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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患者康复是我最大的心愿”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宏章

在河北省廊坊市安次
区调河头乡，一位英烈的名
字至今被人们传颂。他就是
出生于调河头村的黄诚。

黄诚，1914年生于河
北省安次县（今廊坊市安
次区）。1930年秋入北平第
四中学。1932年毕业后，考
入天津北洋工学院预科，
1934年夏考入清华大学
地学系。其间，参加“民族
武装自卫会”“世界语学
会清华分会”等中共地下
党领导的爱国进步团体。

1935年，日本帝国主
义制造华北事变，进一步
蚕食我领土，中华民族到
了最危险的时刻。在中共

地下党的领导下，北平各
校相继成立了抗日救国
会，黄诚当选为清华大学
救国会主席。救国会发表
《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
华北学生的共同呼声：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
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2月9日，“一二·九”运动
爆发。黄诚作为清华大学
学生请愿游行的领队，带
领同学们冲破反动军警
的阻挠，以血肉之躯呼唤
抗日救国。在抗日救亡运
动的洗礼中，黄诚于1936
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4月转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

1936年9月，黄诚因担
任中共北平学联党团书
记，担负起党对北平学联
的领导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黄诚
等按党组织的要求，投笔
从戎，以全国救国会代表
的名义到刘湘部队作抗
日救亡的统战工作，在川
军中建立了一个秘密的
中共特别支部，黄诚担任
书记。

1938年春，黄诚参加
新四军，在陈毅指挥的一
支队工作，不久调到军部，
任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协
助袁国平等开展部队的思
想政治工作。1941年初，皖

南事变爆发，黄诚不幸被
捕，被关押进上饶集中营。
国民党顽军公然诬蔑新四
军“叛乱”，要他“反省”“自
新”。黄诚义正词严地痛斥
顽军：“我们新四军是抗日
的队伍，几年来转战大江
南北，战绩辉煌，有目共
睹，我们一不投降日本，二
不掠夺百姓，一心只为抗
战救国，不惜流血牺牲，这
难道有什么罪吗？难道有什
么过可悔吗？”面对威胁，他
视死如归，“革命是我们的
权利，牺牲是我们的义务”

“从事抗战，无愧于心，我绝
不因斧钺在前而变初衷！”

1942年4月23日，黄诚
从容就义，年仅28岁。

2016年，安次区在黄
诚出生地调河头村建成了
黄诚事迹陈列馆。同年，在
调河头乡第什里风筝小镇
建成红色记忆馆，把黄诚和
调河头乡其他红色历史人
物的英雄事迹一并陈列入
馆，供游客和当地百姓纪念
学习。每到清明、七一等节
日和纪念日，当地中小学
生、乡村干部、党员等都到

黄诚事迹陈列馆、红色记忆
馆参观学习，接受红色教
育。

“伯父牺牲时年仅28
岁，那年我才5岁，但我从小
就崇拜英勇抗日的伯父。”
黄诚的侄子黄遵宪说，他常
去黄诚事迹陈列馆和红色
记忆馆为观众讲述黄诚事
迹。“这里是英雄的故乡，我
们是英雄的后人，有义务把
英雄不畏艰险、投身革命的
精神传承并发扬光大，化作
我们建设美好家园的动
力。” （据新华社报道）

在科右前旗科尔沁镇
柳树川村的云下生活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里，80后创
业者夏盼盼正不停地打印
着订单，员工们也忙着对
各类农特产品进行装箱打
包，准备发往全国各地客
户手里。

“我们采取‘电商+企
业+农户’的模式，将周边
村民的农特产品通过电商
平台销售出去，还雇用当地
贫困户到公司上班，帮助村
里剩余劳动力和贫困户增

收。”夏盼盼告诉记者，他们
的电子商务公司自2016年
成立以来，已拥有了2家网
店，经营的农特产品有几十
余种，日发件量200多件。仅
去年“双11”当天，销售额就
达到了15万元。

如今，在当地像夏盼
盼一样从事电商经营的人
越来越多，一大批电商扶
贫典范有效助推了电商扶
贫工作的快速发展。

2018年，科右前旗大
力推进农村电商服务站建

设，通过乡镇推荐、入户摸
底、集中培训选拔考试的
方式，在全旗建成了67家
村级电商服务点，服务点
覆盖了23个深度贫困村，
服务建档立卡贫困户近
100余人。

线上销售、线下体验、
融合发展。科右前旗在着
力创建电子商务县域平台
的同时，还积极推进线下
体验馆建设，将各类农特
优产品多渠道销售，促农
增收。目前，共设有4处农

特优产品线下体验店，各
体验店内50余家企业、200
余种产品让人目不暇接。

拓宽农特优产品销售
渠道，不仅要让产品“走出
去”，还要让产品销得更
远。为此，科右前旗借助中
蒙绿博会、兴安盟那达慕

大会、首届阿尔山论坛等
展会平台，组织扶贫产品
进行线上线下同步促销。
2018年，在北京市举办了
两场电商扶贫农特优产品
展销会，共有20家企业、
100余种产品参展。浓郁香
醇的科尔沁王酒、酸甜可

口的恒佳沙果干吸引了广
大北京市民的目光，蒙佳
粮油、俄体粉条和各类山
珍备受青睐，奶制品、杂粮
杂豆、沙果、粉条等“前旗
味道”走向全国的同时，也
让更多的贫困户走上增收
脱贫的道路。

“今天感觉如何？嗓子
还疼吗？”“来，挺起身子，我
给小宝贝检查检查！”近日，
记者在阿拉善盟蒙医医院
内儿科见到该医院内儿科
主任阿拉嘎时，她正在为几
名患儿细心检查身体。“给
幼儿看病，一定要多细心检
查、细心观察，用心与病儿
家属交流，才能了解整个病
程的发生、发展情况，才能
对症治疗。”阿拉嘎说。

今年57岁的阿拉嘎出
生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
1985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
内蒙古医科大学蒙医专业
毕业后，自愿选择到生活条
件艰苦的阿拉善工作。自参
加工作以来，阿拉嘎时刻牢
记治病救人的职责，始终把
患者放在第一位。她接诊的
患者中，有许多是从偏远的
农牧区，甚至几百公里外赶
来的，阿拉嘎深知农牧民的

不易，每次上班坐门诊时，
不管有多少病人排队就诊，
她都要坚持看完所有的病
人才下班。在接诊中，她总是
会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让
病人花最少的钱把病看好。
即便是在家休息，只要病人
有需要，电话一到，不管刮风
下雨还是冰天雪地，她都会
赶到医院指导救治。遇有危
重病人坚持守候患者床前，
加班加点抢救病人已是习
以为常的事。

有一次正当阿拉嘎下
午下班时，一对牧民夫妇抱
着发烧的孩子来医院找她
看病。牧民夫妇告诉她，孩
子已发烧3天了，在当地卫
生所看了几天均不见起色，
才赶了100多公里的路来找
她看病。阿拉嘎边安慰急得
满头是汗的牧民夫妇，边仔
细检查病情，当她确诊孩子
是由于感冒引起的症状后

立即为孩子开了退烧药物，
并一直看守到凌晨4点多，
等孩子病情稳定后才回家。

有一年春节，一名患
儿得了重症肺炎，为了救
治该患儿，从大年三十开
始整整七天，阿拉嘎除了
偶尔回家吃饭，都忙碌在
孩子的病床前，全过程跟
踪治疗，直至孩子出院，可
假期也已悄悄过去。

“每次看到治愈的患
者满面笑容地康复回家，
我感到付出再多的辛苦都
是值得的。”阿拉嘎说。

30多年来，阿拉嘎还
积极参加卫生下乡和“送医
送药送温暖”活动，为偏远地
区的农牧民上门服务。她精
湛的医术及高尚的医德，深
深感动着农牧民。有些“老患
者”一听“阿大夫”要到家门
口来给看病，便会早早到义
诊的地方等着。“作为一个医

生首先要对得起这份职业，
要学会换位思考，把病人当
作亲人，用我最大的努力减
轻病人的痛苦，把病人的病
看好，这是我一直追求的工
作态度。”阿拉嘎说。

在阿拉嘎从医三十余
载中，为了民族医药卫生事
业的发展，她坚持钻研医学
技术，潜心研究，先后参与、
主持完成国家级、自治区
级、盟市级科研课题和项目
十余项。2012年，她开始负
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
五”民族医药重点建设项目
《蒙医糖尿病重点专科项
目》，在内蒙古率先开展了
蒙西医结合糖尿病防治工
作，她研制的治疗糖尿病新
蒙药“希净-14味散”临床
效果显著，该重点专科被评

为自治区“蒙医内分泌”领
先学科。2014年，她参与完
成的科研项目《蒙药尼拉哈
森－阿日山（阿日希彦）治
疗小儿腹泻病提高临床疗
效研究》获国家民族医药科
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在总结
多年临床经验的基础上，
2016年阿拉嘎历时7年编写
完成了《阿拉善药用植物彩
色图谱》，这是首部反映阿
拉善盟蒙药用植物资源的
专著，填补了该地区药用植
物资源无完整资料及彩色
图谱的空白。她主持完成的
《蒙医治疗手足口病临床研
究》《蒙西医结合内科诊疗
常规》，2017年分别获得中
国民族医药协会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她还
参加编辑整理了《阿拉善盟

蒙医药300年史记》等4部书
籍，将阿拉善地区传统蒙医
蒙药经验进行汇总，为我国
民族医学和阿拉善当地蒙
医药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

30多年来，阿拉嘎先后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五一巾帼标兵”，自治区

“五一劳动奖章”“最美医生”
“草原健康卫士”等诸多荣誉
称号。30多年来，通过阿拉嘎
精湛的医术治愈的患者不计
其数，有很多痊愈的患者出
于感激之情拿着礼物要登门
感谢，都被她婉言谢绝了。

“治病救人是医生神
圣的天职，患者被治愈康
复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些
都是我应该做的！”阿拉嘎
对记者说。

爱国情 奋斗者

科右前旗农特产品借助电商走向全国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韩文斌

黄诚：学运领袖 抗战先锋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