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级表彰名
单》，国家对一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斗争中涌现出的先进个人和先进
集体进行表彰，抚顺市有两人获此殊
荣，抚矿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一病房副主任王丽微被评为“全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这份无上荣光，见证了王丽微这
位白衣天使的精诚与勇敢，责任和担
当。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席卷全国。疫情就是命
令！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刻，为了
信念与肩负的责任，王丽微和更多的
同行一道，明知危险却向前，逆风而
行，支援武汉战“疫”一线。作为医院
首批援鄂医疗队队长，王丽微在临行
前坚定地对送行的领导、同事们说：

“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队员
们，做好自身防护，与湖北人民一道，
与全国人民一道，众志成城，战胜疫
情！”

王丽微于2019年11月在中国医
大一院进修学习，武汉疫情发生之
时，她主动中断进修学习，毅然请战
奔赴武汉支援。王丽微的父母家住
葫芦岛，怕两位老人担心，她没有告
诉父母。不仅如此，王丽微家里还有
年迈的公婆需要她照顾，9岁的女儿
需要她呵护。

作为第一批支援武汉的医务人
员，要有足够的担当和勇气，因为当
时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以学习，防护物
资也非常短缺，病患的病情相对较

重。但王丽微没有畏惧、没有退缩，
因为她深知，武汉人民更需要她，那
一双双渴望被救治的眼神不断地浮
现在她的脑海，那是无声的使命召
唤。尽管同是医务工作者的丈夫每
天也奋战在一线无暇顾及家人，却给
了王丽微最大的支持：“家里交给我，
你就放心吧，在外面照顾好自己，我
和女儿等你战胜疫情平安归来。”

家人的支持给予了王丽微勇气
与动力。1 月 26 日，在晨曦的微光
中，带着亲人的期盼，带着领导的嘱
托，带着同事的惦念，带着友人的记
挂，王丽微毅然踏上驰援武汉的征
程，开始以生命守护生命、抗击疫情
的战斗。

到达武汉后，经过严格的岗前
培训，王丽微被安排到蔡甸区人民
医院妇保院区普通治疗组第 5 组。
初到病区，王丽微和队员们一起将
妇幼保健站改造成适合收治患者的
病房。

1月28日，在连续数小时整理好
病房后，晚上 7 时，王丽微便投入到
了接诊首批患者的工作中。隔着窗
户看到了十余米长龙似的排号就诊
队伍时，她恨不得自己能生出三头六
臂，速度再快一点，做得再多一点，让
那些等待就诊的患者能早点得到治
疗。穿着防护服的王丽微，觉得异常
憋闷，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吃力，动作
稍快一点就会有窒息感，在防护服中
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喘气的声音，她努
力克服不适，咬牙默默坚持，结束 6
个小时的工作后，她累得浑身酸疼，
眼皮直打架，困得不行了就蜷缩在狭

小的更衣柜里进行短暂的休息，那瘦
小疲惫的身影让人心疼。

每天，王丽微和当地的医护人员
一道，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带着护目
镜和口罩，从外观上，几乎分不清谁
是谁。为了便于工作，也为了更好地
和当地医护人员熟悉配合起来，她把
名字写在防护服上。脱下防护服时，
每个人的衣衫都被汗水浸透，脸上留
下了口罩的重重压痕。

每天，她一个人要负责十几名患
者的诊治、书写病历、下医嘱等工
作。每个班次12个小时，6个小时在
隔离区，6个小时在办公区，唯有到换
班时间，她才能吃口饭、喝点水，去趟
洗手间。有一次，王丽微看到有位患
者吃饭时气喘就会加重，无法正常进
食，细心的她主动过去给患者喂饭，
边喂饭边跟患者聊天，说说有趣的
事，给患者加油鼓劲，放松患者的精
神，坚定患者的信心。患者轻声地对
她说谢谢，这让她觉得能为患者做点
事，再苦再累都值得。

在武汉工作的这 55 天里，她一
共参与救治了 119名患者，王丽微凭
借自己呼吸与危重症专业的特长，以
丰富的经验、扎实的业务，使越来越
多的患者治愈出院。每当看到患者
出院时灿烂的笑脸，她觉得挨再多的
累、受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患者出
院就是对她最大的褒奖。

武汉战“疫”，舍我其谁。在写有
名字的防护服上，在留下口罩压痕的
脸上，在疲惫不堪的身影上，王丽微
和“战友”们用生命诠释着白衣战士
的使命。

武汉战“疫” 以生命赴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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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之名，致敬英雄！2020年9月8日，首都北京,举国瞩目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表彰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基层党组织。

无愧于时代的召唤，无愧于人民的期待，无愧于使命的担当，这些先进榜样是以身铸盾、
逆风而行的抗疫英雄，在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中，在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中，书写令人敬仰的时代感
动。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的先进人物中，有一位来自辽健集团抚矿总医院的巾帼医
者，她就是抚矿总医院首批援鄂医疗队队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房副主任王丽微。值此时刻，让
我们一起走近王丽微，一睹这位逆行天使的卓然风采。

核心
提示

王丽微在北京参加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王丽微援鄂期间工作照。

精诚写大爱 “微”光耀星空
——记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辽健集团抚矿总医院援鄂队员王丽微

天使的逆行、英雄的诞生，绝非
偶然之举，而是来自平凡岁月里的
不凡历练、医心奉献。

王丽微是抚矿总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一病房副主任，能熟练
掌握纤维支气管镜操作及无创呼吸
机应用，擅长诊治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呼吸衰竭、重症肺炎、支气管扩
张等呼吸系统疾病。她率先在医院
开展了支气管镜检查技术，多篇论
文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多次参加
抚顺市呼吸专业年会的学术交流。
正是基于日常的出色表现，抚矿总
医院首批援鄂医疗队队长的重任才
非她莫属。

2009 年参加工作的王丽微，以
过硬的技术抢救病患，以医者的仁
心温暖患者。一位 70 多岁的患者，
突然出现急性左心衰，呼吸困难，
大汗淋漓，不能平卧。王丽微见状
立即奔到病房，迅速而镇定地指挥
抢救，时刻守在患者身边，以便第
一时间掌握老人病情变化，及时调
整用药。她紧紧握着老人的手，不

断地安慰老人，避免老人因紧张恐
惧加重呼吸困难。经过 3 个多小时
的积极抢救，患者终于病情平稳，
转危为安。

精湛的医术，缘于对事业的深
沉热爱，缘于对业务的刻苦钻研。
王丽微率先在医院开展了支气管镜
检查技术，多次在院内病志评展中
获奖，并荣获医院2014年度、2016年
度先进工作者称号，2016 年在医院
举办的医师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
在2018年医院举办庆祝中国首届医
师节表彰会上，她被授予优秀副主
任医师称号。王丽微的多篇论文发
表在国家级刊物上，在辽宁省呼吸
专业年会上她精彩的学术分享获得
与会专家、同仁的阵阵掌声，她还多
次参加抚顺市呼吸专业年会的学术
交流。为帮助更多哮喘患者得到规
范化管理，她参与了国家级哮喘科
研项目，利用个人时间收集、整理、
上报各项数据。

荣誉总是伴随着贡献与奉献而
来。王丽微获得辽宁省抗疫最美家

庭、抚顺市三八红旗手、抚顺市十大
巾帼建功标兵、抚矿总医院特等劳
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见证
着一位巾帼医者无悔的青春底色、
无悔的使命担当。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救死扶伤本是医者本色，使命使
然。在日常生活中，王丽微的角色
是医生，是母亲，是妻子，是父母眼
中的宝贝女儿；而在突如其来的疫
情面前，王丽微则以一袭白衣、一
身肝胆，一往无前，成为战“疫”一
线的最美逆行者。

每一次出发，都会留下坚实的
脚印；每一次归来，都会收获满满的
感动。敬仰的目光、至高的荣誉，于
王丽微而言，已然转化为砥砺前行
的更强动力。秉持生命至上的情
怀，坚守护佑大众健康的初心，王丽
微一以贯之地以瑰“丽”的“微”光
辉映医学殿堂的璀璨星空，用脚踏
实地的医学实践诠释责任和使命，
为区域百姓擎起生命健康的一方
晴空。 姚 晶

医者仁心 用大爱护众生

（上接第一版）将促进民营经济创新
发展若干政策的惠企新举措由原来
的“20条”增加到“36条”，全力助推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辽阳市
委、市政府对全市60户高质量发展示
范企业、税收突出贡献企业、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突出贡献企业进行了表
彰，进一步提振企业家信心，营造了
尊重、关怀、保护、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的浓厚氛围。

为支持民营经济加速发展，辽阳
市多次出台政策，以“叠加”“配套”方
式，尽可能为民营经济发展释放更多
红利。聚焦构建“3+3+X”现代化产
业体系，高标准编制《辽阳市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规划纲要》，鼓励民企
积极参与，不断增强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的自觉性、坚定性，激发民营经济
创新发展活力。

辽阳市还把减税降费政策作为促
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精
准落实，切实帮助企业减轻负担。今年
以来，辽阳市已为企业减税降费13.67
亿元，有力推动了民营企业复工复产、
复商复市，有效释放了政策红利。

如今，辽阳市民营经济发展迸发
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全市民
营市场主体数量增至11.4万户，占全
市市场主体总数比例达 95.8％，成为

推动经济活动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
主要提供者和技术进步主要推动者。

矢志不移，全力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优化营
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

辽阳市将营商环境建设作为一
项政治任务来抓，坚持问题导向、需
求导向、结果导向，对标全国最先进
地区、最先进办法，全面深化改革，努
力打造办事方便、法治良好、成本竞
争力强、生态宜居的营商环境。

8 月 12 日，辽阳市召开企业家座
谈会，认真听取企业家代表意见和建
议，研究出台了《关于构建亲清新型
政商关系的指导意见》，制定了“十倡
导十不准”的 20 条措施，规范政商交
往行为、明晰政商交往界限，让政商
交往有规可依、有度可量。

9 月 18 日，辽阳市委常委会召开
会议，专题研究打造办事方便、法治
良好、成本竞争力强、生态宜居的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9 月 25 日，辽阳市委、市政府又
召开了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动员大会，按照“项目化标准、工程
化推进、台账式管理、一把手工程”的
总体要求，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
由市级四大班子牵头，成立 4 个工作
推进组，并分别制定工作方案；各县

（市）区、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制
定优化营商环境年度行动计划，在全
市形成了“1+4+N”的工作机制和落
实体系。

一项项政策的出台和落实、一个
个具体措施细化操作的背后，是辽阳
市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
摇”的责任和决心，是大力优化营商
环境的勇气和担当。

这种决心和担当，汇聚成推进辽
阳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重走考察路，看变化
悟初心聚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化公司考察
时，赞誉企业是国有企业的“种子
队”，寄语企业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
在忠旺集团考察时，嘱托企业要进一
步弘扬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抓住
主业，心无旁骛，力争做出更多的一
流产品，发展一流的产业，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9 月 27 日上午，辽阳市委再次组
织市级领导班子成员重走总书记考
察路线，看变化、悟初心、聚力量。在
辽化公司，总书记关注的两项创新产

品现已取得重大进展，抗菌聚酯成功
试生产 1870 吨，具备量产条件；超高
分子量聚乙烯实现长周期稳定运行，
累计生产 5100 吨，取得历史性突破。
在疫情防控关键阶段，辽化公司抢建
4 条熔喷布生产线，彰显了“种子队”
的担当作为。

忠旺集团今年以来，紧紧抓住
“新基建”契机，充分发挥铝挤压、铝
压延、深加工三大核心业务的先发优
势，创造性地研发出具有耐腐蚀功能
的高端铝板，打破了国外垄断，有效
填补了国内空白。

在当天重走总书记考察路线之
后，辽阳市委接着召开专题市委常委
会（扩大）会议，对全市深入学习贯彻
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
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放
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会议精神，
进一步抓好“六项重点工作”和“六
稳”“六保”等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
署。会议号召，全市上下要鼓足干
劲，全力拼搏，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向全年任务目标奋力冲刺。

砥砺奋进，深化改革
开启发展新时代

站在“十三五”与“十四五”历史

交汇点上，面向未来，唯有初心不渝，
砥砺奋进，持之以恒。

眼下，辽阳市正群策群力，精心
组织、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把编
制“十四五”规划作为落实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
际行动。同时，按照省委要求，全面
推进深化改革，全力打造办事方便、
法治良好、成本竞争力强、生态宜居
的营商环境。

9 月 29 日，辽阳市召开市委常委
会议，传达学习9月28日省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精神，要求全市广大党员
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安排要求上
来，要用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打造
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生动画面
和宏大场景。

新的起点，新的征程。
为全面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

会议精神，辽阳市坚持全面深化改
革——

在提升办事便利度上下功夫。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升审批
服务效能，优化再造政务服务流程，
大幅提升服务便利化水平。深入
推进“一网通办”，方便企业和群众
办事。

在 提 升 法 治 建 设 水 平 上 下 功
夫。推进依法行政，营造公平公正的
良好法治环境；健全市场监管体系，
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互
联网+”监管，促进公平公正。

在提升区域成本竞争力上下功
夫。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释放
改革红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便利企业融资；持续整治涉企
收费，优化办税服务，降低企业运行
成本。

在 提 升 生 态 宜 居 环 境 上 下 功
夫。打造包容普惠的生态宜居环境，
提升对企业和人才的吸引力；加大对
高层次人才吸引力度，改善居住环境
质量，补足教育资源短板，提升医疗
服务质量。

在营造“没有旁观者，人人皆环
境”浓厚氛围上下功夫。强化党建引
领，持续抓好“不担当不作为”专项整
治；大力开展营商环境宣传活动，发
挥各群团组织优势，人人参与营商环
境建设，不做“旁观者”，人人都做“局
中人”。

随着“四提升、一营造”改革的持
续深入推进，辽阳市的营商环境将进
一步得到优化和提升，展望“十四
五”，辽阳市经济社会必将开启高质
量发展的新时代！

牢记嘱托再出发

（上接第一版）
什么都不说，祖国知道我。而今，

他再获荣誉：9月26日，孙景坤被授予
“辽宁好人·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许党报国，戎马生涯
战功赫赫
“孙景坤同志在朝鲜守备战斗中，

创立功绩，业经批准记一等功一次，这
不仅是个人的光荣，全军的光荣，也是
人民的光荣，祖国的光荣……”翻开边
角破损、通体泛黄的“报功书”，寥寥数
语，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1948年 1月，24岁的孙景坤告别
新婚妻子，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并随40军119师357团先后参加四平
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长
沙、解放海南岛等战役。

因为在部队表现出色，1949年年
初，孙景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八
千里路云和月，刚从海南岛战场撤回
来的孙景坤和战友们星夜兼程，集结
安东（今丹东）待命。

部队驻地离家乡不到 2.5 公里，
步行也就20分钟，已经两年没见亲人
的孙景坤却从未提出回家看看。直
到战争初期，孙景坤与敌人激战受伤
后被送回国内治疗养伤期间，他才告
假匆匆回了一趟家。随后，孙景坤
不顾腿伤没好利索，再次过江奔赴
前线。

向前！向前！向前！当年打了
多少仗，孙景坤已经无法记清。

“战斗异常激烈，在击退敌人疯
狂反扑中，姥爷共击毙 21 名敌人，志
愿军整整一个加强连，最后打得只剩
下他和其他 3 位战友了……”孙景坤
的外孙毕元发对姥爷讲述的这场战
斗印象极其深刻。

事后，战友们在炮弹掀起的泥土
石块下找到了昏迷的孙景坤，他浑身
上下多处受伤，耳朵当场被震聋，直
到几天后才渐渐恢复听觉。

孙景坤打仗勇武是出名的，在战
斗中也多次受伤。那些至今仍留在
身上的累累伤痕，就是孙景坤戎马
一生抹不去的“勋章”——先后荣立
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
次，并被授予解放东北纪念章、解放
华北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解
放海南岛纪念章和抗美援朝一级战
士荣誉勋章。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回国英雄报告团成员，他还在北京
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亲切接见。

淡泊名利，深藏功名
不忘初心

英雄，《现代汉语词典》里面有三

种解释：一是本领高强，勇武过人的
人；二是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
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
三是具有英雄品质的。

老兵孙景坤就是一个英雄。
战场上的他勇武过人、不怕牺

牲，复员回乡的他不怕困难、淡泊名
利，用数十年的坚守谱写出一曲荡气
回肠的英雄之歌。

1955年年初，孙景坤复员。他主
动放弃城市工作的机会，将组织关系
交给村党支部，把退伍手续交给地方
民政部门。

回乡务农的几十年里，孙景坤始
终将功勋荣誉压在箱底，从未向别人
提及，更没有因此向组织提出任何要
求，就连儿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只
知道他是一位老兵、上过战场，仅此
而已。

如果不是一名村民无意之中的

发现，孙景坤在战火纷飞年代的功绩
将会被掩埋一辈子。“孙老，这是您
吗？”“不是我。”“这上面可有你的照
片和名字，怎么还会有错？”

如果不是上世纪90年代，各地相
继开展关心下一代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孙景坤作为复员军人，被邀请为
青少年讲战斗故事，老英雄仍不会重
新回到大家的视野里。

不少人感到震惊：“都知道他当
过兵，没想到他是那么大的英雄。”

有些人不解：“这么多年，立功的
事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连孩子都不
告诉呢？”

更多人是感动：一个满载功勋百
战而归的战斗英雄，此刻就生活在
丹东市元宝区金山镇山城村，沉默
而平静。

一个疑问，在所有人心中盘旋：
这些战斗功勋，为什么从来不讲？

“我的战友就牺牲在我跟前，我
还活着！我还活着，就已经很幸福
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牺牲了的战
友……”到了这时，人们才终于了解
孙景坤隐瞒战功的理由。

与功勋荣誉一起，被孙景坤深深
埋藏心底的，还有他对战友的深深
思念。

“当年那么多战友在他面前倒
下，他是不愿回忆起那段经历，那是
他心里永远的痛。”大女儿孙美丽在
父亲的讲述与聆听中，终于读懂了老
人隐藏心底多年的秘密。

2016 年 5 月，当得知丹东抗美援
朝纪念馆正在征集历史文物资料时，
孙景坤考虑再三，毅然把珍藏几十年
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书、立功喜
报和部分珍贵的老照片捐献出来。

“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牺牲了的战友，
他们不该被遗忘……”

英 雄 无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