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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县魁多镇江郎村，84 岁
的杨格章大爷早早的起床，想喝一
杯温热的酥油茶，看看老屋对面云
雾缭绕的大山，这是老爷子多年的
习惯。孰料，昨夜大雨台阶湿滑，老
爷子一个趔趄摔倒在地无法站立。
家人托人咨询九龙县人民医院外
科主任唐宗荣，弄明白应该注意的
事项后，急忙驱车把老爷子送到
100公里外的县医院。

很快，唐宗荣和他的团队根据
CT 三维成像结果得出结论：老爷
子由于摔倒导致左侧股骨粗隆间
粉粹性骨折，合并高血压 3 级、全
心衰、脑梗 、慢支炎COPD。

与家属进行沟通后，决定在九
龙县人民医院进行手术。

院长拉初告诉笔者，手术很复
杂，这是州内开展的最高难度的骨
科手术，通俗的说法就是把骨折的
股骨替换为人工假体。

手术定在周日早上。“唐家班”
一大早就开始忙碌，由唐宗荣主
刀。为了保证手术万无一失，消毒
也由唐宗荣亲自完成，仅准备消毒
工作就达2小时左右。局部麻醉由

“唐家班”的另一资深麻醉师唐雪
莲担当，副刀也是“唐家班”唐胜强
搭档。

切，割，烧，锯，挖……经过一
系列标准动作，终于取出已经骨折
的股骨，无影灯下，粉粹部位与CT

三维成像一样。唐宗荣用仪器测量
了股骨的直径，以此判断人工假体
是否适合植入。因为老爷子病情复
杂，“唐家班”在手术中尽量减少出
血量，保证老爷子身体不出意外。这
个手术是个体力活，助理擦了几次
唐宗荣额头的汗水，穿、扭、剪铁丝
既要谨慎又要用力。毕竟要在人体
组织里穿过，手术常常会汗流浃背。

经过团队的协同努力，84 岁
的老爷子杨格章手术很成功。简单
午餐、简单的庆祝后又开始准备下
一个手术……

一周后，老爷子已经可以下地

慢慢行走了。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手
术中家人的陪护费、医疗报销、生活
费等各种费用下来为老爷子一家节
约了好几万元。出院那天，老爷子握
着唐宗荣的手久久不放……

走进唐宗荣的办公室，笔者被
眼前所见震撼：满眼皆是锦旗，尽
头，读片器的光映照着唐宗荣专注
的眼神。惊讶于这满墙的锦旗：医
德高尚，医术精湛；精心治疗医德
高尚，热情暖人心……这是勋章，
是给这个团队的勋章，是患者在用
朴实的行为表达感激之情。而后，
唐宗荣讲了他的从医故事……

天使的心愿
记九龙县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唐宗荣

★“唐家班”妙手回春★
◎高秀清 文/图

人们一提起九龙县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唐宗荣,总是赞不绝口。生长在大山深处的唐
宗荣从小就有一个心愿——让更多的父老乡亲能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起病。为实现
这个心愿,他奋斗了整整21个春秋。

笔者每天上班都要路过一个
不到两平方米的很狭窄的裁缝铺，
一个瘦瘦的大叔除了偶尔踩着老
式缝纫机做一些缝缝补补的事，大
部分时间都是邀好友楚汉河界厮
杀。唯一不变的就是旁边一直伴有
一副拐杖。唐宗荣告诉笔者，这是
他的父亲，年轻时不慎摔倒，造成
骨折，但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被
误诊断为肌肉摔伤，没有得到正规
治疗，导致与拐杖终身为伴。待到
唐宗荣学成归来已经无法改变这
一事实。唐宗荣一直把遗憾放在心
底，他说，如果是现在，完全可以通
过手术让父亲站起来丢掉拐杖。

无论是在远离县城的乡下，利
用简陋的设备为当地患者做阑尾

手术，还是在重庆医科大学临床医
学专业学习、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骨
外科进修、在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关节外科进修，跟刀法精湛的
老师学习，同导师们一起多少个不
眠夜，几百台手术的见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唐宗荣开始
成长，手中的“刀法”日渐娴熟，开
始可以独挡一面，人们对他的称呼
也从”小唐“改为”大唐“。

大唐刀法精湛，像金庸笔下
的“唐一刀”擅长于普通外科及骨
科手术，在该县开展了常规四肢
骨干及关节内固定手术，特别是
80岁以上高龄股骨颈骨折行股骨
头置换术、股骨头坏死髋关节置
换术，大骨节病伴重度髋、膝关节

畸形的全髋关节置换术，胸腰椎
骨折经脊柱后路内固定手术，椎
间盘摘除术、复杂股骨粗隆骨折
切 开 复 位 带 锁 髓 内 钉 固 定 术

（PFNA）和胫腓骨多段粉碎型骨
折切开复位带锁髓内钉固定术，
都是州内率先开展的高难度骨科
内固定手术。2017年，在青白江区
医院及成都 363 医院对口支援老
师的指导下，通过刻苦学习，独立
掌握并开展了腹腔镜下胆囊切除
术 110 例，腹腔镜下阑尾切除术
102例，填补了九龙县人民医院微
创腹腔镜外科的空白。

看见穿梭在各个病房的大唐
医生，看见大唐医生别在胸口的红
色党徽，病人及家属们都很心安。

病患对大唐医生的认可和信
赖让唐医生团队临床工作量剧增，
每年门诊量达到 6000 余人次，每
年主刀各类手术达300余人次，每
年管理住院人次近700人次，且每
年工作量以15%递增。近十年来，诊
治患者上万例，主刀手术量近3000
例，无一例医疗差错及医疗事故发
生，他以扎实的临床专业技能，在临
床工作中解除了大量患者的疾苦，
挽救过无数濒临死亡患者的生命。

大唐讲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
事。几年前，两个年轻人起了争执，
一时冲动，甲把乙捅了三刀，一刀
在胸，一刀在腹，一刀在肺，送到急
诊科是已经命悬一线，家属左右为

难，九龙距康定 200 多公里，距西
昌也是近 300 公里，如果送往外
地，必死无疑，大唐与团队仔细查
看伤者情况，然后与家属进行沟
通，告知风险。

大唐团队迅速展开急救，运用
娴熟的“大唐刀法”与死神争夺生
命：首先打开胸腔，伤口已经接近
心脏，在处理伤口过程中，伤者心
脏骤停，如果伤者就此离世，虽说
家属不会责怪，但大唐不能接受生
命从自己身边逝去。救人要紧，大
唐疾呼搭档实施心脏复苏，经过努
力，伤者终于开始恢复心跳，大唐
吁了口气，开始缝合胸腔，肺部伤
口相对好处理。当打开腹腔时傻眼

了，积血已经堆满大半个腹腔，所
幸家属很给力，排队输血，保证了
供血，整整一个通宵，当大唐缝上
最后一针时，参加抢救的四五个人
一下子齐齐瘫在手术室里，绿色的
手术服全部湿透了。

次日中午，大唐去重病室看望
刚刚苏醒的伤者，伤者看见大唐的
第一句话就说：我要拜唐医生为干
爹！大唐懵了笑着说，这是医生的
责任。

大唐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
2017 年 获 得 甘 孜 州 医 德 标 兵 ，
2018 年获得甘孜州五一劳动奖
章，并先后获得九龙县优秀共产党
员等荣誉称号。

新 闻 集 锦

甘孜日报讯 近日，泸定县个
体私营经济协会正式成立，该协
会的成立将更好团结带动全县民
营经济市场主体繁荣市场、发展
经济、维护民生、增加就业，服务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悉，近年来，泸定县广大民
营企业家成为了推动泸定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自商事
制度改革以来，民营经济连续七
年实现正增长，全县累计登记在
册个体私营企业达到8063余户，
占 全 县 登 记 市 场 主 体 数 的
99.25%，其中2020年全县新设市
场主体达1466户；2020年前三季
度民营经济总量达 7.6 亿元，占
GDP总量的33.68%，分列全州第
二位、第四位。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全县民营企业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战疫，团
结协作、攻坚克难，千方百计复工
复产，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复苏，实
现了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

发展复苏的“加速度”。
下一步，泸定县将创新举措，

在优化服务上谋求新作为，切实减
轻企业负担，持续落实税收优惠政
策，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完善利率定
价机制；有效缓解融资问题，优先
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甚至“融不到资”问
题，逐步降低融资成本；全面提升
竟争实力，引导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现有产品、经营模式，指导有条件
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
力支持“个转企”“小升规”；营造
公平营商环境，切实强化反垄断
执法和垄断行业监管，不断完善
民营企业诚信体系建设，持续深
化“放管服”和商事制度改革，为
民营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依
法保护企业权益，加大反腐败专
项斗争工作力度，落实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为民营经
济发展创造健康环境。

叶树平 刘珊

泸定县

个体私营经济协会成立

甘孜日报讯 年末岁初，拖欠
农民工工资信访问题呈多发高发
趋势，为有效控制该领域信访局
面，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的急难愁盼问题，连日来，我州信
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多措并
举，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全面排查梳理。对拖欠农民工
工资信访事项，结合信访信息系统
平台，开展根治农民工欠薪信访事
项攻坚行动，全面排查梳理2020
年涉及劳动社保类信访事项204
件，采取网上网下交办18个县（市）
级党委政府、14个州级部门和省州
属行政企事业单位以及分送州级
联系领导“一案双交”的方式，提请
领导进行督促化解，切实压实基层
属地责任，推动农民工欠薪信访事
项得到及时有效化解。截至目前，
15件正在办理中。

重点督办跟踪。对已排查出

的农民工工资拖欠信访事项逐一
建立台账，实行边排查边化解，变

“已发生、已激化”的应急处理模
式为“早准备、早作为”的源头治
理模式，着力对正在办理中的信
访事项进行全程跟踪，对涉及人
数较多且有风险隐患的农民工欠
薪信访事项，落实专人负责对督
办事项办理进展、领导包案等实
行有效督办，实时跟踪，努力做到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完善联动机制。州信访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积极加强与各职
能部门沟通、衔接，妥善处理因拖
欠工程款导致拖欠农民工欠薪的
群体性突发事件，防止矛盾激化。
同时加大劳动法规、政策和《信访
条例》的宣传教育力度，确保农民
工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
合理、有序表达诉求。

记者 丁瑶

建立联动机制 根治欠薪顽症

问：推出全省统一健康码有何背景？
答：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明确要

求，原则上各省（区、市）只保留一个统筹建
设的健康码。同时，考虑到目前国内外复杂
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和四川近期的情况，
加之春节将至，四川作为人口流动大省面
临的防控难题等多方面因素，省应急指挥
部决定建设全省统一的健康码和疫情防控
大数据平台，以适应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
部应急处置需要，服务群众有序流动，健全
大数据防控机制，保障数据安全。

省大数据中心具体负责“四川天府健康
通”的研发，在总结吸收成都市已有数据和
经验做法，并学习借鉴北京、上海、广东的健
康码服务功能的基础上，省大数据中心研发
团队通过24小时不间断轮班攻坚，在14天
之内就实现了平台运行测试和上线。

问：新的健康码如何申领？
答：“四川天府健康通”实行一人一

码、一码通行、实名认证，目前主要通过 3
个渠道申报：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天府
通办”APP。

对于老人、儿童及其他线上申领困难
的人员，可由其亲属代为申领。境外人士
可凭其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号申领。

问：成都“天府健康通”还可以使用吗？
答：此前在成都地区使用的“天府健

康通”健康码整合到省平台，成都的“天府
健康通”可与全省统一的“四川天府健康
通”实现无感切换。省内各地各部门不得
再自行设置运营其他疫情防控码，确保持

“四川天府健康通”绿码人员在全省范围
内一码通行。

同时，国家防疫健康信息码和其他省
（区、市）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落实
了信息互认的健康码，在四川境内也可以作
为通行凭证。“四川天府健康通”也将逐步推
动在其他部分省（区、市）的跨省互认。

三个渠道申领
一码通行全川
揭秘全省统一健康码
“四川天府健康通”

1月11日，四川全省统一的健
康码——“四川天府健康通”正式上
线。即日起，所有在川人员及来（返）
川人员都可以申领一人一码、实名
认证的“四川天府健康通”健康码，
持绿码的人员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一
码通行。

为何要在此时推出全省统一的
健康码？新健康码如何申领使用？其
在疫情常态化精准防控中又能发挥
哪些作用？11日，四川省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以
下简称“省应急指挥部”）和省大数
据中心相关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
访，权威解读关于“四川天府健康
通”的各类问题。

◎四川日报记者 付真卿

问：哪些场所需要使用健康码？
答：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确定的重

点场所、重点单位，如学校、监管场所、农
贸市场、医院、机场、火车站、出入境口岸、
客运站、社会福利养老机构等，要严格对
出入人员落实健康码扫码查验等疫情防
控要求。

一些重点行业或场所可及时申领专
有二维码（场所码），供出入人员扫码核
验。同时，各重点场所要注重做好老年人、
儿童等人群服务工作，优化亲友代办、工
作人员代查等服务，具备条件的重点场所
可设立“无码通道”，做好健康监测和信息
登记。

问：新的健康码如何实现分类精准管理？
答：“四川天府健康通”通过对个人数

据进行计算分析，根据赋码规则，将人员
状态分为红码、黄码和绿码，并按照红色
禁止、黄色限制的方式管控人员流动。随
着时间推移或者核酸检测阴性等条件变
化，红码、黄码人员变为绿码，解除相应限
制措施，可以进行正常流动。在变码过程
中将及时发送变码提示信息，指引群众采
取相应的防护措施，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问：“四川天府健康通”还有哪些功
能？遇到疑难问题怎么办？

答：除了作为健康状况电子凭证，“四
川天府健康通”平台目前已提供核酸检测
机构查询、核酸与抗体检测结果查询、新
冠疫苗接种查询、风险区域查询等便民服
务，今后还将持续推出更多更便捷的服
务。在使用中如有疑问，可以通过“四川天
府健康通”在线咨询，也可拨打12345政务
服务热线咨询。

实行一人一码、一码通行、实名认证

按红色禁止、黄色限制的方式
管控人员流动

★因遗憾走上从医路★

★与死神争夺生命★

唐宗荣正在为患者检查。

唐宗荣正在为患者手术。

（上接第一版）
邓立军说，下一步，康定将把

学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实
抓好。一是明确发展战略目标。牢
牢把准“十四五”期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总体谋划和省州委的战略部
署，紧紧围绕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的“六个新”目标要求，坚持川西北
生态示范区主体定位、稳中求进发
展总基调、高质量转型发展不动
摇，城乡融合发展不减力，防范化
解风险不麻痹，深化改革开放不松
劲，切实谋划实施战略性总规、战
略性产业、战略性基础、战略性改
革、战略性民生专规。到2025年，
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全省、全
州平均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200 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达到10亿元，经济综合实力再
上新台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均增长 10%和 12%，分别达到
69483元和31586元，民生福祉达
到新水平。到 2035 年，康定与全
国全省全州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
民族地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二是找准发展战略定位。围
绕建设和谐文明富强美丽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康定总体目标定位，
把康定工作放在全国全省全局中
去谋划、去思考、去定位、去推动。
充分利用区位优势、交通优势、资
源优势、生态优势、人文优势，积
极响应“一带一路”战略，全面融
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引
领康泸新一体化协同发展，加快
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在产业发展、依法治理、城乡
融合、改革开放、绿色生态、公共
服务等领域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把康定建成全国涉藏地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

三是壮大发展战略产业。准
确把握“十四五”期康定发展环境
和阶段性特征，结合康定未来发
展的要素条件，坚持绿色生态发
展导向，以“一区二谷三景四园五
基地”为载体，推动生态资源资本
化、产业化，强化全域旅游引领，
做强绿色工业支撑，提升农牧业
产业化水平，培育新兴科技产业，
推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构建高
质量发展的生态产业体系。坚持

“西山东水”旅游产业布局，高起
点、高标准规划建设国际知名生

态文化旅游目的地，构建一环两
核多极三带三区全域旅游发展格
局，到“十四五”期末，实现旅游收
入 275 亿元，游客人数达到 2500
万人。做强绿色工业发展支撑，加
快推进鸳鸯坝绿色锂业、新都桥
物流、水电消纳、蓝逸高原牦牛乳
业产业集中区建设，扩产扩规甲
基卡锂辉矿，把融达锂业培育成
新能源行业领军企业，把蓝逸牦
牛乳业培育成集研发、生产、体
验、销售为一体的四川明星企业。
坚持“西大东精”农牧产业布局，
以 5 个五万亩基地建设为依托，
加快构建生产体系、研发体系、营
销体系，发展规模农业、科技农
业、品牌农业，培育形成特色鲜
明、结构合理、链条完整的“8+2”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合理布局科
技产业、新兴产业、数据产业、信
息产业和服务产业，催生一批具
有涉藏地区特色、康定特征的新
产业、新业态和新增长点。

四是强化发展战略保障。强
化组织保障，始终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发挥好党在经济工作中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建
立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组
织体系、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和考
核体系，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合力。强化动能保障，不断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更多依靠
创新驱动、科技引领的产业发展
模式，在项目实施、农业农村、国
企国资、招商引资等关键领域创
造更多的“康定经验”“康定模
式”。强化科技保障，坚持“六有”
模式，加强能源产业、牦牛乳业、
特色农牧业、加工制造业等产业
科技研发，形成一批成果，掌握核
心技术，促进产品结构调整，增加
产品附加值，增强科技竞争力。强
化要素保障，在资金安排、要素供
给、要件审批、人才保障等方面采
取务实举措，加大争取支持力度，
确保规划项目、规划产业落地见
效，顺利推进。强化法治保障，强
力反分维稳，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全面提
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营造良
好的法治环境。强化安全保障，建
立健全重大公共安全防范防控体
系、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监测体
系、抢险救灾体系、森林草原火灾
救援体系，切实防范化解重大公
共安全、生态环境、自然灾害、安
全生产等风险，确保康定“十四
五”期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学深悟透谋深做实 奋力谱写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