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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5月22日电 （记者 李浩）走进位
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杨虎城将军陵园，肃穆庄
严，迎面斜坡上镶嵌着“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八个
大字。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杨虎城就
长眠于此。

杨虎城，1893年生于陕西省蒲城县甘北村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1909年，他成立以劫富济贫为宗旨
的中秋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参加陕西民
军，投身辛亥革命。1915年参加讨袁战争。1917
年任陕西靖国军第3路军第一支队司令。1921年
任靖国军第3路军司令。

1924年，杨虎城加入国民党。1925年任国民
军第3军第3师师长。他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
策”，积极主张联共，聘请共产党员魏野畴担任他举
办的三民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从此，一直和共
产党人保持良好的友谊。在此期间，杨虎城目睹了
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又受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鼓
舞，挥毫写下：大陆沉沉睡已久，群兽无忌环球走。
骨髅垒垒高太华，红潮澎湃掩斗牛。

1927年，杨虎城任国民革命军联军第10路军总司令，参加
北伐战争。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4师师长。后任第17
师师长，陆军第7军军长。1930年任第17路军总指挥、陕西省
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秘密支持中共西北特别
支部的工作，主张联共抗日。1933年，与进入川、陕的红四方面
军订立互不侵犯的协议。中共中央进入陕、甘后，他秘密接见中
共代表汪锋，表示完全赞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并达成与中共联合抗日的协议，中共中央于1936年秋派张文彬
为驻17路军的代表。

1936年12月12日，杨虎城同张学良顺应全国人民团结抗日
的要求，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发动了西安事
变。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并派周
恩来等为代表到西安帮助张、杨正确解决了事变。西安事变的和
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
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创造了条件。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蒋介石逼令辞职“出洋考察”。全国
抗战爆发后回国，随即被国民党囚禁长达12年之久，在狱中，他
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立场。1949年9月6
日，杨虎城被秘密杀害，时年56岁。

1950年2月7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公葬杨虎城于西安南郊
少陵原畔，并建立杨虎城将军陵园。这里如今已成为全国重点
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为了缅怀先烈，激励后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2011年，当
地政府新建了杨虎城将军纪念馆，通过图片、文字、影像、实景还
原等方式，将历史背景与杨虎城将军悲壮感人的一生联系起来，
让人民群众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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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7月29日电 （记者 袁汝婷）
湖南常德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绿树掩映中有
一座典型的清代民居，那是中共延安五老之一的
林伯渠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的地方。

今年6月底，在林伯渠故居景区内，林伯渠
生平陈列馆正式开馆。人们伫立在展厅橱窗
前，听讲解员讲述这位“革命老战士”不平凡的
一生。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湖南临澧人，1886年
生。从青少年时代起，他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
和民族灾难的深重，忧国忧民。1904年春，林
伯渠东渡日本，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受革命思
潮的影响，加入中国同盟会，在革命实践中逐步
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林伯渠将毕生的精力，
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1920年8月，林伯渠经李大钊、陈独秀介
绍加入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最早
的党员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林伯渠参
加了南昌起义。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

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并于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参加长征时，林伯渠已年近半百。长征路上，林伯渠有

五件宝：棍、帽、草鞋、粮袋、军包。他常常说：“行军带上五
件宝，不怕目的达不到。”每次行军，林伯渠总是一手提小马
灯，一手拄着那根从瑞金带来的拐杖，照顾着同志们。红军
女战士李坚贞回忆说：“他的小马灯从来不个人占用，一定
要把光亮照着大家。”

1937年9月至1949年，林伯渠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
席，对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37年
起，他多次担任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后又任国民参政会参
政员，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林
伯渠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当选
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
29日病逝于北京。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严
于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一、遵守党
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
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

“林伯渠同志的一生是彻底革命的一生，是一个职业革
命家战斗的一生。”临澧县林伯渠故居纪念馆馆长严清涛
说，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个历史阶段中，林伯渠始终
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以他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经受
了历史的严峻考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林
伯
渠
：
﹃
老
战
士
﹄
始
终
站
在
革
命
最
前
列

新华社长沙 9 月 8 日电 （记者
白田田）子弹击穿右腿股动脉，血流不
止，官同生用身体压住罪犯，紧紧钳住
罪犯的双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时隔38年，一级英雄模范官同生的英
勇事迹，仍然留在人们的心中。每年
清明节、烈士纪念日，湖南省祁东县公
安局会组织祭扫、宣誓等活动，缅怀英
雄烈士。

官同生，出生于1948年，祁东县
人。他于197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73年参加公安工作，历任祁东县
公安局城关镇派出所、刑侦股民警。

在生前日记中，官同生就立志“争
做人们所欢迎、爱戴的一名人民警
察”。他一贯积极努力，忠于职守，关
心群众疾苦，经常为群众办好事，先后
8次奋勇救火，6次被评为先进工作
者。

1981年5月27日，7名犯罪分子
携带从江西南城县武装部枪械库盗窃
的枪支弹药，窜至祁东县，住进汽车站
旅社。当晚，祁东县公安局接到汽车
站旅社服务员报警后，迅速组织围捕，
官同生主动请战。执行任务途中，官
同生对同事说：“今晚的任务不同往
常，对我们是一个考验，要有流血牺牲
的准备……”

5月28日凌晨1时40分，17名民
警包围了汽车站旅社的四号房和七号
房，随后抓捕行动展开。在四号房，官
同生与罪犯进行搏斗时，不幸被罪犯
开枪击穿右腿股动脉。子弹穿过腹
部，进入腰椎，鲜血喷涌。官同生以坚
强的毅力打掉了罪犯的枪支，将罪犯

压在身下，直到战友们将罪犯抓获。
最终，7名罪犯全部被生擒。官同生因
流血过多，当场壮烈牺牲，年仅33岁。

1981年6月16日，官同生被公安
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范。

今年72岁的石承发，是当年和官
同生一起参与抓捕行动的战友。他回
忆说，他和官同生被分到“直接接敌
组”，面对的是荷枪实弹的罪犯。官同
生在中弹流血的情况下，还能死死用
身体压住罪犯，表现出一般人难有的
英雄气概。至今回想起这一幕，他还
会落泪。

近年来，祁东县公安局还多次开
展“向官同生同志学习”的主题活动，
号召全体干警学习他忠诚可靠、为人
民服务的崇高精神，临危不惧、不怕牺
牲的革命精神，英勇无畏、公而忘私的
奉献精神。

官同生：勇擒罪犯中弹牺牲的一级英模

新华社太原 8 月 6 日电 （记者
刘小红）第81集团军某特战旅近日从

“特战奇兵—2019”比武场凯旋，获得
新组建特战旅第一名的好成绩。官兵
在旅史馆的谢臣塑像前庄严宣誓，向
英烈汇报佳绩。“爱民模范”谢臣曾在
该部前身部队服役，数十年来，他的精
神激励着一批批官兵矢志强军。

谢臣，回族，河北省易县人，共青
团员，1940年出生，1960年入伍，原
69军某部3营炮兵连（现第81集团军
某特战旅3营9连）战士。

1963年8月初，一场持续多天的特
大暴雨席卷河北省石家庄、保定、邢台等
地。7日，谢臣随连队奉命到易县东高士
庄抗洪抢险。一天一夜，他和战友不顾
生命危险，先后救出450多名被困群众，
转移2000多名群众和大批集体财产。

8日凌晨，谢臣看到群众穿着湿衣
服冻得瑟瑟发抖，决定回村找御寒衣
物。刚到村里，山洪突然来临。此时，
谢臣离山坡不过几步远，一迈腿就可
以安全上山。但他向连部跑去，他知
道那里还有没来得及上山的群众和带
病坚持指挥抗洪的副指导员刘少春。
就在这时，山洪把他卷进了激流。

谢臣用力浮出水面，发现社员王
洛荣的女儿王莲子正在洪水里挣扎。
他一手抓住王莲子衣服，一手划水，好
不容易游到了岸边，一个漩涡又把他
们卷入激流。

谢臣在洪水中艰难地向前游，终
于游到岸边。可是因为水急，拉着一

个人很难上岸。谢臣急中生智，双手
托住王莲子，使尽全身力气，把她推上
岸，自己却被洪水冲离岸边。

几度浮沉，他才勉强摆脱了激流
冲击，游到水势平稳处，即将脱险。突
然，身后漩涡里又传来了呼救声。整
整奔波了一夜的谢臣，此时体力已消
耗殆尽，但他使出最后力气，挥开双
臂，向呼救的落水女童陈爱子游去。
一波无情的水浪，把他卷入水底。谢
臣壮烈牺牲，年仅23岁。

1964年，国防部追授谢臣“爱民模
范”荣誉称号，命名谢臣生前所在班为

“谢臣班”。
“作为‘谢臣传人’，我们从英烈身

上汲取精神动力，在强军征程中铿锵
前行。”旅长王子强说，自转型以来，全
旅克服困难，苦练本领，战斗力得到快
速提升，多次在上级组织的比武竞赛
中斩获佳绩，涌现出一大批军事训练
先进个人。

谢臣：舍身为民的“爱民模范”

本栏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万和药房积极打造“未来智慧药店”
“您好，您可以向我描述疾病，我

能为您提供专业的用药方案。”在重庆
市万和药房南坪惠工路店，只要顾客
一靠近机器人“医师小乔”，“小乔”便
会发出上述语音提示，为顾客提供智
能用药服务。极具现代感、科技感的
智能机器人，每天都会吸引不少患者
前来询问和使用。

前不久举行的智博会上，重庆市
万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的“24小时智
慧售药系统”从57个申报项目中脱颖
而出，荣获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
览会“重庆2019十大智慧医疗应用示
范案例”称号。据了解，万和药房积极
运用“互联网+”技术，结合自身科技能
力，强强赋能传统医药，力求为广大消
费者提供看病买药新方案。现如今，
该公司南坪惠工路店已成为全国第3
家、西南第一家“未来智慧药店”，正通
过智慧科技，不断提升服务公众健康
的能力与体验。

刷“脸卡”结账
提升顾客购药体验

在传统药房，患者选好药品需排
队使用现金、手机支付或者刷医保卡
支付，费时费力。在万和“未来智慧药
店”，药店里新增刷“脸卡”结账模式，
顾客只需开通支付宝刷脸支付功能，
购药结账时便只需将商品条形码出示
在自助结账机前，选择刷脸（或扫码）
支付即可完成，整个支付过程只需几
秒时间，无需经过收银人员，这不仅提
升了顾客购药速度，同时也保护了个
人隐私。

时值正午，一名年轻男子走进药
房，快速选择完药品后，通过刷脸支
付，他迅速完成了购药所要环节，快速
离去。据该店店长周女士介绍，如今，
店里每天都会有一些年轻顾客购药时
选择刷脸支付，“他们可能觉得这样很
潮”。

其实，在万和“未来智慧药店”，刷
脸功能除了可用于支付之外，购买特
殊药品也可刷脸完成登记。众所周
知，市民购买麻黄碱制剂等特殊药品
需携带身份证进行实名登记，对此，万

和“未来智慧药店”采用人脸识别技
术，快速自动记录购买麻黄碱复方制
剂等特殊药品的购药者信息，省去人
工登记环节，提升了顾客购药体验和
便利程度，也提升了店内工作效率。

24小时自动售药机
满足顾客全天候购药需求

万和药房南坪惠工路店大门右
侧，一个类似银行ATM机的小隔间
占据着药店大门近一半的宽度，非常
显眼。小隔间里放着一台24小时自
动售药机，售药机上下共6排，里面放
着治疗感冒、拉肚子等日常生活常见
症状的各类急用药（非处方药）。据店
内工作人员介绍，此自动售药机与银
行ATM机类似，顾客在上面选择药
品并通过手机扫码支付后，售药机会
自动弹出顾客所买药品。而该售药机
最大的特点是24小时不打烊，可全天
候满足顾客购药需求，这也解决了许

多顾客半夜无药可用只能跑医院挂急
诊的窘境。

“我们这里地处商业步行街，人流
量大，周围小区也多，晚上尤其是后半
夜，实体店关门和代购跑腿下线后，这台
自动售药机就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周
店长称，机器投用以来，它的营业额已经
占整个药店的十分之一，而且这个趋势
还在不断增长。自动售药机虽然解决
了许多市民晚上无药可用的困境，但万
和并未因此提高药价，“这里面的所有药
品价格和店里是一样的，没有涨一分
钱。”据了解，除了自动售药机，万和也已
开通网上药店，顾客在家也可以下单，最
快30分钟即可送药上门。

远程问诊
让患者看病拿药也可“货比三家”

日常生活中，我们走进传统药店
购药，许多时候可能根本得不到执业
药师的专业意见，常常只能在店员的

“帮助”下凭借自身医药常识购药治
病。在万和“未来智慧药店”，顾客可
以不再有此担忧，因为该店的远程问
诊系统可免费让顾客在线“货比三
家”，从一批资深科室医生以及执业药
师里“优中选优”，并通过视频与医生
们面对面交流，获得专业的用药意见。

据重庆市万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艾春燕介绍，万和“未来
智慧药店”远程问诊系统以互联网智
能技术为基础，通过搭建医生与患者
的沟通平台，致力于让顾客与医生之
间实现零距离沟通，实现顾客依据病
情自主选择治疗医师的可能。艾春燕
称，云诊面对面的建立，极大地扩大了
顾客看病拿药时的咨询范围和专业程
度，让顾客用药更科学、治病更及时、
花费更节省，“一位不满意，还可以快
速选择另一位，综合诊断，让治病也能

‘货比三家’。这一系统的投用，很大
程度上解决了患者挂号看医生难又
慢、可选医生数量固定的难题。”

智能机器人
解决顾客购药“难言之隐”

许多市民或许都有这样的经历，
出于自身病症隐私的考虑，进药店购
药时常常对自身症状“三缄其口”，或
是轻描淡写，或是“顾左右而言其他”，
这类羞于向店员、药师表达的情形，常
常使得病症得不到及时治疗，加重了
患者的病痛体验。随着万和智能机器
人的投用，市民们的这一尴尬将得到
解决。

在万和“未来智慧药店”，顾客可
用语音方式向智能机器人讲述病情。
市民黄先生因吹空调而感冒，当他来
到万和药房南坪惠工路店，对智能机
器人讲出“你好小乔，我感冒了”后，智
能机器人屏幕上立即出现了鼻子、咳
嗽、发热出汗、头部、口腔、胃肠、全身
表现等一级选项，当黄先生选择“咽
喉”这一选项后，屏幕上又出现了嗓子
疼、嗓子干、扁桃体发炎、咽喉灼热等
二级选项，选择二级选项后，智能机器
人立即做出判断，为黄先生推荐了相
关药品。据了解，此时，顾客只需选择

“打印药品清单”，即可进店购药，然后
选择刷脸支付完成购药过程，全程可
不与店员、药师接触，满足顾客保护隐
私的心理需求。

艾春燕表示，万和药房“未来智慧
药店”的出现，标志着“互联网+”时代
背景下新兴医药的崛起，也标志着万
和药房朝着全民大健康迈出了阶段性
的一步。未来，万和医药将继续秉承

“只为健康生活”的最高追求，把客户
需求和市民健康放在第一位，依托5G
技术的全面推广，以及人工智能、大数
据和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不断为
公众推出更智能的看病买药智慧医疗
解决方案，消除了购药时空壁垒，打造
药品服务健康生态。

王祥 图片由万和药房提供

刷“脸卡”结账、24小时自动售药、远程问诊“货比三家”、机器人诊断保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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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时代，传统药房如何

利用互联网智能技术自我赋能，

给顾客带来全新的购药体验？

对此，重庆市万和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给出了自身尝试：打造

“未来智慧药店”。在万和“未来

智慧药店”，刷脸支付成为常态，

24小时购药成为可能，远程问诊

可“货比三家”，智能机器人能解

决 顾 客 购 药 时 的“难 言 之

隐”……让我们走进万和“未来

智慧药店”，共同感受“互联网+

医疗”给民众带来的便利。

快递人员送药到家

万和药房24小时自动售药机

万和“未来药店”荣获“2019智博会
重庆10大智慧医疗示范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