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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长山、杨静、杨牧源、蔺以光

天气阴沉，山路泥泞。
“砰！”的一声，一块石头突然从山坡上飞出，砸向山路上

并肩行进的两个人。
“这时，他突然向后推了我一把，我腿部突然一阵剧痛，倒

地瞬间，看见和局长也重重地摔趴在地上。”木映红事后回忆
时仍心有余悸。

10 月 24日，在维西县叶枝镇新洛村委会的宣讲活动刚
结束，县财政局局长和先念就带人驱车进山访贫。山路上颠簸
了约半个小时，又步行 3公里多，来到托八村小组。

村寨紧邻澜沧江，四周沟壑纵横，“望山跑死马”是形象的
写照。当地发展滞后，改变这里的想法一直在和先念脑海中挥
之不去。

进牛圈、围火塘、聊种养……访问了几家后，他和同事木
映红结伴，准备到山涧边的贫困户余天银家再看望一下。

短暂昏厥后，木映红醒来后看到和局长趴在泥地上。木映红
担心他窒息，便爬过去把他翻过身来，但他已昏迷，呼喊不应。

为了找到通讯信号，木映红忍痛爬到几米外的小土堆上，
高举手机拨打电话。一连拨打了 40 余次，才打通了新洛村总
支书记马福生和维西县医院副院长杨勋的电话。

“到了后，我就傻眼了。”闻讯赶来的余天银第一个赶到，
看见和局长全身在抽搐。随后，大家纷纷赶来，开展救治。但
是，和先念因被石头砸中头部伤势过重，当晚不幸去世。

“要不是他推了一把，我的伤也会更重，后果不敢想。”记
者在维西县人民医院病床上见到木映红时，她仍喃喃自语。
经医院诊断：她右侧胫腓骨中下段、胫骨上段粉碎性骨折。

泪别“好人”

“在维西，一个人的离去能引起这么
多人的牵挂不多见，那是因为他曾牵挂
感动了很多人”

近日，记者探访托八村小组，只见左侧的山峰高耸入云，
右侧远处澜沧江奔腾不息，一条条山路弯弯曲曲在山坡上延
伸。和先念出事的路段已新铺上了一层土石，正在做硬化的前
期工作。村里的乡亲们大部分听不懂汉语，但提起和先念的名
字时仍悲伤不已，连声说“好人”，四村八邻提起和局长也连竖
大拇指。

和先念 1972 年出生，老家在叶枝镇姑腊村，土木结构的
老房子十分破旧，屋内没有像样的家具。位于二层的阁楼里，
靠窗摆着一张床。春节等假日他会回来看看家人，在这里住上
一夜。床铺仍保留着原样，记者探手过去，被褥单薄，一阵冷
凉。

先念小时候就很听话，因为家里穷，邻里亲朋资助他不少。
“别人这么帮我，我也要回报！”和先念说过的这句话深深印在
叶枝镇老职工王学仁心里。今年 61岁的王学仁在叶枝村任文
书时曾救济过和先念家。“先念人品好，做人做事非常诚恳。”

叶枝镇主任科员赵玉林说，先念在叶枝镇工作时就爱帮
助别人，哪家有困难资助个几百元是常事。

叶枝镇中心完小校长张君长至今仍念念不忘和先念协调
了数百万元资金，改善 600 多名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一事。
“他还从财政局内部协调设立奖励基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学
生、好教师及关心教育的家长。”

老百姓孩子考上大学，很多人要助学资金，有些不符合条
件的，他自己掏腰包也要支持……

叶枝镇中心完小学生余志强学习成绩好，但家庭变故影
响学习，他知道后便决定帮助，承诺一直到大学都会想办法。

不管是做职员，干镇长，还是当镇党委书记、财政局长，热
心帮助乡亲已成为和先念的习惯。“他做的好事三天三夜也说

不完，他就是老想着百姓。”塔城镇启别村委会主任和金光说。
“别说先念是救人，就是一头牛，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这

种情况下他都会救。”提起救人，塔城镇干部陶勇抽泣不已。
和先念殉职在扶贫路上的消息在群山峡谷中传开。很

多乡亲说，这么好的人，怎么这样就走了？家住新洛村托八
组的余树生，与 70 岁的妻子相依为命，是和先念挂钩的贫
困户。“他常来家里帮扶，怕我们听不懂汉语，用傈僳族语给
我们讲。日子变好了，可他走了，心痛啊！”

10 月 25日，拉着他遗体的车从叶枝镇出发到县城，沿途
许多人停下手中的活计，目送车子。进入县城时，街道两旁许
多市民也肃然而立。

“在维西，一个人的离去能引起这么多人的牵挂不多见，
那是因为他曾牵挂感动了很多人。”10 月 27日，县城住建局
家属区内挤满上千人，大家挥泪送别和局长。

心系群众，他是大家的贴心人

“他为别人的事可以百般求人，对自己
的事从不上心”

澜沧江在峡谷中奔腾而下，两岸山峰林立。
从叶枝镇到新洛村，从姑腊村到托八组，无数个村庄里，

留下了和先念数不清的身影和汗水。
财政所干事、所长，叶枝镇副镇长、镇长，塔城镇党委书

记，县农科局局长，县财政局局长，岗位和职务不断变化，但他
为百姓为群众办事的干劲一直没减分毫。

1994 年毕业后，和先念到了叶枝镇财政所，开启了为乡
亲们的奔忙的人生。到财政所不久后，便任梓里村新农村工作
队队长。“他见面称为我老哥，他朴实，做事也认真。”今年 50
岁的余康生是梓里村村民，回忆当年认识和先念并成为朋友
时，仍神情激动。

“他办事总是先调研，然后下力气推动实施。”梓里村条件
差，发展成为难题。和先念先到村里摸情况，遇见谁家喝粥，蹲
下来就和大家一起吃，没有架子。

好的产业需要带头人，他盯上了时任拖八科村小组组长
的老哥余康生。

“多次探讨后，认为养猪仔是个不错的选择！让我带个
头。”余康生说。余康生家当年就养了 5 头母猪，又带动村小组
38 户人家一户养一头。和先念领着余康生找销路，当年就卖
出了 200 多头猪仔。

“以前村民自养自吃，没想到靠它换票子。”余康生成了大
家信服的带头人，后来他家养到 12 头母猪，每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村民尝到甜头后，和先念又帮助大家成立了养殖合作
社，最好时全村一年可卖出 3600 多头猪仔。

正是靠养猪打下的基础和积累，余康生又发展大米产业。
这时，和先念已是财政局长，来到梓里村调研时，又帮助余康
生谋划产业升级和深加工，缺资金，就帮助争取 100 万元的扶
持资金。目前，加工厂房已焕然一新，新生产线也开始运行，一
茬新米已上市。“和局长是看到我这个企业可以辐射全镇数千
亩的水稻，让大家的米能卖上好价钱。”余康生双眼泛湿，“特
别想把新米给他尝尝，但再也没有机会了。”

深入考察，找到适合产业，发展带头人，最后带动一方。这
是和先念多年坚持的“法宝”。新洛村有 16 个村民小组 1421

人，今年建档立卡贫困户还有 148 户 455人。2015 年新洛村
确定为维西县财政局挂钩帮扶点后，和先念和财政局的同事
就成了村里的常客。

“他轻轻推开院门，一脚踏入泥泞的院内。”65岁的村民
余跃华记得第一次和先念局长来家时情景。接过递过来的水
杯就喝，满是灰尘的凳子擦都不擦就坐下，穿得很普通，余跃
华心想这哪像个局长。

和先念在村里挂钩 3 户，余跃华家是其中比较贫困的
一户。在凹凸不平、泥泞不堪的院内，和先念与余跃华拉起
家常，了解家里情况。不久，和先念便安排给他家的院子内
铺了水泥，房前屋后做了排水，还送来了一只优质种羊。

记者在余跃华家看到，入户道路已铺上水泥，家里通了
自来水，还用上了太阳能热水器。“和局长每次来都会问牲
口、土地、粮食，讲解政策，问有什么需要，逢年过节还会送来
被子和大米。”余跃华说，他就像亲人一样。和先念出事那天，
因行动不便，余跃华只能在院子里远远看着救护车离去，心
痛不已。

余跃华家是维西贫困户的缩影。到去年底，维西县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超过 3 万人，贫困发生率超过 20%。在 6 月份
的一次汇报中，和先念认为，从目前情况看，今年维西要完
成全年财政收支任务面临挑战。他专门向省财政厅进行汇
报，请求加强对维西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在
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和藏区发展资金方面
给予倾斜支持。

扶贫要精准，产业要精准。这也是他一贯的理念。马福生
说，和局长生前多次带队到村里走访调查，协调扶贫资金 1400
余万元，帮助村民发展当归、桔梗等种植业。“这解决了村子产
业的问题。”

“你们要做一村一品才有出路。”这是令塔城镇其宗村委
会主任阿茸印象深刻的一句话。2008 年和先念到村里支招
后，让阿茸去漾濞等地考察核桃种植，因没考察经费，和先念
筹集了 1 万元，支持阿茸带村民考察。还协调林业部门联系挂
包其宗村，直至核桃挂果。现在，其宗村村民人均纯收入从当
时的 2000 多元增加到现在的 6000 多元。

对许多外来的工作队员来说，语言不通是个大问题。和先
念会纳西语和傈僳族语，在一次支部联建会议上，有多位纳西
族村民，他就用纳西族语言鼓励大家，讲解政策。云南省财政
厅驻维西县拖枝村的工作队员说，他就像个桥梁，让我们更近
地倾听到贫困户的心声。

村民是亲人，对同事和先念关心同样细致入微。
在塔城镇工作时，一工作人员与妻子闹别扭想离婚，妻子

带来很多家人到镇政府“理论”。和先念出面做工作，并自掏腰
包带大家到饭馆吃饭。又和该工作人员聊到晚上九点，最后二
人和好。

杨伯元的女儿在州里上中学碰到困难，和先念陪着一同
去找人解决；财政局农财股股长鹿耀东身体不好，到昆明出差
时，和先念总要打电话提醒他要检查血糖水平。
他还多次向上级反映老同志的待遇问题。至今，在他手里

已解决了 20 多个职工科级待遇问题。“他只想着帮别人解决待
遇。”已经解决待遇问题的塔城镇老干部张志勇说，他为别人的
事可以百般求人，对自己的事从不上心，还常说“工作干好是本
分”。

现在，托八村民小组通组道路已开始铺上碎石，这是和先
念生前一直挂念的道路。村民说，他已无法再到这条路上行

走，也不能再来看望我们了。但大家永远忘不了他。

不忘初心，他是党的好干部

“他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工作方
法，总有用不完的劲”

摆设简单，一些笔记、文件依然有序地摆在桌子上，一如他
离开前的样子。

在维西县行政中心四楼的财政局办公区和先念的办公室
里，吸引记者目光的是一本本笔记，上面没什么豪言壮语，也没
诗情语句，每一页清楚地记录着工作内容和计划，甚至粘贴着
一些剪报、文件。

10 月 22日，和先念联系一个协会，准备在中路乡吉介土中
心完小给孩子捐赠过冬的校服和旅游鞋。笔记本上清晰地记录
着接待安排和捐赠时间。这是记者看到的最后一篇工作笔记。

“他就是一个拼命三郎。”杨伯元说，年终决算时，夜里 12 点
前必须完成上报，他就一直陪着大家加班。

“和局长是我所见过的最拼命最认真的干部。”与和先念
共事 4 年多的鹿耀东很是感慨。现在扶贫切块资金、计划项
目很多都在农财股，任务繁重，鹿耀东等人加班，和先念也会
跟他们一起熬。“我们晚上做项目文本，他就陪着一起做。”

“他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工作方法，总有用不完的劲。”
驻村扶贫工作队总队长杜一敏说，很多驻村队员都乐于向他求
教，而他在不同岗位都保持着不断学习的习惯。

和先念为工作已“拼”了多年。
2000 年 11 月，一份材料很急，不及时交的话会影响叶枝

镇财务年审和项目申报。和先念便马上出发去县财政局。不料，
车子翻到山路下距澜沧江几米远的地方，造成他脊椎受伤，动
弹不得。当人们把他从车里抬出来时，他手里还紧紧抓住资料
袋。直至和先念同志牺牲前，每逢天阴下雨，他的背部还会隐隐
作痛。

和先念在叶枝镇财政所的工作井井有条，做的账清清爽
爽。资金账本每年有 100 多本，但有审计来询问，他都答得一清
二楚。王学仁说，领导批条，如果不符合规范的，他不执行，但会
给出建议怎么办。

正因工作有计划、有想法、很能干、人又好，2002 年和先念
被镇上的代表推选为叶枝镇副镇长，2005 年又被推选为镇长。

和先念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以贯之。到塔城镇担任书记当
晚，就请副书记、镇长在宿舍里面谈工作，一直到凌晨 3 点。

腊普是河塔城镇的母亲河，河岸多处有挖沙、开矿的情况。
和先念在河边行走时，双眉紧皱。“脏乱差怎么行？生态可是宝贵
资源，不能毁在我们手里！”

矿山、挖沙审批一律不批，有人告状，有人骂他，他毅然顶
住压力。

和镇上的干部探讨时，和先念提出搞替代能源，镇政府推
广太阳能路灯，在巴珠和生态好的地方推广节柴灶、沼气池、太
阳能热水器。并写入了 2009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和先念选择生态好，但是最贫困的巴珠村做试点。多次到
村里开会讲生态，讲利用好巴珠林地优势。一次夜里开会，他衣
衫单薄冷得发抖，但坚持听群众讲 3 个小时。

“要保护好生态，一定不要砍伐森林。”“生态以后是巨大财
富。”这些话至今塔城村委会主任阿礼楚还能脱口而出。“现在太
阳能 90% 都覆盖，节柴灶 70%，环境更好了，山更绿了。真验证
了他的话，留下的是金山银山。”

工作上他不但拼劲十足，也严字当头。
2002 年前后，有老板送给他一万元钱，求他追加项目资金，

他坚决不肯，把钱交给财政所两个同事，让他们一周内将钱退给
老板，一周内不来取就上交国库。老板很无奈，最后把钱取走了。

和先念母亲去世时，塔城镇一些干部想去送别。县发改局
主任科员和金光说，大家很多人没有见过他母亲，按当地风俗，
去送一下，人之常情。但和先念给多位镇村干部打电话说：任何
一个干部职工，不能以各种理由来。当时大家不理解，想不通，
都说传出去让人感觉塔城镇没人情味。

自己的姐姐依然住在姑腊村的老屋里，但他只帮别人，不
帮自己；帮助很多人解决待遇问题，但他从没向组织申请要过
任何待遇，也没有伸手向组织要过一分钱，写过一张条子。

和先念身形瘦弱，面容和善，说话柔和，穿着简单。在塔城
镇工作时，一套二三百元的西服穿上就脱不下来。同事回忆，和
先念一次搬家，值钱的就是一台电视机，还是为了新家买的，一
辆小轿车一个上午就搬完了各类物品。“普通职工的家具也比他
丰富得多。”

在妻子唐金玉眼中，和先念是个“工作狂”，上班也忙，下班
也忙，家里加班到夜里两三点是常事。唐金玉是县医院内科主
任，工作也十分繁忙。他们的小孩都没时间看管。“他爱身边每一
个人每个生命，就是忽略了自己，不为自己考虑。”

10 月 23日晚上，和先念依然回家很晚，向唐金玉丢下句
“第二天要去叶枝下乡”话后，便开始看材料。唐金玉没打扰他，
便去医院值班。

“以为和平常下乡一样，但那晚竟成了永别，他甚至都没留
下一句交代的话。”过去好多天了，唐金玉提起当晚仍眼含泪水。

在他家的书房，记者看到他当晚读的最后一本书《新预算
法解读》，他读到的第 76 页上，留下了折痕。

不忘初心，大山的儿子将生命融入大山
追记云南藏区扶贫路上殉职干部和先念

连日来，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
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境内的崇山峻
岭中，和先念这个纳西族男子的名
字，不断被乡亲们提起，不断被人们
叨念

从贫家子弟到县里的干部，他
一路保持本色 ；从普通干事到财政
局长，他秉承着初心：从山间小路到
农家小院，他洒下数不清的汗水；当
危险来临，他推开同事……

和先念，他是乡亲们眼中的好心
人、贴心人、好干部；是这片大山养育
的儿子，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大
山，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这方山水

▲ 2017 年 1 月 24 日，和先念(右二)在维西县永春乡拖枝村走访贫困户。

本报记者王琳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拿
奖拿到“手软”的医学科学家曹亚南是一位 80 后博导，也是上海
交通大学培养的一名“土生土长”的博士。

在主治医师眼中，他迟钝到“精神似乎有问题”；在院士导师
眼中，他敏锐到能在世界科学前沿的巅峰对决中“一剑封喉”。虽
从未出国深造，却常让世界顶级科学家“牵挂”不已。

“当下中国的科研环境已不输国外，‘土博士’还是‘洋博士’并
非关键，重要的是苦练内功。”曹亚南说。

闪光的科学素质：既“迟钝”又睿智

读研期间，曹亚南参加了临床轮转培训。一天，午饭排队时，
同行的主治医师发现，他竟然站着睡着了，于是赶紧找到其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宁光院士反映情况。

“宁院长，您的这位学生居然站着也能睡着，有点精神恍惚
啊！”宁光很惊讶，马上了解情况。原来，培训同时，曹亚南在加紧
进行科研攻关。白天实习，晚上做实验，常常凌晨两三点才结束，

次日清晨 7 点半再到病房工作。
曹亚南全心投入科研，抓住培训空闲，练就了“站着睡觉”

的本领。终于，他的这项研究阐述了一种少见内分泌肿瘤即多
发性内分泌腺瘤病的机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科研攻关时，时间紧、任务重，我只能想办法尽可能把零
碎的空闲时间也利用起来。”曹亚南说。

2015 年，宁光收到好友、世界著名糖尿病和胰岛细胞研究
专家丹尼尔·德鲁克教授的邮件。但这位著名科学家要找的是
他的学生曹亚南。邮件写道：“您的学生曹亚南刚刚在《内分泌
学》期刊上发表了胰岛 beta 细胞研究动物模型的重要成果。我
目前的研究亟须使用这个模型，几天前我已联系过他，请他将
实验材料都提供给我们，但未收到他的及时确认。”

“平时曹亚南寡言少语，甚至令人感觉有些迟钝；但工作
中他头脑敏锐、思维睿智，体现了医学科学工作者的闪光素
质。”宁光说。

残酷的科学竞技：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曹亚南的研究方向是内分泌肿瘤以及糖尿病的遗传基

因、发病机制和诊治方法。目前，中国在该领域的很多研究都
处在世界前列。要想做“领跑者”，必须习惯最残酷的科学竞
争。

曹亚南曾作为第一作者，将团队的一项重要研究发
现——— 库欣病垂体腺瘤的致病基因和机制投稿至权威医学期
刊《新英格兰医学》。但 1 个月后被拒稿，理由是审稿期间，同
样的发现已被由德国和日本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在《自然
遗传学》期刊发表。

仅仅晚了一个月，该成果与顶级期刊失之交臂。
2014 年，曹亚南再次作为第一作者，在肾上腺肿瘤的研

究中取得突破，并成功刊载于顶级期刊《科学》上。让团队捏把
汗的是，同期的《科学》和《新英格兰医学》《自然遗传学》不约
而同地刊载了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 3 个研究团队的相似发
现。

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说：“世界顶级的科研竞技就是这
么残酷，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宁光说：“顶尖科学家过招就像‘华山论剑’，闪念间，一剑
封喉。未来，我国科研工作者一定会频繁遇到这样的‘顶级比
武’。”

优渥环境前所未有，科技青年要培养两种素养

能在世界科学前沿保持高水平“竞技状态”，曹亚南认为，
这得益于自己可以专注科研，心无旁骛地做好一件事。

“国内的科研大环境越来越好：研发投入年年高速增长，
成果所有权改革更加考虑对科研人员的激励，设施配套、产业
配套不断提升……即便是‘土博士’也可以在国内开展世界前
沿的科学研究，这是前所未有的机遇。”曹亚南说。

近几年，曹亚南身边越来越多在海外从事科研的朋友回
国。交流中，他总结，新的时代背景下，青年科学工作者需培养
两种素养。第一，追求前沿视野和创新思想。“科学研究是基于
创新的工作，如果思维停留在成熟、保险的跟随性工作上，满
足于模仿国外大牛的技术和方法，永远都走不到前沿。”

第二，注重沟通学习和广泛合作。科技创新越来越依赖于
知识融合和学科交叉，科学竞技也是与时间赛跑。“即使闭门
造车、单枪匹马能够完成，时间上也不允许。这更需要我们以
开放的心态，在不断学习和合作中，发展自身独特的思想和技
术，成为领先者。”

决战在世界科学前沿的“土博士”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