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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英谱

■老区名人

王永思，1925年9月出生
在修武县黑岩村。1938年，中
共修博武中心县委驻扎黑岩
村时，他是儿童团员，经常为
县委机关送信。1943年秋天，
王永思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
队，并在次年4月担任了黑岩
村村长。他筹集粮食，护送伤
员，动员适龄青年参军、参战，
组织妇女纺花、织布、做军鞋，
还带领村里民兵配合主力部
队多次伏击日伪军。因为机
智勇敢，深得县委副书记王一
平器重。1945年1月，经王一
平、侯士贵介绍，王永思加入
党组织。这年夏季征兵时，因
为他以身作则带头报名，村子
里多名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入
伍。

1946年秋天，县委安排他
担任四区武工队副政委，次年
3月调至修武独立营任三连指
导员。他带领部队在修武、武
陟、焦作一带与国民党军作
战，身材高大的他在战斗中总
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作为
部队政工干部，他特别爱战
士，把新兵当成亲兄弟对待，
空闲时间教大家识字。拉锯
战期间，他带领战士积极开展
游击战、地雷战。在山门河口
的一次伏击战中，他带头冲
锋，一人消灭三个敌人，荣立
三等功。1948年，在攻打待王
的战斗中，他身负重伤，被迫
截肢。

新中国成立后，王永思先
后在新乡地区的多个岗位上
担任领导职务，他克服义肢带
来的困难，总是按时圆满完成
上级安排的任务。

郑乃谦 整理
上图 王永思。

（本报资料照片）

王永思

如何利用红色文化资源促进乡村振
兴，是近几年来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以来，
修武县西村乡磨石坡村党支部一直探讨
的课题。

早在1934年，磨石坡村就是修武县
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地，它是道清抗日游击
队和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摇篮。

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老党员韩满
常、赵继忠等人在党的百年华诞前夕建起
了韩秩吾烈士纪念馆，吸引社会各界人士
前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该村党支部以纪念馆为平台，利用建
党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组织党员召开座
谈会，重温入党誓词，讲红色故事，旨在激
发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英烈事
迹、建功新时代的豪情壮志。

村党支部的近期目标是把磨石坡村
建成修武县最大的红色抗日史教育基地、
修武县山区红色旅游第一站。以红色文
化资源优势聚集人气，开发旅游产品，为
发展经济注入活力，引领和促进乡村振
兴，造福当地群众。第二期目标是建成红
色主题的乡村游园区，传承农耕文化。建

起磨石坡村村史馆，开展家风家训和传统
美德教育，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磨石坡村党支
部的创新精神得到了上级党委、政府的肯
定。村党支部书记韩继明说，下一步的设
想，是利用230省道和沿太行山高速公路

交会处的优势，招商引资新上一个交通服
务园区，引领党员群众走乡村振兴之路，
实现共同富裕。

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助力乡村振兴，成
为磨石坡村“五星”支部创建的新亮点。

修武县西村乡磨石坡村，位于美丽的
凤凰山麓，村子里街道整齐划一，山坡上
侧柏林郁郁葱葱。每当看到这些，村民们
自然就想起了他们的老书记樊明书。

樊明书，1925年1月出生于磨石坡村
所辖的西岸自然村，其父母省吃俭用让他
读了三年私塾，使他不仅识文断字，还比
同龄人明白更多道理。磨石坡村是焦作
地区教育界、新闻界革命先驱者韩秩吾故
里，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就是修武县
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地，共产党在群众中有
深厚的基础。在日伪、土匪肆虐横行的年
代，樊明书渴望共产党、八路军下山来，解
救穷苦人。

1943年秋季，修武县再次成立抗日
民主政府，随后开展地方政权建设，恢复
根据地。村里成立民兵组织，樊明书积极
报名，成为民兵。打游击，破铁路，送情
报，日夜与日伪军作战。抗战胜利后，他
的族兄樊明义担任修武四区武委会主任，
是区政委张洋芹的得力助手。在族兄的
帮助下，樊明书进步很快，1947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樊明书参加了
解放获嘉战斗。攻克获嘉后，所在区队被
编入华北独立旅20团，樊明书担任五连

指导员。1951年春回到家乡后，做夜校
教员、互助组组长；1959年任生产大队
长；1969年挑起了磨石坡村党支部书记
的重任，一直工作到1985年。

过去群众饮用水靠的是老井，取水十
分困难，到了旱季更加不便，用水浇地更
是梦想。1974年，青龙洞水利工程革命
区建成，樊明书带领全村干部发扬愚公移
山精神，修建支渠总长度2000余米，开挖
两座蓄水池，总容积达4000立方米，解决
了人畜用水难的问题，部分农田得到灌
溉。

在农业学大寨期间，他和村里党员干
部一道填沟造地，修建大寨田12块，累计
用石料4000立方米。从此以后，粮食产
量连年增收。1975年以后，群众家里是
大囤尖来小囤满，日子过得十分舒心。

村路群众住宅原来都在山沟里，部分
是窑洞，生活、生产特别不便。在上世纪
80年代初新村规划中，村里本着节约土
地的原则，想方设法利用空隙地、废弃地，
甚至劈山建宅基地。经过几年努力，家家
户户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瓦房。今天，
磨石坡所辖的两个自然村街道整齐划一，
房屋成排成行，可见当年老书记花费了多
么大的心血。

作为全村群众的领头雁，樊明书平时
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发展集体
经济，造福村里群众。村集体先后办过香
油坊、砖瓦厂、小煤矿等，并扩大了集体果
园。村集体还购置拖拉机，农忙时种地，
农闲时跑运输。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村庄附近的山
坡上还是光秃秃的一片。樊明书积极响
应上级党委、政府的号召，植树造林，绿化

荒山，带领全村群众种植侧柏。经过多年
坚持不懈的苦干，如今的山坡上早已是郁
郁葱葱，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因为在
荒山绿化方面成绩突出，樊明书被评为河
南省林业建设先进个人，还多次获得上级
政府的表彰。当年，焦作市人民政府召开

“四旁”植树绿化现场会，所有参会人员到
磨石坡村参观。磨石坡村曾荣获过国家
林业部颁发的“先进林场”奖牌。

在造地过程中，一次意外塌方，樊明
书下肢骨折住院治疗。身在病房，他心里
却一直惦记着工地上群众的安危，不顾医
生劝阻急着出院。回到家后本应休息，他
却坚持到现场指挥生产。那一年，群众总
是经常看到他架着腋杖穿行在田间地头
的忙碌身影。

樊明书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带领
干部群众兴修水利，整山造地，规划村庄
搬迁，为改变贫困面貌、发展集体经济作
出了突出贡献，成就有目共睹。

樊明书德高望重，因为年龄原因，
1985年，经组织同意辞职让贤。卸任以
后，村上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请他前去主
持操办。他总是乐于相助，并且本着移风
易俗、勤俭节约的原则，让群众少花钱多
办事，因此深受全村群众爱戴。

2007年10月，樊明书因病离世。在
追悼会上，许多群众眼含热泪，泣不成
声。因为大家明白，老书记为全村群众办
了许许多多的实事好事，为集体经济发展
费尽了心血。十几年过去了，人们仍旧铭
记在心。

左上图 樊明书。
（本报资料照片）

“五星”支部创建的新路径
□郑乃谦

深受群众敬重的老支书
□郑乃谦 卢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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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这一这一
生很短生很短，，可一些苦难可一些苦难
又让它变得很长又让它变得很长。。或或
许许，，不是时间变长了不是时间变长了，，
只是意志力变得更加只是意志力变得更加
坚强坚强。。33月月 1010日日 1010
时时，，刚刚过了刚刚过了9292岁生岁生
日的卫侃躺在床上静日的卫侃躺在床上静
静地睡觉静地睡觉。。老人鼻孔老人鼻孔
插着的鼻饲管插着的鼻饲管、、床头床头
放着的吸痰器放着的吸痰器，，告诉告诉
大家这里是医院大家这里是医院。。

医院又怎么样医院又怎么样，，
窗台上的绿植在阳光窗台上的绿植在阳光
下散发着生命的光下散发着生命的光。。
几经生死几经生死，，此时此刻此时此刻，，
明媚的阳光照在老人明媚的阳光照在老人
的脸上的脸上，，温暖温暖、、明亮明亮、、
柔和……柔和……

在这岁月静好的在这岁月静好的
背后背后，，是一场不为人是一场不为人
知的较量知的较量。。让我们把让我们把
时间拨回到时间拨回到20232023年年
11月月11日日，，看看医护人看看医护人
员是如何帮助老人战员是如何帮助老人战
胜病毒胜病毒、、跑赢死神的跑赢死神的。。

92岁老兵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
与白肺战斗 30 天，在这场生命的较
量中，人类完胜病毒……

本报记者 朱颖江

左上图 卫侃穿
军装的照片。

本报记者 朱颖
江 翻拍

““

痰。在加强中医治疗后，卫侃胸腔积液明显减
少，终于可以侧卧位和俯卧位。

卫侃的病情一天天好转，终于度过了危险期。
记者了解到，脑病科三区医护人员在抢救卫侃的同
时，病房还有60多名重症患者，他们竭尽所能抢救每
一位患者的生命。
据统计，脑病科三区在1月份累计收治150余名患者，

医护人员经常连轴转。在他们的努力下，150余名患者康
复出院。在这场人类和病毒的较量中，人类完胜。

卫飞回忆起刚入院的情形，心有余悸地说：“当时，父亲
命悬一线，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多亏医生和护士没日没夜
地照顾，父亲才能闯过这一关。”

老人病床上度过92岁生日

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卫侃整个人的状态很差，需要
继续在医院静养恢复。

魏海霞在整理卫侃病历时，看到老人的生日是3月1
日。魏海霞和宋汉秋商量后，决定在病房给老人过生日。
因为这个生日对卫侃来说很重要，对医护人员来说也特别
有意义。

3月1日上午，科室护士给病房的患者做完治疗后，大
家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蛋糕来到卫侃的病房。护理部主任裴
玲玲为卫侃戴上生日帽，大家围在他的病床旁唱起生日歌，
祝福他92岁生日快乐。

这是卫侃人生中第92个生日，这个生日注定与众不
同。香甜的生日蛋糕是医护人员向疾病亮出的利剑，生日
歌就是战歌。

这一刻，卫侃眼中闪烁着幸福的泪光，脸上的笑容久久
不能平复。医护人员也红了眼眶，这个生日来之不易。

魏海霞说，90多岁的高龄，还同时患有多种基础病，老
人能闯过这一关实属不易。“老人是一名老兵，坚强的意志
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魏海霞说。

卫飞说：“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经历了常人无
法想象的艰苦训练。军人顽强拼搏的精神，是刻在父亲骨
子里的。”

顽强意志力刻在骨子里

卫侃的前半生值得我们一起回忆。
卫侃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祖籍新乡市获嘉县。他

的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来到焦作讨生活，找了一份修铁
路的工作。道清铁路修好后，卫侃的父亲成了一名火车司
机。卫侃兄弟姐妹九人，他排行老四，因父亲工资比较高，
卫侃兄弟姐妹几个都受到很好的教育。

抗日战争开始后，卫侃的哥哥果断加入八路军，跟随部
队在太行山抗日。受哥哥影响，卫侃高中毕业后去了杭州，
1949年在杭州参军。因受过教育，参军后他被派到华东军
政大学上学，成为该校的第一批学员。1950年12月，卫侃
到济南第五航校上学，开启了他飞行员的训练。卫侃学习
出色，1951年9月留校成为一名教员。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飞行员，又是优秀教员，卫
侃被组织先后安排到太原第十航校、天津唐官北京军
区干训队、天津唐官屯训练基地等地任教。

飞行员的训练异常严格，高空平衡、旋转等训练项
目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卫侃在一年的学习中能够
留校任教，可见他为之付出多少努力。抗美援朝开始

后，卫侃和战友随时待命，他们虽然没有上战场，但他们时
刻准备着为国家荣誉牺牲一切。1969年，卫侃转业回到焦
作，在地方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

卫飞说，父亲的一生很精彩，也非常坎坷。无论是在人
生低谷还是身患疾病，顽强的意志力是父亲战胜一切困难
的法宝。

90多岁老兵感染新冠

卫侃出生于1931年，1949年7月参军，1950年12月到
济南第五航校上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飞行员。
1969年，他转业回到焦作工作。

由于长期超强度训练，卫侃的身体积劳成疾。回到焦
作工作，卫侃身体一直不太好，上了年纪后身体更是每况愈
下，因高血压、心脏病多次被抢救。

今年1月1日，卫侃出现高烧、胸闷等症状，他的儿子卫
飞赶快与焦作市中医院脑病科三区主任宋汉秋联系，说明
老人的情况，希望能尽快入院治疗。此时的医院早已人满
为患，连走廊里也住满了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重症患者。
卫侃是一名老兵，曾经为国家航空事业奉献了青春，该科室
积极调剂床位，安排老人住院治疗。

卫侃入院时体温39℃，CT检查肺部感染60%，胸腔积
液导致肺部挤压严重。老人面色青紫，呼吸困难，高流量吸
氧后血氧饱和度也只有90%……病情危重，情况不容乐
观。宋汉秋找卫飞谈话，说明老人的情况，并让家属作好思
想准备。

卫飞虽然不是医生，但也清楚新冠病毒的威力。他向
医生表态，自己会配合医院治疗，希望医生尽一切努力挽救
父亲的生命。

医生、患者和病毒的生死较量

从卫侃入院的那一刻起，医生和病毒的较量就开始
了。当然，在这场较量中，卫侃至关重要。

卫侃已经90多岁，患有冠心病、高血压、脑梗、低蛋白血
症等慢性病。卫侃是脑病科三区的老患者，日常住院期间都
是一级护理，医生对其治疗用药更是慎之又慎。新冠病毒对
老人并不友好，尤其是患有多种基础病的老人。卫侃基础病
多，感染新冠病毒后身体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常规的抗病毒治
疗方案不适用他。宋汉秋带领科室副主任李杰、主治医生王
举科和郝建伟等人分析老人病情，通过中医辨证疗法，制订了
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科室护士长魏海霞带领护理人员严格
落实治疗方案，实施个案护理措施配合治疗。

这次抢救，卫侃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耗时1个月的时
间闯过了3关，可谓九死一生，但结果让人很欣慰。

最难的两关，也是治疗的前两个阶段、14天的时间。卫
侃在痛苦中闯过了惊心动魄的第一关。

新冠病毒攻击人的肺部，导致患者缺氧，进而诱发身体
机能出现各种状况。年轻人感染新冠病毒都会特别难受，
何况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卫侃肺部感染严重，血氧饱和
度低，胸腔积液挤压两肺不能正常工作，老人因上不来气只
能坐着休息，而长时间的端坐卧位又会消耗人的大量体力，
增加痛苦。卫侃入院初期常常发脾气，不愿意配合治疗。
为了让老人配合治疗，魏海霞在老人耳边一遍又一遍解释
治疗方法的效果，安抚老人糟糕的心情。老人状态不好，但
心里是明白的，努力配合治疗。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卫侃闯过了最凶险的7天。经
过第一个阶段的治疗，卫侃的呼吸得到改善，血氧饱和度也
增加至97%，胸腔积液慢慢被吸收。即便是症状有所改善，
但医护人员始终不敢有任何放松。第二阶段是在进入第8
天时，宋汉秋在原有内服中药方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针
灸、穴位贴敷以及中医定向透药等措施，进一步清肺、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