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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州城港路街道朱旺村，党委书记滕春
竹近一段时间泡在了“西海地下医院”的工地
现场。眼下，朱旺村正在对西海地下医院进行
复原。2日，记者在朱旺村看到，该工程的地下
部分基本完工，地上工程部分在全力推进，布
展方案在同步进行：“今年上半年要完成竣工、
布展、开放，将西海地下医院的‘原貌’呈现给
大家。”滕春竹说，希望重温西海地下医院这段
历史，能够让大家总结红色经验、传承红色精
神、坚定红色方向、汲取红色力量。

深挖地洞，把医院建在地下
“村村有地洞、个个能住人”

西海地下医院有什么特殊的历史？为什么
要复原？在莱州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也曾经有过

“沙家浜”和“地道战”这两种斗争模式相结合的
一种生动实践——西海地下医院。“谈起西海地
下医院，它是抗战时期胶东人民为保护西海军
分区卫生所，躲避日军‘扫荡’而建，是胶东军民
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光
辉篇章。”中共莱州市委党史研究中心副编审
孙玉光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
重温这段光辉历史，对于我们今天传承红色基
因、总结历史经验、提升治理效能、凝聚奋斗伟
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8年初，日军入侵胶东，平度、掖县、招
远、莱阳等县城相继陷落，各地奋起抗战。1942
年夏，胶东军区成立后，将第三军区撤销改为西

海军分区。西海地下医院中的西海二字就
来自于此。

自1941年起，日军集中兵力，加强了对敌
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敌人大搞治安强化运动，
实行三光政策。1942年11月，敌人又以两万余
兵力对胶东地区展开了“拉网式”冬季大扫荡。
大泽山根据地被日寇蚕食到“一枪就能打透”的
境地。此时的情况愈发危机，转移迫在眉睫。

西海军分区赵一萍司令员和地委书记兼
政委余己午决定将卫生所、工厂等后勤部门撤
出大泽山区，转移到西海地区的掖县，化整为
零地隐蔽活动。掖县就是今天的莱州市。

“在当时之所以选择掖县作为转移地，原
因在于掖县党组织坚强，群众基础好。”孙玉光
讲解说，早在1930年郑耀南就在掖县成立了
县委，1938年掖县就建立了胶东抗日游击队
第三支队，建立了民主政权，成为山东省第一
块抗日根据地，加之掖县物产丰富，在物资和
医药供应上更为方便，成了“前方的后方”。

在1942年11月，西海军分区卫生所分批

转移到掖县、掖南县的30多个村庄。逐步建立
了王门、朱旺、西北障、南掖和南招5个医疗
区。但当时掖县的情况也不乐观，据统计，仅
1941年至1942年，日伪军就在掖县、掖南县
发动大小“扫荡”数百次，先后制造了惨绝人寰
的谷口唐家、朱盘沟、苗家、车栾庄、尚家山等
数十起大惨案。

在这种情况下，卫生所党组织和各村党支
部研究提出，要想使医院长期在村内坚持下
去，确保卫生所和伤病员不受损失，最好的办
法就是深挖地洞，把医院建在地下。对此，掖县
和掖南县县委提出了“村村有地洞、个个能住
人”的要求。

为应对敌人扫荡，地道口都设在磨盘下、炕
洞里、水井里等极为隐蔽的地方。“由于各据点
的日军以及汉奸特务紧密注视各村庄的动静，
挖洞只能在晚上进行。弯弯曲曲的坑道，只靠一
盏油灯照明，灯光如豆，什么都模模

糊糊。洞内狭小，人在里面直不起腰，甩不开膀
子，只能一点点抠土，要是碰上石头或硬土，半
天都啃不下一筐。”孙玉光说，手磨破了，裤子磨
烂了，大家仍坚持拼搏着。挖土不容易，运土更
是难事。为了不留痕迹，地面上的人要赶在天明
以前把鲜土运走。时值严冬，土一时上不来，地
面上的人只能靠原地跺脚或转圈以取暖等候，
寒夜难捱，但大家始终干劲十足、斗志高昂。为
了加快挖洞速度，卫生所医务人员也参与挖洞，
上演了一出军民同干、协同互助的美好场景。

为了安全及时地把伤员送到医院治疗，卫
生所建立了一条秘密交通线。郝家村周边十几
个村庄的群众为转运伤员付出了巨大的艰辛。
地下医院这条秘密运送线在沿途党组织和群
众的大力支援下，从1942年到1944年这两年
多的时间里从未出现过险情，安全及时地将伤
病员送达到目的地。

庞大救治系统藏于村庄地下
创造世界战地医疗史奇迹

“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医院这个庞大的战时
救治系统能够在兵无一员、手无寸铁、据点林立
的情况下，两年多的时间里悄然地隐藏于村庄
地下，成功完成救治任务，使上千名伤员重返抗
日前线，这可以说是世界战地医疗史上的奇
迹。”孙玉光说，这份奇迹靠的就是人民群众对
医院和战士们的生死相护，他们用忠诚与勇气
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密不透风的“青纱帐”。

为保障安全，卫生所医务人员和伤病员都
分散居住在群众家中，与房东以亲人相称，每
名同志和房东假定了一个亲属关系，编一个假
名字，以应对敌人盘问时可以对答无误。在那
样一个残酷的历史环境里，接纳
一个八路军，就等

于接纳了一份关乎生死存亡的巨大风险。
当时地下医院的治疗环境异常艰苦，很多

在地面上能够轻而易举完成的工作，到了地下
则往往是要兴师动众、辛苦加倍。比如，地洞很
矮，换药的时候，护理员必须要全程保持跪姿，
旁边要有人用纱布盖住伤口和药品，以防洞顶
往下掉土。地洞洞口的大小如井口，进出都极
为困难，尤其是护理员们每天送饭、送药、处理
大小便，爬出爬进洞口不知多少次。

地洞内空气流通不畅，为了使伤病员呼吸
到点新鲜空气，医务人员也要付出艰辛的劳
动。在一次扫荡中，护士申吉桂和护理员孙国
寿带着七八名伤病员隐蔽在曹郭庄的一个小
地洞里。当时地洞的气眼没挖好，随着封洞时
间的延长，伤员们憋得两腮发红、呼吸困难，看
到眼前的情景，申吉桂和孙国寿心急如焚，待
敌人走后，他们借来了一个大铁钻，开始朝洞
顶上钻眼。洞顶太低，他俩就坐着钻、跪着钻，
直到钻的两臂麻酸，脖子发硬，两手磨出血迹，
仍坚持干了三天，才钻通了一个茶杯口大的透
气眼，伤员们终于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战争仍在进行中，伤病员不断地转送到医
院，医护人员们除了完成护理工作，还挑灯夜
战参与挖洞，开拓地下空间。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战略反攻阶段，
地下医院也随之由地下转到地上，坚持了两年多
的地下医院生活终于宣告结束了。在艰苦卓绝的
环境里，西海地下医院成功救治了一千多名伤病
员，同时为抗日民众提供了可靠的医疗保障，在
胶东敌后战场上创造了战地医疗的奇迹。

YMG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
通讯员 宋学智 摄影报道

西海地下医院创造世界战地医疗史奇迹

在栖霞市亭口镇上土屋家村的村西
头，有一条200多米长的进村路，村民们
提起来有一肚子话说。

“很多年前村里人自筹资金建的，质
量太差”“生活废水全流在路面上，冬天全
结冰了”“俺村有个人过年拜年还把腿摔
断了”“摔伤的人没有十个也有八个”……
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讲着过去。“现在好
了，2019年市慈善总会来把路给我们修
了，现在生活用水全走地下，再也不用为
走道儿担心了。”

以前这条路叫什么不得而知，村民们叫
它“断腿路”，如今这条路叫“慈善幸福路”。

说起这几年上土屋家村的转变，村党
支部书记吕宝东很是感慨：“过去村里有
两大难题，一个水，一个路，现在问题都解
决了，脱贫攻坚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老百姓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2019年9月，烟台市慈善总会对栖霞
市亭口镇上土屋村进行了“践初心访贫
困 沉一线促脱贫”大走访大调研工作，全

体党员干部进村入户，了解村里亟需解决
的问题。通过走访发现，上土屋村共有耕
地800多亩，其中山地600多亩，主要经济
作物是苹果和大樱桃。村原有机井四口，
近年来由于天气干旱，只有一口机井尚可
利用，2018年村民自筹资金打深水井两口
稍微缓解旱情，但是远远无法满足村里果
园灌溉需求。

“上土屋村位于山坡上，由于地势问题

存不住水，属于严重缺水的村庄，老百姓没
办法只能拎着塑料桶到5里地外的山东河
打水。”吕宝东书记告诉记者，果园是村民
们的唯一收入，村里没有集体经济，灌溉资
金严重缺乏，遇上干旱年，减产六成以上。

上土屋村的“抗旱”行动迫在眉睫，市
慈善总会启动实施了“合力助脱贫·爱心
化甘露”扶贫生产用水项目，联系爱心企
业争取捐赠资金12万，在村正东和东南处

钻井2眼，平均深度250米，出水量每小时
47立方米左右，有效保障了村内800余亩
果树灌溉用水。同时，将村东头没有硬化
的百米土路和村西头的“断腿路”一并修
缮，村民出行更加便捷。

村里的问题解决了，村民个人问题也
提上议程。上土屋村里共有低保家庭13
户，五保家庭1户，均享受国家的相关帮扶
政策，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但是仍然存
在因病致贫的家庭，这些家庭不符合低保
政策，生活却十分困难。“村民的收入主要
靠经营果园，因病丧失劳动力后不仅收入
大减，看病还有很大一部分开销。”吕宝东
书记说，根据每家情况不同，都填写了救助
申请表格，市慈善总会给予每家3000元救
助金，并持续关注他们后期治疗情况。

“上”土屋村，因名思意，地势高曾为
这个村带来了不少弊端，但如今，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当下，“上”的弊端解决
了，带来的就是益处。“我们村在海拔400
米的山坡上，风景宜人，空气清新，特别适
合来休闲旅游。”记者临走时，吕宝东书记
指着一大片果园说：“马上樱桃就熟了，到
时候要过来吃啊。”

YMG全媒体记者 赖皓阳 摄影报道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通讯员 刘永顺 摄影报道）清明节来临之
际，由共青团烟台市委、烟台市学生联合
会主办，烟台职业学院团委承办的“学党
史、强信念、跟党走”主题团日暨党史学习
教育宣讲会在胶东革命纪念馆、烟台山抗
日烈士纪念碑举行。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来，创造了
伟大的辉煌的业绩，而且使我们的国家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
然一新......”在胶东革命纪念馆内，市委党
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曹桂华教授以“学
好党的历史 坚定信心跟党走”为题作党
史宣讲报告，向现场青年们系统讲解了中
国共产党诞生及发展过程中的“四大阶
段”和“六大辉煌”，让团干部和团员青年
在学习党史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的情怀。

青山埋忠骨，清明祭英灵。在烟台山
抗日烈士纪念碑前，烟台职业学院100余
名团干部、团员青年参加了庄严的祭奠革
命先烈仪式。通过唱国歌、敬献花圈、团
旗下演讲、重温入团誓词等环节，激励团

员青年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传统，践
行新思想，勇作时代弄潮儿。

在参观学习环节，团干部、团员青年
们走进胶东革命纪念馆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纪念馆记录了从明朝至今胶东人民
英勇对抗外敌、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与历
史史实。参观过程中，大家仔细观看实物
展品，认真听取讲解员介绍，全面回顾了
胶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不同
历史时期艰苦奋斗的历史场景，深深地被

“忠诚坚定、不畏艰难、敢为人先、无私奉
献”的胶东革命精神所感染。随着参观的
深入，大家进一步了解到当年革命斗争的
艰苦卓绝，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革命胜利
和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奋战沙场抛头颅洒热血，创建了新中
国。我们出生在和平发展的时代，就应该
不忘初心跟党走，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而
努力学习。”烟台职业学院校学生会副主
席庄卓在参加活动后说到。其他同学也
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坚定了为
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增强了
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今后将以更饱满

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学习工作中，坚定不移
跟党走，青春建功新时代。

我市“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题
团日暨党史学习教育宣讲会活动是对青
年开展的“沉浸式”精神洗礼，增强了团员
青年热爱党、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下一步，团烟台市委将在全市各级团
组织和团员青年中深入开展“学党史、强
信念、跟党走”学习教育，用好用活胶东红
色资源，广泛开展理论宣讲、红色寻访、知

识竞赛、志愿服务、主题实践等系列活动，
激励广大团员青年和团干部在党史学习
教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奋斗的激情，传
承红色基因，矢志建功立业，为全面开创
新时代现代化强市建设新局面贡献青春
力量。

我市举办“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题团日暨党史学习教育宣讲会———

“沉浸式”精神洗礼激发青年爱党情怀

家住芝罘区的张先生，2020年8月
在北京出差期间，突发心肌梗塞，急诊至
北京安贞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住院当天，
张先生通过手机登录烟台市医保局微信
公众号办理了异地急诊备案，出院结算
时他就享受了报销待遇。在以前，患者需
要先垫付全额医疗费，等出院两周后拿
着病历，到烟台医保窗口办理报销手续。
张先生激动地说：“同病区的外地病友都
对我羡慕不已，作为一名烟台人我深感
自豪！”这，就是烟台市医保局精简办事
流程、推进流程再造改革的一个缩影。

烟台市医疗保障局目前服务全市
640万参保人员，日均结算1.7万人次、
3000万元，基金年支付额120多亿元，协
议管理医药机构6000多家。自成立以来，
市医保局就把人民群众最需要的事作为
医保改革最紧要的事，重点解决老百姓就
医过程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通过实施

“加减乘除”工作法推进医保流程再造，优
化和简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和质
量，为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

“加”便民利企渠道，打造“惠民医
保”。就医购药支付“多样办”，之前参保
职工使用个人账户金就医购药时，只能
使用社保卡支付，如今医保电子凭证、身
份证、社保卡、人脸识别等方式均可支
持；医保服务“就近办”，依托乡镇卫生院
建设医保服务站200个，像居民医保参
保登记等14项高频经办事项均可在服
务站直接办理，此外，参保人员可通过
145家银行网点自助设备就近办理12
项业务，比如个人医保账户查询等。

“减”办事环节流程，打造“便捷医
保”。服务事项办理时限缩减79%，申办
材料精简61%。门诊慢性病申报“一次
办”，参保患者可在全市180家医院直接
申报，医保部门直接线上审核，群众不用
再到医保部门跑腿，实现了43种门诊慢
病“一次办好”；医保住院医疗费结算“诊
间办”，住院期间医疗费用只要不超过3
万元，就可以等出院时一并结算，且仅支
付个人自付部分即可，如果住院期间费
用超到3万元，可以在不出院时提前进
行模拟结算，医院根据结算情况冲抵住
院押金；多项业务“加速办”，异地医疗费
用手工结算时限由1个月压缩至10个
工作日。生育津贴出院时由医院直接推
送，发放时限也缩短三分之二。

“乘”信息化效益，打造“智慧医保”。在全省首先建成
“智慧医保”独立信息系统，运行速度提升3倍以上，真正
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最大限度方便了群众
和企业。48项医保业务实现“网办”“掌办”，足不出户即可
线上办理。

“除”基金安全隐患，打造“安全医保”。医疗机构违规
收费、乱检查、乱开药时有发生。为此，市医保局把加强基
金监管，打击欺诈骗保作为首要任务，共查处违规医药机
构3170家，解除医疗机构医保结算资格502家，处理违规
医保医师156名，追回基金1.71亿元，有4起案件移交司
法机关处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通过开展流程再造，全市医保经办服务事项名称、申
办材料、经办方式、办理流程、办结时限、服务标准实现了

“六统一”，18类34项服务事项办理时限缩减79%，申办材
料精简61%，相关做法得到国家医保局和各级党委改革部
门的充分肯定。YMG全媒体记者 赖皓阳 通讯员 衣宝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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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亭口镇上土屋家村有条路叫“慈善”——

昔日“断腿路”，如今“幸福路”

朱旺村复原地下医院朱旺村复原地下医院，，目前地下工程基本完工目前地下工程基本完工，，地上工程部分正在推进地上工程部分正在推进。。

这条这条““慈善幸福路慈善幸福路””让老百姓日子越过越有盼头让老百姓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团员青年参加庄严的祭奠革命先烈仪式团员青年参加庄严的祭奠革命先烈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