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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郑培民：做官先做人 万事民为先
“这枚沉甸甸的奖章是对父亲一

生奉献的巨大褒奖，要继承父辈的遗
志和精神财富，努力做新时代忠诚干
净担当的‘奋斗者’。”2019年 9月 25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父亲郑培民
领取“最美奋斗者”奖章后，郑海龙在
社交软件上写下上述文字。

郑培民，生于 1943年 7月，1969
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曾任
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等职务。

20世纪 90年代初，郑培民从湘
潭市委书记调任湘西州委书记，他率
领全州干部群众围绕扶贫开发，力推
农业生产新技术，引进大电网……两
年多时间，郑培民跑遍了全州 218个
乡镇，住过 30多个乡镇，这组数字意
味着他难有喘息之机。

1992年 7月，得知自己被提名为
副省长候选人，郑培民在日记中写
道：“对当官一事，我比较淡薄。但党

和人民的信任，仍是激发我永远忠于
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动力。”

1998年夏天，长江流域发生特大
洪水，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的郑培
民在抗洪一线坚守数十天。他坚持靠
前指挥，甚至上前线搬麻袋抢险。

郑培民一直心系人民。他曾对同
窗好友说：“我坚持每天早上逛菜市
场。我可以多听一听老百姓说的真话，
为他们做点什么，也安排好我的工作。”

凡是群众写给他的信，郑培民总是
坚持自己拆看。下农村，他要到农民家
去，掀开锅盖，瞧瞧他们吃的什么饭；看
看猪圈牛栏的家畜……

郑培民在小节上同样能固守节
操。工作调动搬家、儿子升学、女儿
出嫁等，他从不张扬。

2002 年 3 月 11 日，郑培民在参
加党的十六大“两委”人选考察工作
时，因心脏病突发，倒在工作岗位上，
享年59岁。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山以东，阳光
照在墙上，一面红旗缀着四枚勋章，它
们属于上甘岭上立下奇功的胡修道。

胡修道，1931年生，四川省金堂
县人。1951年 6月参加中国人民志
愿军赴朝作战。1953年 12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52年 11月，在上甘岭战役中，
胡修道等三人负责坚守 597.9高地 3
号阵地。5日拂晓，敌军在飞机、火炮
掩护下向阵地发起进攻。胡修道三人
还击，连续作战 3小时，打退敌人 10
余次进攻。后来胡修道的班长调去支
援 9号阵地，胡修道两人继续坚守。
当发现10号阵地危急时，他抢先登上
制高点，将已冲上阵地的敌人击退。
经过一天激战，胡修道带领战友共打
退敌军40余次进攻，歼敌280余人。

1953年1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
军领导机关为胡修道记特等功，授予

“一级英雄”称号。同年6月25日，他出

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斗英雄
代表会议，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
章、一级国旗勋章。他曾当选为第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
九、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集团军
副参谋长的胡修道在 1988年恢复军
衔制前退休。退休后，他经常深入基
层连队为官兵作传统报告，还担任多
所中、小学的名誉校长或校外辅导
员，被聘为徐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主任。2002年 3月病逝于南京。

“他的精神就像他缀在红旗上的
勋章一样，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四
川省成都市金堂县金龙镇净因寺村
党总支书记陈利秀说，在胡修道精神
感召下，村里形成了年轻人争相参军
入伍的光荣传统，成了远近闻名的拥
军模范村。

近期，湖北公安机关开展的“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张卫
华舍身勇救 3名群众的事迹屡屡被
提及。

出生于 1976年 11月的张卫华，
1999年毕业于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
校，2002年 2月入警。生前，张卫华
是湖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
管理支队五大队二中队（现为湖北省
公安厅高速公路警察总队二支队黄
梅大队）民警。

2002年 7月 7日下午，沪渝高速
公路界子墩省际收费站附近，正在执
勤的张卫华巡逻至收费站入口处。
突然，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疾驶而
来。在距收费站约 200米处，大货车
依旧没有减速，反而越来越快。

发现情况不对，张卫华立即打出
停车手势。但这辆车并未停下，而是
直接冲向收费站因施工而临时封闭
的第六通道。当时，几名工人正在施

工。
“快跑！”张卫华立即高声呼喊，2

名工人听到后，立即跑向安全区域。
然而，由于施工噪声的影响，工

人洪留怀未听到提醒。张卫华顾不
上危险，跑向洪留怀，并连声呼喊。
听到提醒的洪留怀转身翻过身边的
隔离墩。

在他身后，失控的大货车重重撞
上隔离墩，车身迅速倾覆。车上，15吨
袋装土豆砸到地上，也压在了张卫华
身上。张卫华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
在了26岁。附近监控显示，从张卫华
发现险情到悲剧发生，相隔仅有3秒。

2002年 9月，张卫华被追授“全
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在张卫华精神感召下，黄梅大队
屡获佳绩，先后被评为湖北省公安机
关执法示范单位、湖北省先进公安基
层单位等荣誉称号，并曾连续 3年被
授予“全国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

“父亲一生忠心向党，我们兄弟
姐妹从小就听他讲革命故事。爱国
爱党爱人民，已成为我们的家训。”张
越的儿子张文波说。

张越，1919 年生于陕西省旬邑
县底庙镇西牛村，1937年参加革命，
同 年 7 月 1 日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39年 1月，张越由陕甘宁边区鲁迅
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关中分区保
安科任文化教员。

1940年 6月，张越在陕甘宁边区
保安处情报人员训练班学习，同年底
结业，开始在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开
展工作。历任关中分区保安科情报
秘书、保安处第一科科长等职。

1947年 5月，张越随军参加解放
耀县的战斗，任入城工作团保卫组组
长。此战俘敌 400多人，缴获了许多
枪支和物资，张越负责查出特务多人。

1948 年西府战役后，延安保安
处一失联多年的情报力量已是旬邑

县县长兼自卫团团长，此时他派人来
解放区接洽，任情报科长的张越与之
接头。张越历经一个月时间，十几次
往返前线，最终于次年2月 12日夜完
成了起义。

1949年 3月，解放铜川时，张越
担任铜川军管会保卫部副部长。同年
5月，他带领一班警卫部队解放了临
潼，担任临潼县公安局局长。入城后，
张越指令各单位保护物资文书档案和
公用物具，向全县各区宣布临潼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张越历任西北军
政委员会公安部科长、副处长，中央
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西宁市委副书
记、西宁市政协主席、陕西省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等职。1985 年，张越
离休，2002年 9月因病不幸逝世。

如今，张越的故乡已告别贫穷的
模 样 ，旬 邑 县 底 庙 镇 西 牛 村 已 于
2017年 12月退出贫困村序列，当地
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位于陕西省宜君县的黄土高原
上，走出了一位被誉为“英雄情报科
长”的革命英雄——焦万海。

焦万海，1919年 10月出生于陕
西省宜君县西村乡。1937年 4月，在
宜君县石堡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
9月，焦万海赴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焦
万海长期从事公安、保卫和情报工
作。作为边区最年轻的科长，焦万海
常常只身深入敌占区。习仲勋同志
表扬他是“边区出色的青年干部”。

在胡宗南进犯延安时，作为边区
情报科长，焦万海在于桑同志的领导
下，为党中央转战陕北提供了许多重
要情报线索。彭德怀同志称赞他：

“焦万海是个英雄情报科长！”
西安解放的枪声还未停止，组织

派焦万海火速赴宝鸡任公安局局
长。紧接着，焦万海又接命令返回西
安，去祁连山下接管玉门油矿，出任

军代表、保卫处长。
新中国成立后，焦万海先后任中

国石油公司甘青分公司军管会军代
表、公安局局长，玉门市委第三书记，
酒泉地委书记，石油工业部企业整顿
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

焦万海在我国石油工业战线上
作出了突出贡献，先后指挥领导了胜
利油田大会战、长庆石油大会战等。
在任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期间，他提
出“先支援别人，后发展自己”的口
号，从玉门派出石油职工，调出各种
设备，有力支援了全国石油大会战，
成为全国学习的“玉门风格”。

焦万海 1984 年离休，2003 年 1
月 12日因病于北京逝世。

在焦万海的家乡，他的精神一直
激励着当地干部群众。近年来，这里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苹果、中药材、玉
米、核桃等产业正在做大做强，给当
地群众带来持续稳定的收入。

2003年1月，一位年仅24岁的消
防员，为了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在浙江宁波奉化一次扑救火灾
的战斗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令人惋惜的是，再过5个月，他就要从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毕业了。

他叫曹国华，1979年3月出生，浙
江金华人。1997年12月，他在金华市
消防支队东阳大队当了一名消防员。

2000年 7月，曹国华考入中国人
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2003年 1月，
他被分配到宁波市奉化区消防大队
实习。同年 1月 29日下午 3时许，消
防大队内警报骤响：奉化一家羽绒服
加工厂起火。曹国华带队赶到现场
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曹国华先指挥司机将消防车沿
道路东西走向在上风方向停好，然后
迅速布置警戒，又赶紧出水灭火。意
外突然发生了。

当天是阴天，加上浓烟滚滚，现

场能见度很差，一辆违章行驶的车辆
撞在了消防车的右尾部，正在连接水
泵阀的曹国华当即被撞飞。队友们
赶紧将昏迷的曹国华送到医院。

经过医生全力抢救，曹国华曾一
度从深度昏迷中苏醒。然而，由于伤
口感染引起并发症，2月 24日晚，曹
国华再度陷入昏迷之中。经医生抢
救无效，医院于次日凌晨宣布脑死
亡。在医院宣布脑死亡后，他的心脏
仍顽强地跳了4天，直到 2月 28日晚
11 时 30 分才怀着对世界的无限眷
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曹国华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民家
庭。到消防队伍 5年多，曹国华不多
的津贴除了补给家用外，还向“希望
工程”“保护母亲河”捐款1000多元。

2003年 3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学院授予曹国华同志革命烈士
称号并追记一等功。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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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面前敢于亮剑

当传统佳节春节和具有传染性的
新冠肺炎同时来临时，2019年 7月，升
级为二级综合医院的长垣中西医结合
医院领导班子，毫不犹豫作出了这样
的决定：“取消假期，坚持防控一线，保
证人民健康！”

迅速反应的长垣中西医结合医
院，第一时间组织动员、周密部署，筑
起了抗击疫情的坚固防线。刚刚开启
春节休假模式的职工们，在接到返岗
通知后，都回转脚步赶回医院，奔赴到
了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全力以赴投入
到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这些时间节点，长垣中西医结合
医院全院职工至今记忆犹新。

1月 22日，医院召开新冠肺炎防
控培训会，院长张景祖为全院疫情防
控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会上成立了
由院长担任组长，领导班子成员担任
副组长，各重要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同时，设置了防控
专家组、督导组、应急救治协调组、物
资保障组等配套部门，建立了完善的
疫情防控工作机构，统筹做好遏制疫
情蔓延、救治患者、整合医护力量等各
项工作。

1月 23日，医院理事会召开紧急
会议，安排大广高速路口 24小时值班
值守工作。

1月 24日，医院召开中层誓师大

会，立誓：“坚守岗位，疫情不退，我们
不归。”

1月 25日，院领导看望坚守工作
岗位的医护人员，慰问住院患者，送去
爱心饺子，宣讲防控知识，解除患者恐
慌心理。

1月 26日，院领导分组下乡督导
辖区排查工作。

1月 27日，凌晨，彻夜研究古典药
籍的长垣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预
防救治技术指导组副组长、主任中医
师张景祖，开出预防新冠肺炎中药处
方，并及时发到朋友圈共享。当天，医
院中药房开始按照处方熬制中药，疫
情期间，共为各个卡点和疫情防护人
员发放中药20000多袋。

1月 28日，增派医护人员到大广
高速路口执勤。

由于长垣市是全国卫材生产基
地，为及时发送救援医用物资，大广高
速长垣站一直没有封闭，使得不少外
地车辆从长垣下站，长垣设卡执勤人
员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从1月 23日至
今，医院派出的执勤人数也由最初的1
人增至现在的每天12人。

2 月 5 日，由于医院防控环节严
格，不少患者冒着雨雪前来医院就诊，
一些孕妇也选择到医院分娩，医院的
正常应诊工作有序开展。

2月 9日，医院副院长、内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张军帅，护师张兆甫、王小
超3人，出征湖北！

2月 10日，新乡市支援湖北医疗

队全体党员召开大会，成立临时党支
部，张军帅当选党支部纪律委员。

2月 11日，经过两天的紧张培训，
医院派出的 3名医护人员正式进驻武
汉江汉方舱医院和青山区方舱医院，
开始救治病人。

冬去春来，心暖花开。防疫生产，
齐头并进。

长垣中西医结合医院和蒲西区分
院以崭新的面貌全面开诊后，新老病友
奔走相告，他们说：“经过疫情的洗礼，
这家医院更安全，我们看病更放心！”

健康扶贫敢于担当

悬壶济世，弘扬善念。健康扶贫，
不分域限。张景祖说：“蒲西辖区没有
贫困户，不代表我们就可以高枕安然。
我们要走出单位，服务长垣，主动作为，
积极参与到健康扶贫的第一线。”

2017年，在长垣市残联举办的贫
困家庭学生征文大赛比赛中，医院购
买了30台落地扇送到了颁奖台；2018
年，医院主动出资12000元，联合长垣
市委宣传部、市文联联合举办“岐黄
杯”智志扶贫征文赛。

“大医献爱心、健康走长垣”，2018
年 6月，张景祖带领4家联合体医院的
36 名专家来到长垣市革命老区赵堤
镇，迈出了医院健康扶贫的第一步，医
院健康扶贫工作全面开启。

从佘家的北关村到芦岗乡的王辛
店，从方里的后瓦屋到赵堤的前小渠，

检查仪器搬到村里，诊断桌椅自己携
带，宁肯自己吃点苦，不给百姓添麻
烦。2018年至2019年，长垣中西医结
合医院健康义诊 22场，惠及群众两三
万，免费送药4万元。

“省里市里的大专家到咱村给群
众体检、看病来了，赶快去瞧瞧。”2019
年 7月 30日一大早，方里乡后瓦屋村
的村民便相互告知，扶老携幼，冒雨赶
到村委会党建广场。

在“河大一附院、长垣中西医结合
医院、蒲西区医院健康扶贫走后瓦屋”
的横幅下面，已排起了长队，来自三家
医院的各科专家开始为大家义诊，B
超检查、心电图检查也开始忙碌起来。

这次大型健康扶贫送医送药活
动，起源于 2019年 7月 23日、24日长
垣中西医结合医院（原蒲西医院）院长
张景祖的两次扶贫经历。方里乡后瓦
屋村是蒲西街道办事处的扶贫定点
村，其中蒲西区分院包了两家贫困
户。连续两天的走访，张景祖了解到，
这个村共有 30多家贫困户，不少是因
病致贫。张景祖和工作队协商，决定
在7月 30日，为全村贫困户和65岁以
上老人来一次全面体检，并为贫困户
赠送药品。

为了把这次健康扶贫活动开展得
扎实有效，张景祖除了从长垣中西医
结合医院和蒲西区分院抽调最好的专
家，还和医院的医联体单位河南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协商，邀请他们派专家
团队参与这次健康扶贫活动。

检查细致，问诊耐心，态度亲切，
扶贫专家团队的敬业精神和高超的医
技水平很快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与赞
扬，前来体检就诊的村民络绎不绝，就
连周围的群众也跑来了。原计划9:00
结束的义诊活动，一直持续到 11:00
才检查完最后一名村民。

张景祖说：“长垣中西医结合医院
能担当起一个医疗单位应有的责任，
今后会走进更多乡镇、村组，将健康服
务和健康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走遍
长垣市，大医献爱心，为全市人民摆脱
贫困、走向健康富美的生活，贡献自己
的力量。”

健康扶贫走赵堤，健康扶贫进芦
岗，健康扶贫到方里……2019 年以
来，长垣中西医结合医院不间断的行
走在健康扶贫的路上。仅去年7月 30
日在后瓦屋的健康扶贫活动，义诊群
众 300 多人，为 210 名村民送去抽血
化验、B超、心电、血糖监测等价值3万
元的健康检查，为 37户贫困户免费赠
送各种药物价值达3000多元。

医者仁心让利于民

“博爱弘慈，崇德济生”是长垣中
西医结合医院的办院宗旨。

使前来就诊的患者享受省级医院
诊疗水平，县级医院医疗水平，乡镇医
院报销比例，是医院一直努力的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有着 20年深厚
文化底蕴的长垣中西医结合医院一直
在努力。

组建医联体，让老百姓在家门口
真正享受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目
前，医院先后和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开封市中医院、开封市儿童医院、河南
省中医药研究院、河南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河南省老年病医院、郑州大学第
五附属医院、安阳市中医院等八家三
甲医院组建专科医疗联合体网络。同
时，医院为国家高血压重点专科临床
协作单位、河南省中医药大学教学实
践基地、河大一附院医疗集团授予副
理事长单位、河南省高血压中西医结
合诊疗中心长垣县分中心。医院的放
射科与北京多家医院建立了远程会
诊，内科与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建
立了网络门诊。三级甲等医院专家团
队长期入驻，坐诊查房。医院出专家
坐诊补助费，免收患者专家挂号费，既
解决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也
免除了患者的奔波之苦。

心系长垣市人民健康的长垣中西
医结合医院，时刻不忘医者的初心，面
向全市群众推出“扶贫慈善惠民补贴
折”，制定了各项为民措施，真真正正
让利于民，使长垣市民在这个非常时
刻，感受别样的温情。

严防疫情不松懈，复工复产正当
时。医院组织专职人员深入社区、乡
村，加班加点，为务工人员义务体检，
开具健康证明 15000 多份。长垣中
西医结合医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
长垣市人民筑起了一道道健康防线，
为长垣市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优秀
答卷！

这是一个必须扛牢的使

命、责任！面对来势汹汹的新

冠肺炎疫情，地处基层的一家

二级综合民营医院——长垣

中西医结合医院适时亮剑，果

断决策，倾力而为，主动担当

作为，扛起了疫情防控责任；

在如火如荼的复工复产工作

中，他们用精湛的技艺和严密

的防控措施，为前来诊疗的患

者筑起了一道道健康防线。

□李淑丽 陈兆胜

疫情面前 一家民营医院的担当
——长垣中西医结合医院做好复工复产健康保障工作纪实

张景祖
把预防新冠
肺炎的中药
送到大广高
速执勤点

张景祖翻阅古典文献，寻求良方出征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