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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武冈县烈士陵园，山南
麓右侧一排烈士墓碑中，一座高大
的青灰色花岗岩墓碑惹人注目，上
书：“为剿匪捐躯之中国共产党员武
冈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副局长林杰之
墓”。这是武冈县人民为纪念这位
捐躯湘西的异乡烈士而树立的。

林杰，又名林学田，1918年出
生于黄县（现龙口市）欧头于家村
一户农民家庭。艰苦的战争环境，
锻炼了林杰。1944年他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 年，胶东

军区党委动员干部南下支援新解
放区，为配合部队南下，他走一路
宣传一线，驻到一地宣传一片，先
后在河南濮阳、郏县、湖南岳阳等
地驻扎。1949 年 7 月，他被任命
为湖南省武冈县公安局副局长。

武冈地处湘西，土匪十分嚣
张。他顾不得洗去征尘，就投入到
剿灭土匪、建设新政权的斗争中。
1950年2月8日，时任二区区长的
林杰率队剿匪，22时许，远处传来
杂乱的脚步声，哨兵问话未得到回
应后，判定是土匪返回，于是迅速
组织火力阻击。原来对方是另一
支剿匪部队，未来得及与二区联
系，就前去围剿，导致了误战。

林杰从窗口高声呼喊：“不要打
了，我们是二区区中队，是自己人！”
一颗子弹击中林杰的胸部，枪声戛
然而止，林杰却再也没有醒来。

文/新华社记者 滕军伟
（据新华社电）

林杰：为剿匪捐躯的烈士

于渊，1893 年出生于四川遂
宁射洪县于家坝村，自幼家境贫
寒。由于性情豪爽，为人刚正不
阿，于渊在遭受豪绅欺凌之后愤而
还击，被迫外逃投军。这件事，彻
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于渊骁勇善战，谋略过人。
1926 年 8 月，朱德到杨森部开展
工作，期间二人交往密切，于渊随
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名真
正的革命者。

1926 年，万县发生震惊中外
的“九五惨案”。面对英舰的激烈
炮火，于渊果断指挥士兵奋起反
击。战斗中，他不顾个人安危，组
织敢死队冲上“嘉禾”号英舰，在头
部和小腿受伤流血的情况下仍不
退却，最终击毙英军舰长达尔礼及
士兵多人。张澜誉其为“民国以

来，敢于抗击帝国主义的第一位中
国军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杨森追
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借故解除了于
渊的军职。1929年，经张澜介绍，
于渊投奔川军刘湘部，先后任旅
长、师长、省会警察局长、游击司令
等职。在此期间，他为共产党做了
大量工作，曾于 1930 年秘密参与

“江津武装起义”，并积极设法营
救、掩护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1935年，于渊奉调前线期间，冒着
生命危险，借口调整部署、转移阵
地，成功掩护红军过境。

1942年，经张澜介绍，于渊加
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一方面
利用自己在川康军政界的影响开
展工作，一方面在家乡射洪发展民
盟组织。

1947年6月1日深夜，于渊不
幸被捕，并被囚禁在成都政治犯集
中营——将军衙门监狱内。面对
国民党特务的严刑逼供与威逼利
诱，于渊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
然。1949 年 12 月 7 日深夜，于渊
与同狱的30余位革命战友英勇就
义于成都十二桥，时年56岁。

文/新华社记者 高健钧
（据新华社电）

于渊：热血忠魂 浩气长存

6月10日，江西省万载县鹅峰乡锦江有机食品有限公司员工正在加
工生姜。近年来，该县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引导农民种植生
姜，并积极延伸产业链条，用生姜深加工成蜜饯姜、醋姜等产品，提高产品
附加值，助农增收。 邓龙华摄（中经视觉）

（上接第一版）
2002 年，为庆祝中建岛守备队

被中央军委授予“爱国爱岛天涯哨
兵”荣誉称号二十周年，守岛官兵从
海里捞起一块块礁石，在沙滩上摆出

“祖国万岁”四个大字。
但是2009年一场巨大的台风过

后，“祖国万岁”图案被吹得无影无
踪，让大家的心里空落落的。后来，
守备队官兵自发组织起来，找来海马
草，在沙滩上按“祖国万岁”的字样挖
出一排排浅坑后将海马草植下去。
经过2个多月的持续浇水，海马草终
于成活，战士们高兴得欢呼雀跃。

2012 年，为庆祝党的十八大召
开，官兵利用休息时间对综合训练场
进行了重新规划，花费1个月的休息
时间用海马草种出了一面长 60 米、
宽 40 米的国旗，用水泥按比例制作
了五角星并刷上黄色油漆，还移植重
栽了每个字都有 6 米×10 米的巨幅
海马草标语“祖国万岁”。

多年来，“祖国万岁”曾因岛礁建
设整体迁移，也曾多次被台风卷起的
海沙掩埋，但在守备队官兵一遍遍的
补种维护下，这四个红色大字依然鲜
艳如初。

永不褪色的“祖国万岁”！
这是中建岛官兵气壮天涯的誓

言，凝聚着守岛官兵们对这片国土深
深的热爱与忠诚！

最偏远的天涯，锤炼
出一群海军精英

军号响起，新的一天来临了。官
兵们穿戴整齐，仰望着五星红旗缓缓
升起。

红旗有多红，看看中建真英雄。
一位观摩过中建岛海练的首长

曾经说过：“中建岛的兵是从大海的
波涛中闯荡出来的，是在炎热的沙滩
中煎熬出来的，是在严格的训练场上
摔打出来的，是在恶劣环境中磨炼出
来的。”

此言不虚。我们在中建岛采访
时 ，每 天 都 能 看 到 官 兵 们 艰 苦 的
训练。

耐高温训练中，他们在地表温度
50多摄氏度的沙滩上摸爬滚打，身上
的皮晒脱了一层又一层；

海滩格斗训练中，他们的皮肤被
珊瑚礁砂石划出伤口，被咸咸的海水
浸得火辣辣地疼；

武装越野训练时，官兵要全副武
装，作训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轻武器射击训练时，他们要趴在
烫人的沙地上一遍遍瞄准……

这样的训练有着堪比脱胎换骨
的“整容”效果！

今年21岁的朱湛武，是去年2月
才上岛的新兵。他告诉记者：“入伍
前我是个160斤的白胖子，现在我是
个 128 斤的黑瘦子。我在岛上第一
次跟爸妈通视频电话时，他们都没认
出我。”

高难度、超强度的训练，锤炼出
中建岛官兵强健的体魄和过硬的军
事素质。中建岛官兵经常在各种军
事比武中拿奖，我们采访的现役哨兵
中，就有邱华、郭丹阳等好几位被西
沙某水警区评为“十佳天涯哨兵”，还
有张孝伟、谭玉金等好几位曾在西沙
岛礁部队的精武哨兵比武中夺冠的
高手。

天涯哨兵们不仅军事素质过硬，
还都是跨专业的技术人才。

“小岛上人少、专业多，一个人要

当几个人用。”守备营某站指导员刘
复彬介绍，中建岛根据官兵文化程
度、特长爱好和成长意愿，为每个人
量身制作成才路线图，把培养官兵

“一专多能”作为重要训练内容。通
过训教结合，使每个人都能掌握2门
以上专业技能，培养“本专业精通、跨
专业适用”的多能型人才。

确实如此，这座偏远的小岛上，
跟士兵们熟悉后，我们常常发现意料
之外的惊喜，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绝活儿。

外号“中建第一帅”的李孝龙，是
信号班班长。上中建岛前，他是个技
术很棒的汽车兵，各种车辆都会开，
还会修理。上岛后，他又成了通信高
手，不仅精通信号本职，还会报务、传
输、电话、数据链等各种业务，通信方
面的事情基本上没有他不能搞定的。

油机班副班长张凯今年 20 岁，
考上石家庄理工大学后退学入伍，去
年2月上的岛。短短一年多时间，他
不仅学会了本职工作技能——维修
保养柴油机，还学会了海水淡化设备
的维修保养技能。

今年 1 月刚刚上岛驻守的 20 岁
新兵欧逸超，从河海大学退学入伍，
特长是外语。他精通英语，还懂法
语、俄语、西班牙语等多种外语。

在这个偏远荒凉的小岛上，他的
特长用得上吗？

现实告诉他答案。不久前，他刚
开始独立值班时，发现数十海里外有
一艘来自外籍的油船行驶状态异常，
他通过短波电台与对方用英语沟通，
圆满解决问题。

“经过这件事，我才明白，中建岛
附近有很多航线，来往着各国船只，
我的外语特长可以发挥作用了。我
发出的声音不仅是中国海军的声音，
更是中国的声音。我不仅代表中国
海军，更代表中国。”欧逸超说。

最荒芜的沙滩，生长
起一片坚韧的绿荫

中建岛上最艰难的工作是什
么？答案是：绿化！

在这片南海戈壁上，种活一棵
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要难。

绿化难在哪里？
一是缺土缺淡水，高温高盐强日

晒，植物幼苗存活下来相当困难。二
是台风肆虐，好不容易种活的植物，
经历风暴摧折很多就死了。

不过，面对再恶劣的自然条件，
战士们都有一颗不惧失败的执着坚
韧的心。

缺土，就从大陆上运过来。
中建岛的菜地门口，写着一副对

联：“学习当年南泥湾，建设今日白沙
滩。”

记者看到，黑色的防晒网下，一
畦畦菜地收拾得十分精细，每畦菜地
前还插着个牌子：云南、四川、山东、
湖南……

这是什么意思？
“菜地里头掺有各省份战士回家

探亲捎带来的土，按战士们的籍贯树
起标牌。”正在平整菜地的侦察分队
长谭玉金告诉记者，中建岛原本只有
礁石白沙没有土，但种菜植树没土可
不行，于是最早驻守的那几批哨兵
们，经常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带回大
包的土来岛上，曾经有一位哨兵驻岛
多年，共探过8次亲，带来48包土和
各种植物种子。后来中建岛条件改
善，用军舰集中运土上岛，哨兵们就

很少带土了，但还会利用探亲机会从
老家带菜籽上岛。

“中建岛现在已开辟菜地370平
方米，年产蔬菜最高达7000多斤，出
栏生猪 12 头，鸡鸭 260 多只。”谭玉
金说。

缺水，就用好有限的淡水资源。
今年32岁的士官长张孝伟已经

在中建岛上驻守了14年。2005年上
岛第一天，他就完成了新兵传统项目

“种扎根树”，把一棵椰子苗种在营区
的器械训练场上，期待着某一天拉单
杠的时候能享受到这棵树的树荫。

“2008 年以前中建岛上还没有
装海水淡化器，一年只能补两次水，
淡水池只有150吨的容量。那时，我
一天只能分到一小桶淡水，倒进水
盆里刚刚能没过三分之一。这些水
我都多遍使用，先洗脸刷牙，然后拿
来 浇 我 的 扎 根 树 和 菜 地 。”张 孝
伟说。

台风太猛，树死了，菜地刮坏了，
就再补种。

从南海经过的台风 90%以上要
经过中建，中建岛一年 365 天里有
200余天刮6级以上大风。

我们采访的中建岛官兵，驻岛年
头稍久的都对 2009 年和 2013 年印
象深刻，这两年的台风都造成了巨大
的破坏。

李旺龙曾在 2008 年至 2017 年
驻守中建岛，现在西沙主岛永兴岛驻
防的他，回忆起自己的中建生活，印
象最深的就是2009年的国庆节。“那
一次台风很大，灶台刮坏了，大棚刮
走了，淡水池被咸水倒灌了，连猪都
被刮跑了！补给上不来，我吃了 20
多天的压缩饼干。”

李旺龙驻防中建岛期间，种下
1000多棵树，存活至今的只有20多
棵。他对这个存活率还挺满意的。

现在我们很难统计中建岛上到
底有多少株植物，因为这个数字随
着台风的破坏和人工的补种，一直
在动态变化中。但我们可以看到的
是，岛上有蔚然成林的马尾松，有郁
郁葱葱的抗风桐和羊角树，有一棵
棵代表天涯哨兵扎根海岛的椰子
树，还有一片片在沙地上顽强生长
的海马草和爬藤。每一片绿荫都是
那样珍贵，都是极端恶劣环境下萌
发出的坚韧生机！

最孤寂的守护，交织
出一曲乐戍的军歌

中建岛上最可怕的是什么？是
孤寂。中建岛天气正常时一个月来
一次补给船，其余时间罕有人至。遇
到天气不好，两三个月上不来船也是
常事。

由于天气恶劣交通不便，驻岛官
兵对亲人常有亏欠。父母去世不能
尽孝、家庭遭灾不能尽力、家人病重
不能照料，都时有发生。至于推迟婚

期、错过考学、放弃调动，更是屡见
不鲜。

1991 年 11 月，原守备队队长刘
杰奇连续收到“父病重！”“父病危！”

“父病故！”的 3 封加急电报，却因气
象恶劣不能下岛，只得含泪把电报锁
进抽屉，跟往常一样投入到连队工作
中。可祸不单行，父亲病逝不久，他
哥哥又遭遇车祸身亡，而刘杰奇被大
海阻隔不能回家，他流着泪说：“对我
们中建人来说，国就是家，家就是
岛。军人，为国尽忠就是为家尽孝
啊！”

有人说，吃苦的最高境界，是把
苦嚼成甜。在天涯荒岛的孤独守护
里，官兵们并没有沉寂，而是迸发出
最乐观的豪情，培养出最深厚的情
谊。他们说：“在中建，钱如纸，情是
金。”

那年，一名班长25岁生日，受寒
潮影响已有 2 个多月没有交通船运
送补给上岛，战友们就拿出一块黑
板，画上蛋糕蜡烛、大餐饮料，吃着罐
头给他唱起了生日歌。后来，战友邱
华回忆起这件事，写诗描绘当时场
景：“面前一个黑色的蛋糕/插满了生
日蜡烛的三层”“那个生日蛋糕告诉
我/它是指导员画给我的特殊礼物”

“你可知道今晚我流泪了/为的是浓
浓的战友情”。

2013年，台风“蝴蝶”肆虐南海，
中建岛几乎全部浸没在海水之中，只
露出被台风吹斜好几度的守备队主
楼。张孝伟带着邹旭昶在碉堡内值
班，深夜海水突然从射击口疯狂地涌
进堡内，仅露出一张简陋的石桌。两
名军人浑身湿透，依偎着坐在石桌
上，电话抱在怀里，电台放在中间，仅
靠一瓶水、一盒压缩饼干、四块巧克
力 ，在 石 桌 上 完 成 了 一 天 两 夜 的
坚守。

那时他们的心情如何？张孝伟
面对记者采访，回忆起当时的一段
对话：

“小邹，冷的话就贴紧我。”
“班长，不冷，能在祖国最前沿站

岗放哨，我心里头热乎着咧！”
让官兵们欣慰自豪的是，中建岛

虽远离陆地，却同步享受着祖国日益
富强、经济发展的成果。

昔日的中建兵吃的是罐头野菜，
今天的中建兵有了冻库和菜地，吃的
是六菜一汤；昔日的中建兵在室内汗
流浃背，今天的中建兵在空调室内舒
适凉爽；昔日的中建岛淡水极为紧
缺，今天的中建岛有了海水淡化机；
昔日的中建兵与家人联络靠写信，今
天的中建岛铺设了光缆，开通了手机
通信，官兵可以用手机与家人视频
聊天。

碧海白沙孤岛悬，天涯哨兵乐
戍边！中建岛官兵们在最艰苦的
小岛上，坚守着爱国的忠诚、锤炼
着 军 人 的 精 武 、种 植 出 坚 韧 的 绿
荫、交织出乐戍的军歌。把青春和
热血注入强军梦的新一代天涯哨
兵们，正在书写无愧于新时代的不
朽篇章！

天 涯 乐 戍 海 疆 永 铸

中建岛官兵在南海戈壁扎根铸
魂，戍边卫疆，1982年被中央军委授
予“爱国爱岛天涯哨兵”荣誉称号，
2010年被评为全国边海防工作先进
集体，2019年被海军表彰为“人民海
军70周年突出贡献单位”。

驻岛40多年来，中建岛守军先
后荣立一等功2次、二等功1次、三

等功4次，35次被全军、海军、舰队
和基地评为基层建设先进单位，17
次被基地以上单位表彰为“先进基
层党组织”，12人荣立二等功，160
余人荣立三等功，涌现出陆善克、宋
建良、陈松强、徐清杰、魏海宏、邱华
等10多位全国、全军、海军的先进
典型。

中建岛驻军简介

本报北京6月10日讯 记者吴
佳佳从10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
吹风会上获悉：2019年，国家医保局
将进一步扩大药品集中采购规模，优
化完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让更多患
者享受到集中采购的政策福利。

部分药品价格虚高是造成“看病
贵”的重要因素。国家医保局医药服
务管理司司长熊先军介绍，2018年，
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减轻患者药费
负担：开展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
判，17种抗癌药大幅降价并纳入国家
医保目录；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
使用试点25个中选药品价格平均降
幅52％，预计节省药品费用58亿元，
其 中 为 患 者 节 省 药 品 支 出 约 23
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开展2019年国
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把更多临
床价值高、药物经济性好的药品纳入
目录，有效降低药品价格，更好地满
足广大参保人员合理的临床用药需
求，有效降低患者用药负担。”熊先
军说。

为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等问

题，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
务》，围绕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深化医疗、医保、医
药联动改革。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国
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副主任王
贺胜表示，《重点任务》明确了两方面
重点工作内容。一是研究制定涉及
促进社会办医健康规范发展、建立完
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规范医用耗材
使用等方面的15个文件。二是要推
动落实重点工作，在解决看病难方
面，提出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有序发展医联体促进分
级诊疗、统筹推进县域综合医改、加
强癌症等重大疾病防治等工作；在解
决看病贵方面，提出推进国家组织药
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推进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
制、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等工作；
在加强医院管理方面，提出开展公立
医院绩效考核、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
等重点工作。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已经进入了

新阶段，持续深化改革重点要抓好两
方面工作。”王贺胜说，一是要坚持推
进“三医”联动改革，以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为突破口，加大
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的改革力度，挤
掉虚高的价格水分，腾出的空间及时

用于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二是开展
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工
作。选择高水平医院支持建设区域
医疗中心，推进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
革 ，探 索 管 理 体 制 和 运 行 机 制 的
创新。

去年25个中选药品价格平均降幅52％

今年药品集中采购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本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6月
5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关
于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国家试
点城市名单的通知》，确定了北京、天
津、上海等 30 个城市作为疾病诊断
相 关 分 组（DRG）付 费 国 家 试 点
城市。

《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及所在
省份确保在2020年模拟运行，2021
年启动实际付费。强调各试点城市
在开展 DRG 试点的同时，要进一步

完善医保总额预算管理制度，对不能
采用 DRG 结算的病例，进一步推进
依据大数据的按病种付费、按床日付
费和按人头付费工作，建立多元复合
医保支付体系。

《通知》还提到，开展 DRG 付
费国家试点涉及多个部门，需要试
点医疗机构的广泛参与，需要专家
的密切配合。在 DRG 付费国家试
点工作组的统一领导下，要健全完
善 的 工 作 机 制 ，确 保 试 点 取 得
成效。

30城将试点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

五世格达活佛，1903 年出生
于甘孜县白利乡德西底村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7 岁时被认定为甘
孜白利寺活佛，17 岁去拉萨甘丹
寺学经，8年后获得“拉让巴”格西
学位，并返乡成为白利寺的主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的喜讯传到藏区。五世格达活佛和
百姓们兴奋异常，他和一些爱国人
士派代表穿过敌人的封锁线，绕道
青海赴京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
志献旗致敬。1950年，四川藏区解
放，五世格达活佛被任命为西南军
政委员会委员和西南民族事务委员
会委员。毛泽东、朱德同志邀请他

作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特
邀代表，赴京商讨国事。

此时，国外敌对势力加紧了阻
挠西藏和平解放的活动，企图分裂
西藏。在五世格达活佛的请求下，
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派遣他前往西
藏规劝，以消除西藏旧势力的疑
虑，促使谈判早日举行，达成和平
解放西藏的协议。临行前，他说：

“我是为了藏族人民少受牺牲，早
日获得解放而去西藏的。我要亲
自告诉那里的人民和喇嘛，人民政
府和解放军是西藏人民的救星。”

不幸的是，在前往西藏的途
中，五世格达活佛被顽固势力所阻
并毒死，年仅 47 岁。英雄虽已逝
去，但爱国精神永在。为了纪念五
世格达活佛，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府
修建了“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
佛纪念馆”。五世格达活佛与甘孜
藏区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
的牺牲和贡献，历史将永远铭记。

文/新华社记者 康锦谦
（据新华社电）

五世格达活佛：雪域高原上的爱国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