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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罕见病乐队的夏天
■本报见习记者 刘雪妍

8月 14日晚，8772

乐队演出结束后与观
众合影。 资料照片

这是一个属于乐队的夏天，除了一档火爆
的原创音乐综艺节目，还有一支乐队的重聚与
纪念。

8772乐队首张专辑的首唱发布会，似乎有
些临时起意：演出前一天，专辑才制作完成；前
三天，公告才正式发布；前一周，场地对接还没
有完成；前半个月，专辑中的一首歌甚至还要
重录。但这些都不妨碍 8月 14日晚，他们在北
京天桥疆进酒 live house舞台上的耀眼。

黑场，灯光亮，登台，掌声起。主唱坐在轮
椅上；吉他手甩起耀眼的白发；贝斯手身高超
过两米，打击乐手却只到他的腰部———这支罕
见病乐队自称，听过他们的现场，刺猬乐队就
不会再说自己是中国最萌身高差乐队了。

现场近三百名观众随节奏摇摆，彩色荧光
棒画出海浪， 有姑娘忘我地大声跟唱 “呐喊，

‘呐罕’，谁不是在生死之间”。

他们应该是最有资格诠释 “生命以痛吻
我，我却报之以歌”意义的乐队。就连他们所唱
的歌曲，也都来自成骨不全症、卡尔曼氏综合
征、脊髓性肌萎缩症、黏多糖贮积症等罕见病
病友及其家属的创作。

队长程利婷低头扫弦，轮椅上的纱裙随乐
声起伏。作为一个摇滚乐队的主音吉他手，她经
常被说不够狂野。虽然心里已经“狂热到要烧起
来了”，但是她依旧表情淡然。直到最后一个音
符落下，她终于长舒一口气，“过瘾，享受！”

久违的聚会

坐在轮椅上的主唱崔莹， 将激动写在脸
上，在台下也能看到她额头密密的汗。因为长
时间按压吉他弦，她比常人柔软的指尖早已泛
白，娃娃脸上却仍挂着笑。

演出过半，她清嗓，正式向大家介绍 8772

乐队。

8772，是“病痛挑战”拼音首字母 BTTZ 的
变形，也和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发起人王奕
鸥 2014年负责落地的“冰桶挑战”同音。

乐队现有的 7名队员，均为罕见病和残障
人士：崔莹和打击乐手张欣毅，与王奕鸥一样
都是成骨不全症患者， 即人们口中的 “瓷娃
娃”；程利婷因儿时突发小儿麻痹，坐上轮椅；

键盘手小 M也是肢体障碍人士；还有白化病患
者谢航程，以及大高个的马凡氏综合征患者苏
佳宇。

在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主持人之一马
东眼里， 乐队的主线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
要方向也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传达，即所谓的
“队大于乐”。

对 8772而言，“队大于乐”的意义跨越了时
间和空间。 以崔莹 2015年发出的邀请为起点，

几位相当业余的乐手，跌跌撞撞上路，最终变成
了现在这个拥有 13首原创曲目的乐队。

总有媒体问他们怎么坚持了这么久，在程
利婷眼中，“我一直没觉得这是一件需要努力
坚持的事情，自然而然并享受其中地和大家一
起走过了这么长时间，未来还会继续更长的时
间”。

前贝斯手王瑶在台下专注地听着。他除了
走路时左腿略跛，乍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他说，

有时都快要忘记自己的病了。只是，牙齿或关
节突然地出血，提醒患有血友病的自己，终归
还是有些不同。

无论是现乐队成员， 还是前乐队成员，大
家笑言，加入乐队的基本条件就是“有病”。

2015年 5月，他们发出的“召集令”石沉大
海， 直到当年 9月收到融合·共生艺术节的演
出邀请时，他们还没排练过，只得自我安慰“如
果一步到位，那也就不叫梦想了”。

即使有专业的乐队老师给他们排练，那次
演出也难言成功。 他们好像与乐器格格不入：

崔莹和利婷捧着尤克里里；王瑶抱着陌生的贝
斯；仅奕鸥有音乐功底，扮演了吉他、主唱、架
子鼓各个位置的救火队长。

《脆弱的力量》是第一首歌，诞生在初次排
练之前，来自一位成骨不全症的病友，虽然脆
弱到支撑不起自己的身体，歌里也唱着海阔天
高的梦想。

不博取同情，亦不掩藏真相，让更多病友
和残障朋友从音乐中获得共鸣和力量，让公众
透过音乐了解病痛群体的真实模样，引导社会
正确看待及接纳病痛群体———乐队成立的初
衷始终没变。

四年后的全员同台，更像是一次久违的聚
会。自成立起，乐队前后有过十位成员，有人离
开，有人加入，有人回归，也有人坚守。

如今， 乐队已有几十次现场演出经验。利
婷看到台下第一排坐着王瑶，平时总是嘻嘻哈
哈的，此刻眼中却泛着泪。她再看周围，每个队
友都闪闪发光。她想：总有些人，让你愿意把时
间留住。

封闭与“折腾”

打击乐手张欣毅强壮结实， 喜欢骑马，喜
欢辽阔的草原。 家门口放着被他打坏的非洲
鼓，除了这鼓，他还打断了十副鼓棒。要不是打
鼓时有些外翻的手指， 和崔莹一样的蓝色眼
睛，他还真像大家笑言的，这是个“假瓷娃娃”。

这个北京孩子是家中三代人中的第四个
瓷娃娃。因为淘气而频繁骨折，小时候大部分
时间他缺席了学校，即使是当年背他上学的同
学们，毕业后也断了联系。

母亲知道一定程度的封闭可以保护他，所
以他童年最好的朋友是家中的小动物们：蝈
蝈、蜡嘴雀，还有养了 5年多的蛇，能在水面上
呼吸的多曼鱼则是最爱。

“你所面对的很多障碍，其实并不是你的
身体带来的， 而是这个社会不够健全带来的。

我们是可以一个人正常生活的，前提是社会对
我们的需求给予过考量。”这是利婷的感悟。她
十几岁时参与一档河北广播节目组织的活动，

大家坐着轮椅逛北京，她方才知道外面世界这
么大，而自己是能走出去的。

利婷的母亲常说，可能正是因为不安分的性
格，上苍才给了女儿这个轮椅“枷锁”。利婷不服
气，但也承认，度过了几年灰暗时光后，自己便开
始了各种“折腾”。

参加自学考试，练习轮椅舞蹈，学习平面设
计，报班学英语，去世界各地旅行，还是生意不错
的网店老板，她似乎一刻都没闲过。

跳伞、潜水、过山车、跳楼机，她都去体验，

“特别享受做没做过的事情带来的未知感和刺激
感”，虽然也害怕，但“害怕的感觉也挺好”。

奕鸥的觉醒来得比利婷早。她不仅是乐队的
大姐，还是罕见病领域的“公益明星”，从创办网
站到组织病友大会，再到成立瓷娃娃罕见病关爱
中心、发起病痛挑战基金会，越来越多病友围绕
在她身边。

除了推进公众了解并支持罕见病群体、争取
病友权益及医疗资源，奕鸥还牵头举办活动鼓励
病友自立生活。她一直像个陀螺，办公室里总有
人或事等着；她经常顾不上吃饭，包里总备着胃
药；有时疲惫感袭来，她就在座椅上打个盹。

白化病患者谢航程总是精力旺盛， 扛设备、

搬轮椅、布置场地，都冲在最前面。这个大男孩的
眼镜没有度数，除了想要眼睛看起来大一些，“还
显得更有文化”———小学四年级， 他就早早离开
了校园。

白化病伴随着天生低视力，谢航程识谱时只
能先用大字抄下来，或用手机拍下来放大。需要
不断用眼的时候，他也会烦躁，蒙起头，抱着大大
的玩具狗睡觉，“什么都不管，睡一觉就好了”。这
样学练吉他的生活，他已坚持 5年。

现在的谢航程不再讨厌拍照，他会从各个角
度自拍，也大方去和别人合影。去年秋天和姐姐
久违的合照里，两人都笑得灿烂，而他的白发依
旧显眼。

2018年末的演出，8772乐队盛装出席“火星
演讲会”，谢航程很满意自己贝多芬一样的造型。

利婷说，当外界投来目光时，她希望对方“首
先看到的是一个人， 梦想和爱情是基本追求，此
外才是疾病标签”。 她觉得自己和别人唯一的不
同， 只是在轮椅上做事而已，“F和弦对谁都难，

并不会因为你没病它就变简单了”。

与疾病和解

长年与“被注视”为伴，他们一直在练习坦然。

奕鸥小时候经历过一次手术失败，术后她戴
上了大铁架子，走在路上稀里哗啦的声音引得满
街注目。那时她对所有人都抱有敌意，回盯每个
看她的人，直到对方不自在地转移目光。后来，她
理解了这种好奇，却始终无法和解。

在成骨不全症患者中， 奕鸥算是病情较轻
的， 矫形手术后可以正常行走， 但今年 36岁的
她，身高还是停留在了 11岁时的 1.4米。

利婷曾自己去看画展， 轮椅引来无数眼光。

路过长安街时，有警察来问她怎么没人陪。虽然
她自我安慰， 拥有引起别人注意的特点是好事，

却还是不舒服。

她不解，“一个人出门真的那么奇怪吗？”

对谢航程来说，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和容貌
相似的姐姐一起出门更奇怪。

“疾病带给我们的伤害， 远比看起来多很
多。”利婷说，她现在看到 11岁时的日记，还想抱
抱当时那个特别敏感的自己。

8772乐队公众号创建之初，王瑶就是主笔。从
20岁到 30岁，他曾经几乎足不出户，音乐和写作
成了生活的全部，即使酷爱足球，也只能说“体育
是不可能了， 这辈子看看音乐和文字吧……”沉
默就像他爱用的省略号， 出现在许多句子的结
尾。

身体最痛苦时，他甚至想把膝盖锯掉，就算极
度疲惫也无法入睡，“地上坐一宿，关灯再哭半宿”。

同样经历过 10年的封闭， 崔莹第一次出门
时觉得天光刺眼，连高楼和大树也让她眩晕。

决定走出家门时，王瑶希望有个流动性强的
工作，可以好好了解这世界，但心理建设许久，打
出第一通咨询电话，等话筒传来声音时，他却涨
红了脸说不出话，羞愧得匆匆挂掉。“我知道谁也
帮不了我，只有自己才能突破重围。”

王瑶可能还算是相对幸运的。至少，血友病
的疼痛有了可以控制的药物，但更多罕见病的药
物，要么价格高昂，要么因市场需求小而没有药

企愿意生产，还有病症甚至无药可解。

舞台下挥着荧光棒的女孩苗苗， 跟唱响亮，

带着大大的笑容。如果她不说，没人知道她是一
位多发性硬化患者。这位 8772乐队的“粉丝”，曾
为寻找救命药四处奔波。 而她的衣服上， 印着
sunny days ahead（晴天就在前方）。

封闭生活那些年，王瑶写过一篇十多万字的
童话———山间的铁矿石被春游的孩子带到城市，

和书包里的可乐与薯片一起跳窗逃跑，开启冒险
之旅。

他没想到，后来，自己真的和性格迥异的伙
伴们，进行了一次音乐主题的探险。

他记得，乐队一周年时，大家第一次集体去
外地演出。那是安徽农村湿润的春日，村庄里弯
月与星同在，未成熟的麦田笼罩在雾气中，呈现
油画一样的绿色。

崔莹很喜欢那次出行。曾经，她记忆中的春
天总是和卧病在床画等号的黑白色。

在安徽的那个乡村之夜，崔莹要演唱的第一
句歌词是“我想和伙伴，坐在草原上，数着小星
星”， 她便对观众说，“大家能不能给我点亮一片
小星星？”台下，手机灯光一个个亮起，连成一片
星空。

那是她记忆中最美的夜晚。

闪亮的梦想

在皮村的出租屋中，谢航程抱着吉他唱起民
谣，目光望向远方。吉他弹了很久，他还是毫不犹
豫地认为自己演奏唢呐的水准更高。

吹唢呐原本是父母给幼时的他找的谋生手
段，已经陪伴在他身边十余年，和 3 把吉他一起
摆在屋里。他感慨着唢呐的没落，却仍希望有一
天成为独立音乐创作人时，能让更多专辑里听到
这高亢嘹亮的声音。

等开学后， 他就是打工子弟小学的谢老师，

除了上音乐课，还组织着一支学生乐队。他喜欢
孩子，也想为以后从事艺术教育积累经验，这是
他为自己选定的路———用教音乐来追音乐。

音乐响起，王瑶还是会被打动。现在的他，期
待“一定要找个内心有光彩的女孩子，辨明世间
真善美，懂得世间丑与恶，知道人的无良，又能阳
光向上”，最好，还可以和正在努力学编曲的他有
共同语言。

演员全部由罕见病病友和家属组成的舞台
剧《罕见的拥抱》，崔莹参演了。舞台上，她抱着吉
他，低头喃喃：“吉他，你为什么那么重，为什么那
么难弹呢？”有人问抱不动吉他、按不动弦的她，

弹电子琴不行吗？她抬起头，眼里带着泪和渴望，

“可是我就是喜欢吉他啊， 我想有人和我一起玩
音乐，我想有人能听到我的歌。”

这些是他们的小梦想。

今年 18岁的包珍妮患有一种叫脊髓性肌萎
缩症的罕见病，随着年龄增长，病会一点一点带
走人所有力气，包括呼吸的力气。

珍妮特别喜欢写诗，她用仅能动的一根手指
写了很多诗。3年前她许愿： 有人能给这些诗谱
曲，把它们变成好听的歌，让更多人听到。

这是珍妮的小梦想。

8772乐队认领了她的一首诗， 谱成歌曲。崔
莹很动情地说：“我在妮妮这个年纪时，有过和她
一样的梦。那时我并不相信有一天可以自己拿起
琴，和一帮伙伴把心里的词曲呐喊出来。”

“每一个渺小得像砂砾一样的梦想，不重要
吗？不伟大吗？不值得被尊敬吗？”唱《小梦想》前，

崔莹这么问观众。她想提醒大家，要记得心中那
个闪闪发亮的小梦想，它值得被看到。

让这个群体最真实的样子被更多人看到，让
病友们的小梦想有实现的可能， 是 8772乐队最
重要的小梦想。

世界已知罕见病有近 8000种， 而且每年增
加。罕见病其实距离普通人并不遥远。

在 8772乐队首张专辑同名主打歌 《从不罕
见》里，队员们唱着“Never Rare（从不罕见）”和
“谁也不必说抱歉”。他们用歌声诉说，不愿总被
当成“稀有动物”的真实感受。因为，那是生命的
尊严。

从喀山“穿越”到上海
（上接第 1版）

全面推进世界技能博物馆建设
2021年， 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

中国上海举办。届时，世界技能组织、中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上海市政府合作
共建的世界技能博物馆也将同步开放。

到这一世界级博物馆看什么？展区里
的世界技能博物馆沙盘模型提前 “剧透”

———博物馆坐落于上海市杨浦滨江区域，

由百年建筑永安栈房改建而成，建筑面积
约 1 万平方米，主要设展览陈列、互动体
验、教育研究、国际交流四大功能。世界技
能博物馆项目建设负责人沈浩介绍，博物
馆将致力于打造世界技能展示中心、国际
技能合作交流中心、世界技能组织官方文
献中心和国际青少年技能教育基地，全面
推进世界技能合作与交流， 弘扬工匠精
神。目前，博物馆建设正全面推进，预计明

年底将完成改建，在保留文物保护建筑特
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呈现技能创新特色。

据悉，目前世界技能博物馆已征集国
内外展品信息超过 700条， 覆盖纺织、钢
铁、航天、电气、造船、建工、汽车等多个领
域，展品有实物，也有影像、工具、人物故
事等等。7月 10日， 世界技能博物馆首批
展品交接仪式在上海举行，30组 105件代
表性展品已完成交接。

上海高端技能装备亮相喀山
上海正全力打响“四大品牌”，上海建

工集团和上汽集团作为“上海服务”和“上
海制造”的代表，同时也将上海高端技能
装备和技能培训方面的建树带到了本届
世界技能大赛现场。

上汽集团的展示区域带来了智能汽车
时代的多种生活场景， 创新型人机交互方
式具有更强烈的科技感与体验感。 观众可
以通过沉浸式 VR设备体验上汽集团未来
智能工厂，探寻智能汽车的“前世今生”。

上汽相关负责人介绍，上汽集团一直
十分注重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前两届世界
技能大赛“车身修理”项目的获奖选手罗
良和杨山巍都已是上汽的员工，今年正在
参与该项目角逐的选手、 出生于 1999年
的徐澳门也已被上汽录用。 截至目前，上
汽已累计投入超过 6.5亿元用于高技能人
才培养基地的建设， 并形成了一支 2.5万
人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占技能人员比例达
到 33%。与此同时，上汽集团还通过上汽
设计国际挑战赛等一系列活动鼓励及培

养高技能人才，从中发现并培育了一批优
秀的未来设计师。

在上海建工的互动区域， 观众戴上
VR眼镜， 就仿佛走进了 632米高的上海
中心大厦内部，向外看仿若腾云驾雾俯瞰
陆家嘴全貌，眼前，一台重达一千吨的阻
尼器正在左右摇摆。 据现场工程师介绍，

这正是上海第一高楼防风抗台的“镇宅神
器”， 它是世界上首个电涡流摆式调谐质
量阻尼器，能削减强风下高层晃动，帮助
超高层建筑保持楼体稳定和安全。

中国展区现场展示的东方明珠电视
塔、金茂大厦、上海中心等一系列上海地
标模型皆是上海建工的代表作品，上海建
工不仅承担了很多中国城市建设的任务，

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培育了一批国际工
程技能人才，传播中国建造文化与技术。

（本报 8月 23日俄罗斯喀山专电）

严格落实整改责任 改实改好作示范
（上接第 1 版）大家紧扣会议主题，谈认识、

谈体会，摆问题、找不足，认真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查摆认识深刻，整改措施务实，达到
了寻找差距、修正错误、增进团结、共同提高
的目的。

应勇指出，要把整改问题作为巩固提高
主题教育成效的重要措施，增强抓整改的主
动性和紧迫感。要严格落实整改责任，班子
成员要在改实、改好上作示范。要抓紧形成
整改清单，做到有的放矢、务实管用、增强操
作性。要切实履行整改承诺，把整改成效体
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全面
从严治党等各方面。

应勇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
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我们要以这次民主生
活会为新起点，不断增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努力把主
题教育成效转化为班子建设实效、 政府自身
建设实效、工作推进实效。要进一步强化理论
武装， 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把“两个维护”落实到政府
工作全过程、 党员领导干
部日常言行的各方面。要

进一步增强责任担当， 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
神干事创业。要对标中央重托，抓好“三大任务
一大平台”， 在更好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服务
中实现上海自身更大发展。 要对标时代要求，

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三个变革”，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对标人民期盼，抓住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围绕
“老小旧远”等民生突出问题，持续深化城市精
细化管理和社会治理， 确保城市安全运行。要
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带头打造过硬作风。党员
领导干部既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又要落实落
细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以钉钉子精
神抓好政府系统作风建设， 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推动政府作风持续向上、持续向好。

应勇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
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抓好贯彻
落实。 要充分肯定当前经济运行的基本面，进
一步坚定信心。要直面压力挑战，进一步增强
做好稳增长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积极主
动作为， 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
务，全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力争履职尽责有新进步
（上接第 1版）会前，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精心组织，通过个人自学与集
中学习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认真学习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党内法规，提高思想认
识。广泛开展谈心谈话，听取意见建
议，认真撰写检视剖析材料，为开好
民主生活会作了充分准备。

会上，殷一璀代表常委会党组班
子作对照检查， 带头作个人对照检
查，主动接受批评。其他党组成员逐
一开展个人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发言中，大家深刻查摆主题
教育检视的问题， 既找理论短板、工
作弱项，又找思想差距、作风不足，把
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
摆进去， 自我批评见人见事见思想，

相互批评真点问题、点真问题，达到
了预期目的。

殷一璀指出，要以主题教育作为
新的起点，持之以恒抓好学习，不断
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破解难题、推动工作。

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自
觉把中央和市委的决策

部署落实到人大各项工作中，进一步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要以钉钉子精神，坚持经
常抓、长期抓，聚焦民生关切、作风建
设、建章立制，持续深入抓好整改落实，

力争通过整改实现对初心使命有新认
识，服务群众有新举措，履职尽责有新
进步，保障全市中心工作有新成效。

殷一璀强调，要把主题教育的成果
更好地运用到做好常委会各项工作中
去，对照建设“两个机关”的要求，担当作
为解难题、与时俱进谋发展，不断加强法
规制度供给， 敢于在矛盾焦点和问题难
点上“划杠杠”、“动真格”，勇于打破思维
定势，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和主动
性， 提高常委会的履职水平和机关工作
的效能，用实际行动做好人大各项工作，

以优异的履职成果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徐泽洲、沙海林，党组成员、副主任肖贵
玉、莫负春出席。中央第六指导组成员
到会指导。

把标尺立起来责任扛起来
（上接第 1版）会前，市政协

党组和党组成员在开展学习研
讨、深入谈心谈话、广泛征求意
见、梳理检视问题基础上，认真
撰写检视剖析材料，作了充分准
备。会上，董云虎代表市政协党
组班子作检视剖析，通报上级党
组织巡视巡查考察考核反馈问
题及上年度民主生活会提出问
题的整改情况，重点查摆“五个
方面差距”， 联系政协实际查找
根源，并从加强党的建设、深化
理论武装、提升制度效能、强化
队伍建设、 持续正风肃纪等方
面， 明确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各位党组成员逐一进行检视剖
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董云虎指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
课题，是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
题。 要贯彻中央部署和市委要
求，坚持对表对标，认真查找问
题，不断校准坐标。要把对照党
章党规找差距中找出的问题、专
题民主生活会上查摆出来的问
题和相互批评的意见结合起来，

一体推进解决，巩固提高主题教

育成效，树牢党的意识、党员意识、

党纪意识，切实把不忘初心的标尺
立起来， 把牢记使命的责任扛起
来。

董云虎强调，要着力在强化理
论武装上当好表率，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要着
力在加强政治建设上当好表率，始
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始终坚
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把牢
政协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要着力
在改进工作作风上当好表率，坚决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始终坚
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初心。要着力
在提升能力素质上当好表率，不断
增强“八种本领”，更好担负起人民
政协制度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
的政治责任。要着力在保持清正廉
洁上当好表率， 始终做到对党忠
诚、党性坚强、党纪严明，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

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方
惠萍，党组成员、副主席李逸平、徐
逸波、金兴明出席。中央第六指导
组成员到会指导。

坚决整改及时整改彻底整改
（上接第 1 版）尹弘指出，7

月底中央督导组反馈会议后，各
区、各部门、各单位高度重视、迅
速行动， 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持
续开展整改工作。下一阶段的整
改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务必保持
高昂斗志， 进一步深化部署、强
化举措，因势利导、乘势而上，确
保整改工作取得实效。

尹弘强调， 做好下阶段工
作，要警惕和克服“过关了事”“避

重就轻”“浅尝辄止”三种思想倾向，

切实提高整改工作的思想自觉、政
治自觉、 行动自觉。 要紧盯线索核
查、深挖彻查、行业监管三个关键环
节，确保做到坚决整改、及时整改、

彻底整改。要进一步完善机制、压实
责任，坚持以上率下、分类施策、举
一反三、严肃问责，确保整改工作组
织到位、责任到位、落实到位。

市高院院长刘晓云、市检察院
检察长张本才出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