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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
区龙门古镇，鹅卵石铺就
乡村古道，清澈的龙门溪
水潺潺流过。在一大片白
墙黑瓦、具有浓郁江南风
格的建筑群中，有一幢马
头墙高耸、楼屋参差的民
居，就是革命烈士孙晓梅
的故居。

孙晓梅，女，1914年生
于浙江富阳龙门镇。出身
于封建大家庭的她，受进
步书刊影响，倾向革命，主
张男女平等，积极参加妇
女解放运动。1930年，她参

加中共富阳县委领导的
“五一”农民武装暴动准备
工作。七七事变后，在小学
教书的孙晓梅，积极联络
当地爱国教师和进步青
年，参加抗日活动。

1938年10月，孙晓梅
带领几位进步青年步行到
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新
四军，进入教导总队第8队
（女生队）学习。1939年初，
被分配到新四军政治部农
村经济调查研究组工作。
1940年夏，孙晓梅奉命随
工作队奔赴苏南敌后抗日

根据地，开展民运工作。同
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先后担任中共武进县委
妇女部长，镇丹县委民运
工作队长。

1941年10月，孙晓梅
奉调到中共长江工委，负
责长江工委与路北特委
间的政治交通工作。遇有
重大任务，或者在斗争紧
要关头，孙晓梅总是挺身
而出，勇挑重担。她和战
友们经常扮作农村妇女、
贩货商人等，穿越封锁
线，出入敌占区，传送文

件，收集敌情，护送干部，
惩罚敌伪，购买药品和军
用物资等，每次都出色完
成任务。她果断、泼辣和
无畏的工作作风，深受人
们钦佩，不少和她一起工
作过的人，都称赞她是

“女中丈夫”。
1943年3月，日伪军开

始大肆“清乡”。孙晓梅冒
着危险，日夜奔波于党的
秘密交通线上，多次安全

掩护新四军及地方党的领
导干部、抗大九分校师生
等渡江北上。4月27日，孙
晓梅护送一批党的干部渡
江北上后返回根据地途
中，在句容县营仿镇不幸
被日军宪兵队的特工人员
所捕。日军宪兵对她软硬
兼施，先是软化诱降，接着
是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死亡
威胁，妄图从她口中获得
苏南新四军活动情况。

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
者，孙晓梅宁死不屈，大义
凛然，怒斥敌人：“你们这
些侵略者，掠我国土，屠我
同胞，无恶不作，妄想让我
背叛祖国，做你们的帮凶，
那真是白日做梦！”1943年
5月初，恼羞成怒的日寇，
将她押至南京龙潭老虎山
坳残酷杀害。孙晓梅壮烈
殉国，年仅29岁。

（据新华社报道）

《内蒙古日报》消息 自
治区党委召开“思想再解
放、笃行新发展理念，推动
高质量发展大学习大讨论”
动员部署会后，乌兰察布市
委快速行动，及时召开市委
常委扩大会议，捋清思路，
制定具体落实措施，细化调
研专题，责任到人。

乌兰察布市成立了由
市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
在市委办并下设综合组、材

料组、联络组、宣传组，明确
职责。同时围绕自治区提出
的七个方面内容，结合去年
持续开展的“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担当作为谋发展、
尽责实干促跨越”大学习大
讨论活动，该市召开市委常
委扩大会议重点学习讨论，
进一步解放思想，结合市
情，细化为40多个调研专
题，从学习宣传到调研都制
定了详细的落实措施。

常委会议指出，通过学
习自治区大学习大讨论实施
方案和动员部署会讲话精
神，要更加深入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牢牢把握“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实质，教育引导
全市各级各部门干部更好
地解放思想、看到差距、明
确方向，提升解决问题的能
力；聚焦高质量发展要求，
全面查找发展中遇到的瓶
颈问题，结合实际研究具体

办法，推动问题破题解决；
要全面提升干部担当作为、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按照自
治区党委打造全区开发开放
新高地的发展定位，立足面
向首都背靠首府区位优势，
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全面融
入京津冀、呼包鄂协同发展

战略，努力开创乌兰察布市
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与此同时，为了此次调
研见到实效，该市制定了由
四大班子领导领题调研，法
院、检察院两长及高校领导
选题调研的措施，要求调研
坚持开门搞活动，不走形

式、不走过场，调动社会各
界参与，广泛征求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非公经济人
士、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等
的意见建议，规定调研成果
要形成专题报告，做到有情
况、有问题、有建议、有措
施。 （皇甫美鲜）

乌兰察布市：细化调研专题 责任落实到人

爱国情 奋斗者

夏医君是内蒙古人民
医院肝胆胰脾外科主任。
从医30多年来，他刻苦求
学，潜心钻研，成为业界知
名的外科专家。早在2005
年，他就荣获了我国医学
行业最高奖———中国医师
奖。他还是自治区劳动模
范，也是今年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

“小王，中午给夏主任
也订上一份盒饭，现在他
还在手术，估计做完手术
也晚了。”临近中午时分，
夏医君还在为一名患者做
手术，护士长李梅知道，夏
主任又回不了家了。

“他非常忙，从来就没
有正点下过班。”内蒙古人
民医院肝胆胰脾外科的同
事们都知道，夏医君着实
是一个大忙人，和他们一
起吃盒饭是常有的事。所
以，大家送了他一个绰号

“盒饭专家”。
今年56岁的夏医君出

生在上海，他出生后不久，
他的父母就响应党的号

召，来到内蒙古支援边疆
建设。1986年7月，从内蒙
古医学院毕业后，夏医君
被分配到包头202职工医
院。一年后，他又考到了内
蒙古人民医院，成为一名
普外科医生。

追求上进的夏医君从
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只要
有外出学习的机会，他都不
会错过。从1993年开始，他
先后赴北京、四川、上海等
地的知名医院进修、深造。
特别是在上海第二军医大
学附属东方肝胆医院的5
年，他师从国内著名肝胆外
科专家吴孟超院士。在那
里，他虚心求学、刻苦钻研，
手术技能突飞猛进。

当吴孟超院士提出想
留他在东方肝胆医院工作
时，他却放弃了，毅然回到
了内蒙古人民医院，决心为
内蒙古的医学事业尽自己
绵薄之力。“我知道，在上
海，像我这个水平的外科医
生多的是，可咱们这里却非
常缺。”夏医君坦率地说。

“我的小学、中学、大
学都是在内蒙古上的，内
蒙古草原就是我的故乡。”
夏医君说。

学成归来的夏医君，
成为了科里的主力。“我们
这个科究竟该怎么发展，
怎么才能做大做强？”2015
年，升任科室主任的夏医
君开始思考和谋划科室的
发展。那个时候，国内腹腔
镜技术方兴未艾，夏医君
紧盯学科前沿，力主推广
和普及腹腔镜手术。

腹腔镜手术是一门新
发展起来的外科微创技术，
相比传统的开腹手术，具有
创伤小、出血少、并发症少、
术后恢复快等优点。“就拿
胆囊切除术来说，过去一个
患者从入院到手术、再到出
院，得10天时间。应用腹腔
镜技术后，患者用不了3天
即可出院。”夏医君说，他们
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开展日
间手术，即病人上午做手
术，下午就可出院回家。

经过几年的发展，科室

的腹腔镜技术日趋成熟，除
了一些常规的普外科手术
外，科室还先后开展了肝门
胆管癌根治术、胆囊癌根治
术、腹腔镜下肝切除术等多
项高难度手术。

在夏医君看来，作为
一名医生，必须做到守法、
遵纪、讲规矩、懂礼貌、尊
重自己的职业、敬畏患者
的生命，这就是他为科室员
工制定的“科训六条”。“尤
其是敬畏患者的生命这一
条最重要。如果你做不到敬
畏生命，那你与屠夫就没有
区别。”夏医君说。

夏医君认为，外科医
生没有纠正错误的机会，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错误或
失误，都会给患者造成无
法预计的伤痛，也许一个
鲜活的生命就会陨落。

因此，针对将要进行的
每台手术，他都会召集全科
医生，从手术的必要性、合

理性、可行性、安全性，以及
患者的局部与整体情况评
估6个方面进行充分研讨论
证，这就是他在全院率先推
行的术前讨论制度和《手术
安全六原则》。

几年来，在夏医君的
引领下，科室的整体技术
水平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手术量也由原来的每年
1100台提升到2500台。

“我是个经历过生活
磨难的人。”夏医君说。
2009年，正当夏医君全身心
投入工作、事业如火如荼的
时候，在天津中医药大学就
读大学一年级的女儿突然
被查出患有脑干肿瘤。“当
时我简直要崩溃了”。

后来，夏医君夫妇带
着女儿做了手术。女儿的
病情恢复得非常好，休学
一年之后重新回到校园，
继续跟读。女儿没有让父
母失望，不仅如期完成了

大学课程，还考取了研究
生，并荣获当年“感动天津
十佳大学生”荣誉称号。

女儿的懂事与坚强带
给夏医君的不仅是感动和
震撼，更给了他无穷的拼
搏动力，让他更加忘我地
工作。

“他每天一大早就去了
单位，晚上很晚才能回来。
有时候，科里去了重病患
者，半夜还得去处理。”在妻
子金海英的记忆中，夏医君
曾经一天做过14台手术。在
金海英眼里，夏医君就是个
工作狂，从没有节假日一
说，平日里一家在一起吃顿
饭也成了全家人的奢望。

“我的理想其实很简
单，就是做一名好医生，做
一名让患者信任的医者。”
按照夏医君的理解，一个
人所做的事如果有益于国
家、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
会，那么他就是幸福的！

夏医君：做一名让患者信任的医者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张文强

孙晓梅：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女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