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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王
洪村的抗日山烈士陵园里，小沙东
海战烈士冢威严肃穆，田守尧烈士
就安葬在这里。

田守尧，原名田作龙，1915年
生于安徽省六安县新安集（今六安
市裕安区新安镇）田家墩一个佃农
家庭。1930 年 4 月，加入六安八
区四乡少年先锋队，次年参加六安
河西农民暴动。1932年编入中国
工农红军第 25 军，并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任红 25 军交通队政治指
导员。1934 年 11 月参加长征，进
入陕南，参加庾家河战斗，后任第
225 团营长。1935 年 4 月被选为
中共鄂豫陕省委常委，参加创建鄂
豫陕苏区的斗争。到达陕北后任
红 15军团第 78师师长，先后率部
参加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东征、
西征等战役。西征回师途中，他抓
住战机，指挥部队攻克安边、盐池
两县城，受到彭德怀的嘉奖。

1937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后，田守尧任八路军第 115 师第
344 旅第 687 团副团长，参加平型
关战斗，负伤后仍躺在担架上指挥
战斗。1938 年春，任第 687 团团
长，参加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在
张店阻击战中，指挥部队勇猛善
战，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1939年后，田守尧任第344旅
副旅长、八路军第2纵队新编第2旅
旅长、第 5 纵队第 2 支队司令员。
1940年奉命率部南下华中支援新
四军，参与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1 年皖南事变后，田守尧
任新四军第 3 师第 8 旅旅长，率部

在盐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多次进
行打击海盗、土匪、伪军和封建会
道门的战斗，成功地指挥了郑潭口
和响水口战斗，表现出一个高级指
挥员的优良素质。在艰苦的斗争
环境中，他善于团结干部和密切联
系群众，重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1943 年初，田守尧与新四军
第 3 师参谋长彭雄等一批团以上
干部赴延安学习。3 月 17 日，在赣
榆县九里乡小沙东海面与日军巡
逻艇遭遇，与敌展开激战，腿部负
伤后仍顽强坚持战斗。彭雄牺牲
后，他果断指挥大家涉水上岸，并
以重伤之躯为同志们开路，最后壮
烈牺牲，年仅28岁。

1943 年 9 月，苏北军民为彭
雄、田守尧等举行追悼会。在追悼
会上，黄克诚沉痛地说：“彭雄、田
守尧两同志，均为我军优秀的青年
高级指挥员，对党忠实，作战坚决
勇敢，战争与工作经验均极丰富。
此次于海上遇敌，奋勇指挥作战，
壮烈牺牲，真是重大损失。”

文/新华社记者 鲍晓菁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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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在孙晓梅烈士诞辰
100周年之际，当地政府投资修缮
孙晓梅故居，并将原孙晓梅烈士纪
念馆与故居合二为一。

文/新华社记者 许舜达

（据新华社电）

本报西宁2月13日电 记者
马玉宏报道：连日来，青海玉树
藏族自治州境内多次发生大范围
降雪天气，降雪强度大、涉及范
围广并伴有寒潮。玉树全州1市5
县均遭受不同程度的雪灾，特别
是杂多、曲麻莱和称多 3 县部分
乡镇已造成中度雪灾，局部地区
积雪厚度达45厘米，给牧民群众
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

灾情发生后，青海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就做好抗灾保畜、次
生灾害预防等作出具体部署；农业
农村、应急、民政、交通运输等相关
单位紧急召开玉树州抗灾保畜工
作部署会，第一时间组织工作组赴
玉树受灾地区指导抗灾救灾工作，
就灾情调查、饲草料调运、群众安
抚等工作采取措施。灾区各级党
委政府以“保人、保畜、保通”为原

则，建立县、乡（镇）、村（社）三级联
动机制，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
度和灾情零报告制度。把畜牧业
防灾抗灾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任
务，将牧民群众损失降到最低。同
时梳理和清点雪灾所涉及地区的
抗冻伤等应急药品、物资的储备，
相关部门及时拨发棉被、毛毯、粮
食、饲草料等救济物资，全力推进
雪灾所涉及区域内各医疗卫生机
构的后勤保障工作，助力灾区农牧
民群众安全平稳过渡，恢复正常的
生产生活。

记者从玉树州抗灾救灾工作
应急指挥部获悉，目前，整体灾
情已处于可控状态，受灾地区社
会秩序井然，市场物价平稳、饲
草料储备压力有所缓解，牧户口
粮和燃料充足，牲畜保险赔付工
作已启动，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本报北京2月13日讯 记者吴

佳佳从国家卫健委 13 日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三级医院对口帮扶贫
困县的县级医院工作开展以来，已实
现所有国家级贫困县县医院远程医
疗全覆盖。目前，已有超过400家贫
困县医院成为二级甲等医院，30余家
贫困县医院达到三级医院医疗服务
水平。国家卫健委将进一步发挥远
程 医 疗 作 用 ，促 进 优 质 医 疗 资 源
下沉。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
焦雅辉表示，对口支援工作开展以
来，国家卫健委工作力度不断加大，
各项举措不断深化。2016 年以来，
已经确定963家三级医院与834个贫
困县的 1180 家县级医院建立“一对
一”帮扶关系。截至 2018年底，三级
医院已派出超过 6 万人次医务人员
参与贫困县县级医院管理和诊疗工
作，门诊诊疗人次超过3000万，管理
出院患者超过300万，住院手术超过
50万台。通过派驻人员的传帮带，帮
助县医院新建临床专科 5900 个，开
展新技术、新项目超过 3.8 万项。三
级医院优质医疗服务有效下沉，贫困

县县医院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明显
提升。

焦雅辉表示，为做好新疆和西藏
地区医疗卫生工作，自 2015年起，有
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组团式”
援藏医疗人才选派工作有关事项的
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对医疗人才组
团式援疆援藏选派和交接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确保选优派优，无缝交接，
抓好从“输血式”支援向“造血式”支
援转变。截至 2018 年底，国家卫健
委已派出两批共 315 名专家支援新
疆 8 所受援医院，累计诊疗患者 9.32
万人，手术 1.08 万台次，实施新项目
近 500 个，急危重症抢救成功率达

90%。派出4批共699名专家支援西
藏8所受援医院，目前已有332种“大
病”不出自治区、1914 种“中病”不出
地市、常见的“小病”在县域内就能得
到及时治疗。

焦雅辉介绍，健康扶贫工作已经
进入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冲刺期。
接下来，国家卫健委将进一步夯实帮
扶主体责任，发挥远程医疗作用。在
继续扩大远程医疗服务覆盖面的基础
上，着力拓展远程医疗服务内涵，丰富
服务内容，通过远程会诊、远程查房、
远程示教、远程培训等形式，有效促进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为贫困地区人民
群众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国家级贫困县县医院实现远程医疗全覆盖
超400家贫困县医院成二级甲等

2月13日，四川省攀枝花市

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游客在景

点游玩。米易县被誉为“阳光之

地”，年日照 300 多天。每当春

天来临，这里鲜花盛开如海，引

来大批游客游览。近年来，当地

大力发展“鲜花经济”，助力增

收致富。

丁 伟摄（中经视觉）

“鲜花经济”发展快

东海岛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雷
州半岛东部，连接湛江经济开发
区，是我国第 5 大岛。2 月 10 日 15
时许，记者来到湛江西站，一个穿
着深蓝色铁路制服的身影匆匆朝我
们赶来。他叫胡杰，是去年 2 月东
海岛铁路开通后东海岛铁路货场第
一任经理。

我们随胡杰坐上前往镇上的公
交车，后又换乘三轮车，一路奔波到
了东海岛，已是晚上 8 点。胡杰简单
地吃了点东西就开始为明天的工作
做准备，货场明天急需发送几车复合
化肥保证春耕生产。“广东地区春耕
生产 2 月就陆续开始，化肥是春耕生

产的必需品。正值春运客车开行线
路多，货运线路紧张，必须见缝插针，
货装组织大意不得。”胡杰说。

晚上 9 点，胡杰坐在电脑前，熟
练提报装车需求，查看车流信息。“你
这北京交通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又获
得了这么多荣誉，为何要来到一个没
有任何铁路货运基础的东海岛工作
呢？”记者问。胡杰微笑着说：“东海
岛新开通货运业务，潜力大，作业量
不比其他站点少，挺锻炼人的。”

东 海 岛 开 办 货 运 业 务 不 满 一
年，日装卸车数 150 车左右。铁路
货场仅有职工 27 人，而且基本是

“85 后”，人员作业十分紧张，作为

首任经理的胡杰也只有 27 岁。只要
有职工临时有事或者休假，胡杰就
一人身兼数职完成多个岗位的作
业。而明天急需发送的春耕物资，
不论是现场作业、关键环节把控，
还是提报计划，他必须全程盯着，
随时调整和补强。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岛上仍有
丝丝凉意，我们裹紧身上的衣裳朝着
装箱点走去，远远便瞧见胡杰拿着一
个记录本走到一个个集装箱前，撸起
袖子，踮着脚，查看箱内化肥的超偏
载情况。待我们走近，便闻到化肥特
有的气味。“我得打个电话跟调度科
确认一下情况，春耕物资耽误不得。”

满头大汗的胡杰说。
不一会儿，太阳出来了，胡杰

多次前往现场，反复确认集装箱是
否到装车点、装卸车流程是否符合
标准，脸上挂满了汗珠。“我们货场
条件很苦，交通很不方便，大伙儿
有时感觉孤悬海岛。但胡杰带头扎
下根，在这里安家。”东海岛货运值
班员安嘉倍说，胡杰带头干在前，
吃苦在前，大家慢慢就安心了。

虽然春运期间货场到发量比平
时少了很多，但是到达的货物基本
都是重点物资以及春耕物资，货装
组织不容小觑，所以胡杰春节长假
没有休息过一天。

随着春运返程高峰的到来，车站候车厅的

旅客明显多了。

“呜呜……”今天值班时，忽然传来的一

阵哭泣声引起我的注意。我环顾一周，只见不

远处有一位小姑娘蹲在检票口旁哭。我赶忙走

过去询问情况。

“我和爷爷奶奶走散了。”小姑娘回答说。

“那你告诉阿姨爷爷奶奶的名字，阿姨帮

你广播寻找。”我话音未落，小姑娘又哭了起

来。我从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了解到，小姑娘

叫淼淼，自己因为贪玩和爷爷奶奶走散了。偌

大的候车厅，她跑了两圈也没找到他们。而

且，她爷爷奶奶失聪了，即便是广播寻人，他

们也很难听到。

我安慰着淼淼，并拉着她在候车厅开展地

毯式寻人，同时通过对讲机告知所有客运工作

人员这个情况。最终，在车站公安室，我们找

到了淼淼的爷爷奶奶。

温馨提示：出门在外，家人走散或是物

品遗忘在车站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郑州

东站今年在遗失物品高发区设置了提示标

语，同时，在站内设置了 17 台铁路旅客云服

务终端，通过视频随时解决旅客在候车过程

中遇到的各类困难。旅客有需求可随时寻求

帮助。

（本报记者 王轶辰整理）

本报讯 记者刘兴报道：
今年春运，南昌西站启用自助
无人售票厅，不仅售票、取
票、查询可实现自助化，制
证、退票也可以自助完成，让
旅 客 们 感 受 到 科 技 带 来 的
便捷。

据南昌西站值班站长刘沙
介绍，无人售票厅具备原人工
窗口售票、退票、查询等一体
化的智能服务，还实现了学生
票的自助购买。由于该无人售
票厅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投入使
用，车站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在客流高峰时帮助

和引导旅客使用设备。
记者在无人售票厅内看

到，共有 7 台自助设备供旅
客使用，分别是 5 台经过升
级具备学生证识读功能的自
助售 （取） 票机、1台自助退
票机和 1 台自助制证机。旅
客在办理制证业务时，只需
输入本人身份证号码，机器
会进行人脸识别等比对，判
定为本人后直接打印出临时
身份证明。

“我们以前购买学生票都
要在人工窗口排队购票，现在
只要在无人售票机上点几下就

行了，支付方式多，而且快捷
方便，节省了不少时间。”旅
客汪先生说。

新投入的自助退票机在
实 现 办 理 磁 介 质 车 票 （蓝
票） 退票业务的同时，也可
办理网络购票未取票的退票
业务，同时还支持除现金购
买外的支付方式 （银行卡或
电子支付账户） 购买的车票
退款。

此外，售票厅内还设有求
助报警按键，需要协助的旅客
可 按 下 按 钮 寻 求 工 作 人 员
帮助。

挥 洒 汗 水 忙 运 输
——记广铁东海岛铁路货场经理胡杰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通讯员 王 欣

候车厅里寻人
2019年2月13日 阴

郑州东站值班站长 杨玲玲

南昌西站“自助无人售票厅”受欢迎

2 月 13 日 ，

多地迎来春运返

程高峰。山西省

太原铁路公安局

组织多支学雷锋

志愿服务队，为

旅客热情服务。

图为 2 月 13 日，

该局一名列车乘

务民警在为旅客

服务。

梁华瑾摄

田 守 尧 ：少 年 从 军 英 年 捐 躯

孙晓梅：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女英雄

青海全力保障玉树雪灾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