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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模范话双拥

热点聚焦

爱民助民见行动

双拥影像

人物名片

李根，蒙古族，中共党员，1985年

11月出生，2005年9月入伍。历任排

长、副中队长，政治指导员，现任武警

内蒙古总队政治工作部保卫处副营职

干事。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被北部战

区表彰为涉军维权先进个人。10月

20日，被表彰为全国拥政爱民模范。

蜜对口支援医疗队专家义务为少数
民族群众巡诊。 郭良生摄

虽然我是蒙古族，但还不太会讲
蒙古语。记得初到好田嘎查（蒙古语，
意为村）时，每次去农牧民家中，都得
带个“翻译”。

2016年 7月，我作为总队结对帮扶
村工作队的一员，第一次来到位于内蒙
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额尔格
图镇的好田嘎查。今年当我再次回到这
里，看着翻天覆地的巨变，不禁感慨不已。

起初，牧民们当面调侃我：“从部
队来的小伙子，舞枪弄棒是行家里手，
还能带我们脱贫致富？”“养牛放牧的
事情，他哪会懂？”村干部和农牧民的
疑虑，让我颇有些尴尬。驻村第一个
夜晚，院里空空荡荡的，我打开背囊一

边整理床铺，一边陷入深思。
为摆脱尴尬，我积极转变角色。

农忙时节，我和蒙古族群众一起下田
地、干农活；防汛期间，我和村组干部
一道查看险情，修筑堤坝；闲暇时间，
我见缝插针到各家各户串门，谈谈自
己的想法，听听群众的看法。这期间，
我学会了简单交流的蒙古语，还收集
了大量信息。主动来让我帮助解决困
难的农牧民越来越多，无论是嘎查大
事小情、还是家中芝麻小事，大家都愿
意找我聊聊，我逐渐变成了农牧民们
信任的“安达”（蒙古语，意为朋友）。

后来，我发现，长期以来困扰嘎查
农牧民生活的，是雨季出行。道路晴
时通雨时阻，物品运输要靠人背马
驮。为改变这一状况，我同嘎查“两
委”成员一起，与农牧民认真交流，倾
听他们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和意见。道
路、照明、文化广场和环境卫生等问
题，一个个摆在了面前。

有人私下善意提醒我：困难太大，
不要轻易作出承诺。但我认定了一句
蒙古族谚语所讲的道理：金刚石再硬，
智慧也能使它变软。

军地协同，合力修路，首先让第一

个难题“变软”。我多方协调，地方政
府投入 880 余万元，修筑总计 7130 米
的村组水泥路。总队也协调地方相关
部门投入 50余万元，组织群众投工投
劳，修起一座漫水路面桥。好田嘎查
“晴天坑洼难行，雨天望河惆怅”的历
史，被彻底改写。

路通了，嘎查的夜晚仍黑漆漆一
片。农牧民多年来盼望，能有一个休
闲活动的公共场所。经过考察调研，
总队协调地方政府在嘎查修了公厕、
安了路灯，还建起了文化广场。

如今的好田嘎查，宽敞的水泥路修
到家家户户门口，一排排崭新的砖瓦房
如珍珠般散落在草原深处。今年 69岁
的巴春明老人由衷感慨：“嫁到这个村
已经49年了，从来没有想过这牧区能亮
起路灯，能住上砖瓦房！”

基础设施建好了，如何带领村民
们走出一条致富路，成为挑战和考
验。好田嘎查草场广袤、翠色欲流，发
展肉牛养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村
民们起初不相信养牛能致富，提及前
期投入更是直摇头，担心仅有的一点
积蓄打了水漂。我反复琢磨，嘎查要
发展关键在于搬掉农牧民们思想上的

大山，不然就是守着金山过穷日子。
动员千遍，不如干出样子。我和

村“两委”班子商量后决定，让村里党
员带头干出样子，给乡亲们鼓鼓劲
儿。不久后村里成立集体合作社，并
派专人赴呼伦贝尔、通辽等地多方考
察论证养殖项目可持续性。针对牧民
缺少资金支持的实际，先后 8次到盟、
旗、乡镇三级政府和地方畜牧局、扶贫
办争取地区政策支持，为有意愿的农
牧民家庭办理贴息贷款，购买基础母
牛。在好田嘎查新建肉牛养殖基地，
填补了帮扶村的产业空白。
“现在合作社有武警总队亲人帮

助购买的基础母牛，按照‘村集体+合
作社+贫困户’分红模式，不用我放养，
每年光这一项收入就将近 2000元。”提
起肉牛养殖，牧民格日乐分外高兴。

好田嘎查旧貌换新颜，作为结对
帮扶工作队成员的我喜不自胜。我开
心地对农牧民群众说：“如果还把我当
成你们信任的‘安达’，今后有什么困
难请尽管跟我说！”

愿做牧区群众信任的“安达”
■

又是一个双休日，肿瘤专家刘学飞
拿出一张青海省地图，用笔在互助县一
个叫崖头的村子上，作了一个三角标记。

与此同时，百余公里外的介入专家
阎浩，则在另一张青海省地图上，用红
蓝铅笔在湟源县一个叫石嘴村的地点，
作了一面小红旗标记。

这两个被标记的点，是他们医疗对
口支援第二天要去的目的地。

赴青海省对口帮扶的北部战区总
医院两支医疗队百余名医疗专家，先后
在青海省地图上作了上千个类似标记，
密密麻麻，覆盖了两个县 30 个乡（镇）
450多个村子。战友们风趣地说，对口
医疗支援就像一次新的长征，两张“爱
民地图”上每一个被标识的点位，都是
令人难以忘怀、念兹在兹的“西行印
记”。

一台被写进县志的手术

县委书记动情地表示：

“只有解放军才能做到”

一面小红旗插在了地图上的乌兰
县。那里距医疗专家对口支援的湟源
县医院，至少有330多公里。

那天，第三批对口支援医疗队专家
靳建亚刚进医院病房查房，便有人急匆
匆赶来找到他，说自己的表姐在乌兰县
突发脑溢血住院，当地医院已多次下达
病危通知，想请医疗队专家去看看。

从湟源县到乌兰县，要翻越两座海
拔 4500多米的高山。靳建亚顾不上正
患感冒和严重的高原反应，一路颠簸 7
个半小时赶到乌兰县，顾不上休息，直
奔病房。他根据临床经验和现场诊断，
很快确定患者为脑干出血。经过紧急
处理和治疗，患者病情渐趋平稳，第二
天便恢复意识，自主呼吸。

第二天中午，靳建亚和医疗团队回
到湟源县医院，便遇上一名因车祸引起
急性硬膜外血肿的病人被送到医院。
病人处于昏迷状态，病情十分危急。

对口支援的脑外科专家贾成武清
楚，治疗脑外伤是争分夺秒的事，必须
立即做开颅手术！可医院领导却说：
“咱们医院设备短缺，医疗技术落后，过
去从未开展过脑外伤手术。”
“这里离西宁市一百多里地，病人

得了急性硬膜外血肿，必须马上做开颅
手术！”贾成武迅速下达抢救命令。就
这样，已经连续做了 9个小时手术的他，
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又上了手术台。

清除淤血、修复创面、还回骨瓣、缝
合头皮……通常只需 1个小时的手术，
贾成武在手术台上接连忙了 3个多小
时。他一边吸氧一边手术，成功挽救了
患者的生命。这台手术后来被写进了
湟源县的县志。

至今，每当提及这台手术的突破，
县委书记马建立总会动情地说：“只有
解放军才能做到！”

难忘那满满一锅的羊奶

县医院院长热泪盈眶：“18

万垫付医药费都是救命钱”

年届 60 岁的何秀兰回忆说，短短
3个月医疗支援，她跑了湟源县全县一
多半乡镇。当初在地图上作标识、画记
号，只是想知道要去义诊的村子在哪
里、有多远，哪些村子去过了，哪些还没
去。随着义诊的村子多了，她和战友们
从连成片的标记上发现了一些规律：哪
些区域偏重哪些病种，哪些区域需要复
诊的病例较多。

就这样，医疗支援专家有了一个不
成文的“规矩”：义诊完每一个村子，便
在地图上作出标识。如今已有 47个村
留下了何秀兰的足迹，藏、回、蒙、撒拉、
土等 11个少数民族数千群众接受过医
疗巡诊服务。

前段时间，医疗队专家赖杰宇花了
4个多小时，为患者王喜进成功做了“矢
状窦旁脑膜瘤全切术”。半个月后，王
喜进痊愈出院一算账，总共才花了一万
多元。他顿时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

信：自己认识患有同样疾病的两个人，
一人缺钱放弃了治疗，一人在一家大医
院治疗花了数万元。出院那天早晨，王
喜进 70多岁的母亲带着孙子，赶了 5公
里山路，来到医院，为医护人员送上满
满一锅羊奶和 5个烤好的大馍馍。那一
刻，笑声回荡在温馨的病房。

统计显示，赴青海省医疗队成功实
施 70多例脑膜瘤手术，费用均在万元左
右。其奥秘在于，能用国产药代替的不
用进口药，能人工代替的不用设备操
作。对此，赖杰宇解释说：“我们不能直
接帮乡亲们脱贫，但完全可以在医疗上
为他们减轻负担。”

一位回族患者听说做一次甲状腺
和心脏彩超检查要花 200 元钱，无奈
地要回家凑钱。医疗队专家王彤当即
掏出 200 元钱，为他垫付费用。湟源
县医院院长王世康介绍，医疗队 169
名专家先后为贫困家庭患者垫付医药
费 18 万多元。说起这件事，他不由得
热泪盈眶：“18万多元垫付医药费都是
救命钱，2900 多例危重患者得到了及
时救助。”

放弃留在大城市的卓玛

人民军医肺腑之言：“帮

一个学生就帮了一个家庭”

湟中县毗邻湟源县，是应青海省要
求，北部战区总医院“计划外”帮扶的一
个县。

3年前，藏族女大学生卓玛从中南
民族大学药物制剂专业毕业后，主动放

弃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分配到湟中
县第一人民医院，成了一名药师。“阿爸
在这所医院待过，这里有他的牵挂。”卓
玛口中的“阿爸”，就是对口支援医疗队
专家贾成武。

当年，贾成武和战友们下乡义诊，
在一个藏族家庭，遇见了辍学后还在家
坚持自学的卓玛。从那一刻起，贾成武
下决心一定要帮帮这个要强的藏族小
姑娘。每次回到青海，他都要赶到湟中
县新庄镇阳坡台村，送上学费、衣物和
土特产。从 2009年起到 2017年卓玛大
学毕业，贾成武每年资助卓玛数千元学
杂费和生活费，大学期间更是每年资助
1.5万元。

除了卓玛，贾成武还在青海资助
了另外两名学生。其中，央金从军队
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已经成为
一名光荣的人民军医。刘鹏正在青海
大学医学院读书，志向也是当一名医
生。提起 3 位受资助学生的进步，贾
成武颇感欣慰：“帮一个学生就帮了一
个家庭！”

在医疗专家团队中，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医疗队专家李静玫，接诊
藏族患儿贡保才朗时，见他个子偏矮、
身体瘦弱，仔细一检查后发现他长期
营养不良。当天下班后，她上街买来
鸡蛋、麦乳精和蜂蜜，送到贡保才朗的
病房。后来她发现贡保才朗双眼高度
近视，又为他配了一副近视镜。戴上眼
镜的贡保才朗惊呼：“世界原来这么明
亮！”

从那时起，李静玫资助贡保才朗读
完初中上高中，后来又资助他上了大
学，帮他走进了一个更加明亮的世界。

“ 爱 民 地 图 ”的 见 证
—北部战区总医院两支医疗队“西行记”

■孙先鹏 姜玉坤

前不久，50名来自陆军各院校一

线的文职教学科研骨干在清华大学完

成进修培训，满载而归。军地探索建

立文职教员联合培育机制，引来众多

关注的目光。

就在几个月前，山东省首个双拥

学院在聊城大学组建。双拥学院提供

拥军褒扬、军民共建、国防教育、思想

政治、优抚安置、就业创业、权益维护

等各方面培训，效益初显。

两条消息涉及同一个重要课题：

校园文化与双拥传承。

校园尤其是高校校园聚集着一大

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而双拥又是一

项充满活力与朝气的事业。正是从这

个意义上讲，校园文化与双拥传承有

着天然的亲近和必然的关联。

弘扬双拥传统，是高校双拥实践

的客观要求。从上个世纪80年代山

东大学师生发出“战士在我心中”活动

倡议，进而引发全国性“双心”活动热

潮，到10年前清华大学与空军联合培

养飞行员，再到2019年全国启动由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等455所普通高等

学校承担的“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

士研究生招生计划”，高校双拥实践在

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与时代同

频共振，谱写了双拥工作的精彩华

章。从这些探索实践看，弘扬双拥传

统既是广大军民所需所盼，又是校园

文化建设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要求。

校园双拥实践，是双拥在基层的必

然延伸。“双拥在基层，爱心献功臣。”从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举，到改革开放

百业振兴，再到新时代大展宏图，国防和

军队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一起水涨船

高，各级各类校园日益成为征集新兵和

接收退役军人的巨大蓄水池。近年来，

从高中、大学征集入伍的高学历士兵越

来越多，而进入高中、大学工作的退役军

人也逐渐占有一定比例。“出口”与“入

口”的畅通，使校园双拥成为基层双拥工

作的重要组成和示范窗口。这也意味

着，新时代的广大师生，有责任、有义务

把校园文化作为弘扬双拥传统的重要

依托和有效载体。

双拥在基层，决定了“四史”学习教

育与双拥传承的高度契合与彼此互

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

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的学习教育。前不久，教育部

召开专题会议，正式启动“四史”大学生

读本编写工作。云南艺术学院立足当

地实际，结合专业设置，组织部分师生

对云南红色经典故事进行挖掘和艺术

再现。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

族自治县的皎平渡红军长征渡江遗址

前，帮红军渡江的30位船工的故事，在

当地口耳相传。皎平渡大桥南侧，一座

高达18米的“红军渡江纪念碑”高高耸

立。艺术再现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历史

片段，让更多师生对“四史”学习教育有

了刻骨铭心的感受与体验。

俗话说得好：“老人不讲古，后生会

失谱。”校园文化丰富多彩，双拥传承无

疑是其中的一抹亮色。校园文化建设

注重双拥传承，双拥传承提升校园文化

品质。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打造红色

品牌，新时代的高校师生责无旁贷。

（作者：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2020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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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地时评

前不久，辽宁省军区兴城干休所

离休老干部顾延邦遗孀李淑范，在干

休所荣誉室讲述抗美援朝期间，她与

丈夫一起参加某无名高地反击战的战

斗经历。官兵们认真聆听老人讲述。

老英雄胸前一枚枚奖章令人肃然起

敬，激发着大家传承前辈精神、投身强

军实践的热情。

奖 章
■袁长立 文/图

12月6日，第80集团军某旅老兵

退伍仪式刚结束，驻地一家医院副院

长魏春华匆匆赶来，向退伍老兵凡磊

发出了聘任书。据悉，曾任连队卫生

员的凡磊，熟练掌握基层训练伤防治

的针灸、推拿、正骨、药敷等技术，并相

继取得中医师、针灸推拿师、康复理疗

师等资格证书。

聘 书
■卢伟峰 仇成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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