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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张同强）
记者从烟台海港医院了解到，即日起原门
诊楼将停用，新门诊楼将在5号楼与7号
楼设置相应科室，继续为港城市民提供优
质的医疗服务。

当日，记者在海港医院看到，原来的
门诊楼已经停止使用，新门诊分布在幸福
路的东西两侧。位于幸福路西侧的是5
号楼，东侧的是7号楼，中间的过街天桥
连接着海港医院东院区的1号楼与西院
区的5号楼。目前，天桥基本完工具备通
行条件，相关设施完善后市民可通过天桥
穿越马路或者通行于两个院区之间。

据介绍，目前5号楼分布的门诊包
括：儿科、口腔科、耳鼻咽喉科、中医科、胃

肠镜室、康复医学科、多功能训练厅、血液
透析室、体外冲击波碎石中心等。7号楼
分布的门诊包括，外科诊区：骨科、泌尿外
科、普外科、胸外科、神经外科；内科诊区：
治疗室、专病门诊、消化内科、肿瘤内科、
呼吸内科、皮肤科、心内科、内分泌科、神
经内科、老年病科、脑康复科、肾内科以及
便民门诊、多学科诊疗门诊、出生医院证
明科等。

据悉，目前海港医院正在进行一系列
改扩建工程，规划地上建筑面积56000余
平方米，规划地下建筑面积22000余平方
米。建成之后，海港医院将以一流的医疗
技术条件为港城市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
服务。

海港医院门诊楼搬迁啦

胸怀大局：“党让我们
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
去哪里！”

新中国成立之初，亟待改变国家积
贫积弱的面貌。而工业布局不合理、西
部高教力量薄弱，是横亘在国家经济建
设面前的两座“大山”。

彼时已在上海创立近一甲子的交通
大学，培养出了钱学森、吴文俊、黄旭华
等一批杰出人才。

1955年，党中央作出决定：交通大
学从上海内迁至陕西西安。

消息传来，振奋的情绪在交大师生
间涌动，“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
囊就去哪里！”为建设国家而拼搏开拓的
崇高使命，深深吸引感召着老一辈西迁
人。1956年，他们义无反顾踏上首批西
行的列车。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
黄河长江。”87岁的西迁老教授潘季还
清楚地记得出发那日的情景，交大人满
怀着憧憬和希望，车厢里回荡着欢快的
歌声。

我国电机工业的奠基人钟兆琳，带
头西迁时已近花甲之年。他说：“如果从
个人生活条件讲，或许留在上海有某种
好处。但从国家考虑，应当迁到西安。
当初校务委员会开会表决时，我是举手
赞成了的，知识分子决不能失信于人，失
信于西北人民！”

将瘫痪在床的妻子安顿在上海，钟
兆琳只身一人来到西安，在他的努力下，
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成为国内第一个基
础雄厚、条件较好、规模较大、设备较完
善的电机系；

我国热力工程的先驱陈大燮教授，

处理掉上海房产，举家西迁，临终前把毕
生积蓄捐给学校设立奖学金，以奖励优
秀的研究生……

“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儿湖
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
1957年发表在校刊上的这首《忆江南》，
道出了西迁人奉献青春、挥洒汗水的豪
情壮志。

如今的西安交大校园，一间间校舍、
一棵棵草木，都诉说着这一段火热的岁
月——

来自四面八方的几千名工人1年内
完成了十几万平方米的校园建设任务；
前后共有200多节火车车厢的物资运往
西安，大到仪器设备，小到一个教具，都
无一损伤；从南方运来的梧桐、雪松等各
类苗木，给黄土地披上了绿衣……

一所大学所肩负的使命，与祖国的
命运紧紧相连。一甲子时光荏苒，先进
的教育理念和优秀人才在祖国的西部落
地生根、开枝散叶。

艰苦创业：“向科学进
军，建设大西北！”

交大西迁博物馆里，一张粉色的车
票，承载着那段激情燃烧的记忆。那是
1956年交大人的西迁专列乘车证，上面
印着一句话——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
北！

迁校之初，这所麦田中的大学是南
方学子从未见过的景象：马路不平、电灯
不亮，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街，毛竹搭
建的草棚大礼堂冬冷夏热、顶棚透光
……

艰难困苦阻挡不了西迁拓荒者创业
创新的理想信念。至1956年9月，包括
815 名教职工、3900 余名学生在内的

6000多名交大人汇聚古都西安，新校园
也从一片麦田中拔地而起。

1956年至1959年交大西迁期间，
先后兴办了17个新专业；西安校园的实
验室面积是上海老校区的3倍，有些实
习工厂的条件和环境在当时属于一流。
以此为基础，交通大学在西安的科研事
业迅速开展起来——

以交大为基础成立了中科院陕西分
院，西安自动化研究所等一批研究所相
继组建；产生一大批科研成果，取得了国
内科研史上的多个第一……

64年前，18岁的陶文铨初到西安入
学报到时，交通大学马路两边新栽的梧
桐还只有手臂粗细，如今已长成参天大
树。和梧桐树一起扎根于此的陶文铨，
也已是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热物理专业教
授。这位八旬院士坚守三尺讲台已50
余年，他指导过的学生中，已涌现出中国
科学院院士、长江学者等多位国家栋梁。

“在我们这代人身上，西迁精神是潜
移默化的——那时候，看到很多老先生
这么做，我们也就这样做。”陶文铨说，自
己只是西迁大树上的一片小叶。

从能源动力科学家陈学俊、金属材
料学家周惠久，到计算机科学家郑守淇，
再到工程热物理与能源利用学家郭烈锦
……一代代交大人薪火相传，用科学服
务祖国建设，培育了大批扎根西部、建设
地方的优秀学子，把西迁精神播撒在黄
土地上。

赓续血脉：西迁大树
根深叶茂
六十五载初心不改。深度融入国家

建设发展，如今的西安交大已成为西部
地区重要的人才中心和科教高地。

西安以西，由西安交大建设的中国

西部科技创新港聚来一大批世界顶级学
术机构，建立了若干国际联合实验室
……

2020年4月，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西安交通大学，勉励广大师
生大力弘扬“西迁精神”，抓住新时代新
机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在
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功
绩。

老一辈交大人用爱国奋斗实践熔铸
而成的西迁精神，已成为一代代交大人
用实际行动践行青春梦想的坐标。

在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的一间实验
室里，28岁的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
院博士宋思扬正和团队的师生一起做着
实验。今年毕业后，他选择留校继续从
事高精度控制技术研究工作。

“相比于西迁前辈们在艰苦环境中
开拓科研平台，我们应该更加珍惜今天
良好的科研环境与时代机遇，面向国家
重大需求做研究。”宋思扬说。

接续传承，不辱使命。西迁65年
来，西安交大累计为国育才近30万人，
其中一半以上在中西部工作；培养出的
51名中国两院院士中，近一半扎根西
部。

“西迁精神已然成为交大人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的精神印记，激励一代代
交大人勇担国家使命，扎根中国大地办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贡献
智慧和力量。”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卢建
军说。

秋去冬来，西安交大内的梧桐树开
始褪去金黄，为下一个春天积蓄力量。
这些西迁而来的梧桐树，见证了波澜壮
阔的奋斗岁月，孕育着未来的勃勃生机。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胸怀祖国 无私奉献
——西迁精神述评

这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
壮举，是爱国知识分子建设西北的一
次长征。

65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员
工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告别繁华的上
海，来到古都西安，在一片原野麦田中
拉开了扎根西部的序幕。西迁人的爱
国奋斗孕育出了伟大的西迁精神。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
西考察时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
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
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西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中知识分子群体爱国奋斗的时代坐
标。这一精神力量，激励着一代代知
识分子忠于祖国人民、担当责任使命，
书写新的时代答卷。

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群体。 新华社

11 月 23 日，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火
车站，人们佩戴口罩搭乘列车。

德国卫生部长延斯·施潘23日说，
德国新冠疫情变得“剧烈”，需要采取
更多防疫限制措施，不排除需实施“封
禁”。德国正遭受第四波疫情冲击。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最
新数据模型显示，若不进一步采取防
疫措施，德国将遭遇第五波疫情。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
所24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前一天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66884例，刷新日增
确诊纪录，累计确诊超过 549 万例；新
增死亡病例 335 例，累计病亡超过 9.9
万人。 新华社

德国遭受第四波
新冠疫情冲击

据新华社电 在北交所开市首
日上市10只新股后，11月24日，北
交所再迎新股，上市公司增至82家。

此次上市的新股是吉冈精密，
属于金属制品业。在北交所11月
15日开市前，吉冈精密已完成公开
发行。目前北交所82家上市公司
中，71家为原新三板精选层平移公
司，11家为完成审核与发行后、直
接在北交所上市的公司。

北交所数据显示，开市首周，81
只北交所上市股票合计成交212.49
亿元，较开市前一周增长158.69%；
价格全周整体上涨3.75%。

从本周前两个交易日情况来
看，11月22日和23日，北交所上市
股票总市值分别为2804.16亿元和
2901.06 亿元，成交金额分别为
20.24亿元和29.86亿元，市场运行
总体平稳。

北交所开市首日后首迎新股
公司增至82家

新华社香港11月 24日电 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4日宣布，在政
府绿色债券计划下成功发售50亿
元人民币离岸人民币绿色债券，这
是香港特区政府首次发行人民币债
券，为人民币离岸市场提供重要的
新基准。

此次绿色债券发行分两个年
期：3年期发行金额为25亿元人民
币，5年期为25亿元人民币。

据介绍，这批绿色债券在11月
23日定价：3年期人民币债券的收
益率为2.80%，5年期为3.00%。尽
管近期市场波动，不同类别的投资
者仍对这批绿色债券反应热烈，两
期人民币债券共吸引逾142亿元人
民币认购金额。54%分配予银行，
35%予基金经理、私人银行及保险
公司，以及11%予国际组织、官方机
构和私营企业。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

示，这次特区政府发行人民币绿债
具有里程碑意义，进一步丰富香港
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的种类，巩固
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以
及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此次
发行也优化香港的债券融资平台，
更有效协助人民币债券发行人进行
绿色融资以支持其低碳转型。加上
18日所发售的美元和欧元绿色债
券，特区政府致力于尝试发行不同
类别的绿色债券，进一步发展绿色
债券市场。

据介绍，这批绿色债券是通过
今年初专为发行绿色债券而新设的
全球中期票据发行计划发行，将通
过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债务工具中央
结算系统结算，预期于2021年 11
月30日交收，并于香港交易所和伦
敦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批绿色债券
获 标 普 全 球“AA + ”以 及 惠 誉

“AA-”评级。

香港特区政府
首次发行人民币债券

新华社万象11月 24日电 中
国军队援助老挝军队新冠抗疫物资
23日运抵老挝首都万象瓦岱国际
机场，中国驻老挝大使姜再冬和老
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
总理兼国防部长占沙蒙出席交接仪
式并就中国与东盟合作交换意见。

占沙蒙说，中国军队今年已先
后三次无偿向老挝援助抗疫物资，
还派专家组指导抗疫，生动诠释了
两国两军理想信念相通的兄弟情谊
和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精神。老
方愿同中方和其他东盟国家一道落
实好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

周年纪念峰会成果，推动中国东盟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新时代取得新
的更大发展。

姜再冬表示，我们愿同包括老
挝在内的东盟国家全面落实峰会成
果，推动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
盟命运共同体。老挝军队在中国抗
击疫情的关键时期，向中方提供宝
贵援助，中方对此表示感谢。中国
军队将继续支持老挝军队抗击疫
情，共同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作
出积极贡献。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国
防武官李兵同老挝国防部副部长冯
坎签署物资交接证书。

中国军队援助老挝军方
抗疫物资运抵万象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美国
国务院23日证实，美国将于下周在卡
塔尔首都多哈恢复与阿富汗塔利班会
谈，处理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阿
富汗境内人道主义危机在内的问题。

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说，
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
托马斯·韦斯特将率团与塔利班方
面进行预期两周的会谈，双方将讨
论“我们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

按照普赖斯说法，本次多哈会
谈将讨论针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基地”的反恐行动、对阿富汗人道
主义援助、恢复阿富汗遭破坏的经
济、确保美国公民及20年来为美方
工作的阿富汗人安全撤出阿富汗等
议题。

韦斯特19日在其社交媒体推
特账号发文说，阿富汗塔利班如要
获得美方金融和外交支持，必须满
足如下条件：打击恐怖主义，建立一
个包容性政府，尊重少数民族、女性
和女童权利，提供平等教育和就业

机会。
他说，美方将继续同阿富汗塔

利班对话，但是目前将仅提供人道
主义援助。

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进入
并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8月30
日晚，一架美军运输机载着最后一
批美国军人离开喀布尔，美国结束
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随后，美
国涉阿外交办公机构转至多哈。

阿富汗塔利班10月上旬与美
国代表在多哈会谈。美方表示，这
次会谈只是“非正式交流”，不代表
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美方在会
谈中说愿意“直接向阿富汗人民”提
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是未就解冻资
产松口。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
阿米尔·汗·穆塔基本月17日致信美
国国会，要求美方解除对阿富汗央行
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冻结。穆塔基警
告，如果美方不解冻资产，阿经济形
势将持续恶化，触发人道主义危机。

美国下周与塔利班
在卡塔尔多哈会谈

11月23日，老挝人民军官兵在万象瓦岱国际机场搬运中国军队援
助物资。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