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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气罐烧着了，大家离远点！”

7 月 18 日，是农历六月初六。按当
地风俗，这天要“炸焦花”，也就是油炸
焦馍。33岁的巴庄村贫困户张从敏，在
厨房忙活，和面、擀面叶、开火。没想
到，“轰”的一声，厨房瞬间成了火海。
一声痛苦的“哎呀”后，张从敏倒在了地
上。

附近的人听到异响和呼救，都跑进
院子里看。火舌伸了出来，窗纱都被

“吃”了。大家被吓傻了，没人敢冲进去
施救。情急之下，村民王明亮首先想到
村医王胜伟。

下午 1 点 57 分，接到电话的王胜伟
匆匆赶来。

“液化气罐烧着了，有可能爆炸，大
家离远点！”王胜伟一头扎进火海，将倒
在地上的张从敏拽了出来，他喊着：“先
把她拉到卫生室，我马上到，别忘了打
120！”

紧接着，他从三轮车上扯下挡风棉
垫，沾了水准备往里冲。有村民劝他：
人已经救了，别管了，等着救护车吧。
可如果任由火烧，液化气罐一爆炸，周
围村民都会遭殃。

来不及多想，他又冲了进去。火舌
灼人，浓烟呛人。他把湿棉垫盖上喷火
口，拧紧了发烫的阀门。

火，终于灭了。他赶回卫生室，顾
不上处理自己的烧伤，便开始为张从敏
做简单的伤情处理。等到救护车把她
接走后，歇下来的王胜伟很快就感到呼
吸困难，胸闷头晕。

下午 2 点 26 分，他给儿子王玉龙打
电话：“我有点儿胸闷，你带我去医院看
看吧。”

王玉龙让父亲扶着自己的肩膀，上
了车。车子刚开出巴庄村，身后就没了
回应。到了医院，一个半小时的抢救，
未能挽回吸入过量一氧化碳的王胜伟。

“他的电话就跟‘120’一样”

一说起王胜伟，乡亲们无不交口称
赞。巴庄村党支部书记巴自鸿说：“王
胜伟医术高、医德好，平时就热心助人，
走得太可惜了。”

王胜伟很节俭，几件家具都用了 30
年，衣柜门都关不住了。但为了方便病
人转诊，他专门买了辆小汽车，碰上雨
雪天，他还开车把病人送到家。

有村民说，遇上急病重病，就给他
打电话，不管刮风下雨，白天黑夜，都随
叫随到，他的电话就跟“120”一样，他的
小车就是“救护车”。

村民彭彩云提到王胜伟，眼泪就止
不住了。她孙子曾因放鞭炮炸伤一只

眼，情况危急。王胜伟接到电话，立刻
开车带上祖孙二人去禹州市，结果医院
停电。他又开车直奔郑州的大医院，还
帮忙垫付了医疗费。

类似的事例有很多桩。村里老年
人、贫困户来看个头疼发热的小毛病，
他都不收钱。看病的欠账加上垫付的
医药费，多年累积下来有好几万元，他
从来不催还。

“他总是说，人家啥时候有钱啥时
候就还了，‘有头发谁肯装秃子’，咱少
花点儿就行了。”王胜伟的妻子曹红敏
说。

他未完成的“遗嘱”和心愿

“ 门 诊 日 记 更 换 ，结 核 管 理 不 完
善。”

妻子曹红敏哭着说，丈夫留下的这
个纸条写于救人回来后，从字迹就能看
出他当时状况不好，十三个字，写得歪
歪 扭 扭 。 这 个 纸 条 ，也 成 了 他 的“ 遗
嘱”。

同是村医的曹红敏解释说，这些年
俩人一直交替出去参加培训，“他去学
习的时候，卫生室的事儿就交给我了，
他最后还记得把这些交代给我，应该是
还没写完。”曹红敏说。

因母亲身体不太好，王胜伟从小就
想做医生。1987年，他从许昌市卫生学
校毕业，开始了 30 多年的从医生涯。
2000年，他又从郑州仲景国医成人中等
专业学校的中西医结合专业毕业。之
后，他坚持学习，掌握了针灸、艾灸治疗
术，拿下多个证书。

出事前，王胜伟一直在备考 8 月份
的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早上 4点半就开始学，晚上一直学到深
夜。你看，这是他的笔记。”曹红敏拿出
一摞笔记本，里面字迹工整，图文并茂。

“我爸对我要求很严，我学医也是
受家庭影响。他生前一大心愿就是获
得执业医师资格，可惜没法完成了。”
在禹州市中心医院儿科工作的王玉龙
说。

王胜伟走了，他用来针灸和艾灸的
器材可能要放一放了，低保户王建申的
地也不能找他帮忙种了，颍河边少了偶
尔来钓鱼的村医，巴庄村村道上也不再
有他晨跑的身影。还好，他救下的张从
敏，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慢慢好了起
来。

如今，王胜伟被追授为禹州市见义
勇为道德模范，他生前所在的巴庄村第
一卫生室门牌上的负责人也已经更换
为曹红敏。她要接替丈夫继续守护巴
庄村 1980人的健康。

新华社郑州8月19日电

30多年行医生涯中最后一次守护生命

村医王胜伟两进火场舍身救人

“韩汉均被抓住啦！”
“是不是 22 年前逃到国外去的那个

物资局长？”
“听说是从海南抓回来的，也算是逃

到‘天涯海角’了！”
……
2017 年 12 月 7 日，浙江省绍兴市纪

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则题为“畏罪
潜逃 22 年 终于被逮住了”的消息，点击
阅读量瞬间破万，重新唤起了“老绍兴”
们对绍兴市原物资局党委书记、局长韩
汉均畏罪潜逃的记忆。近日，韩汉均因
犯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神秘失踪，一个匿名电话使行踪更
显扑朔迷离

1995 年，韩汉均 40 岁，任绍兴市物
资局局长、市物资（集团）总公司总经
理。1995年 9月 8日，这位别人眼中前途
一片光明的韩局长让单位驾驶员将他送
到杭州后，说了一句“你先回绍兴吧，我
自己回去”，从此消失在了茫茫人海、音
讯全无。

同年 9 月 28 日，绍兴市人民检察院
以玩忽职守罪对韩汉均立案侦查。10月
6日，浙江省公安厅对其发出通缉令。

鉴于该案案情重大、社会关注度极
高，绍兴市纪委、市公安局、市检察院专
门抽调人员成立了“9.8”专案组办理此
案。

1996 年 8 月 13 日，专案组接到了一
个匿名举报电话，举报人称听一个楼姓
温商讲，韩汉均已逃往美国；9月 5日，又
获悉有人在香港看到过韩汉均，说他途
经香港去了泰国；10月，专案组人员通过
相关人员了解到，韩汉均曾说起过要逃
往南非……

“1995、1996 年，关于韩汉均去向的
消息满天飞。”一位曾经参与追捕韩汉均
的老同志告诉我们，专案组对这些消息
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寻找相关人员进行
了核实，但核实的结果，要么是“烟幕
弹”，要么就是相关人员主观臆测。“我们
还围绕韩汉均的关系网开展了大量的布
控和调查，但都没有发现韩汉均去向的
线索。”

此后的 20 年，岁月流转、人事更替，
对韩汉均的追捕虽从未中止，但办案人
员辗转各地，都是无功而返。

众里寻他，一次改革为多年搜寻带
来转机

2016 年 11 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拉
开序幕，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市、山西
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2017 年 4 月，绍
兴市监委成立，追逃追赃工作力度进一
步加强，对该市所有在逃案件全面实行

“专案专办”，一批失踪多年的在逃人员
短时间内迅速归案，韩汉均的去向也逐
渐显露。

2017 年 10 月的一天，绍兴市委反腐
败协调小组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收到一
份来自公安机关的研判报告，发现韩汉

均疑似化名“马某”，“漂白”后在海南省
海口市生活，且已再婚并育有一女。

绍兴市纪委监委立即召集追逃追赃
办有关成员单位分析研判，并当场确定
由一名监委领导担任追逃小组组长，统
筹协调对韩汉均的踪迹进行跟踪核实。
随后两个月，追逃小组对相关线索、信息
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核查，初步确认

“马某”就是韩汉均，并第一时间通过公
安机关对其进行了布控。

长途奔袭，一场抓捕行动紧锣密鼓
直指目标

2017 年 12 月 4 日，由绍兴市纪委监
委和市公安局一行 5 人组成的追逃小组
踏上飞往海口的航班，他们此行的目的
就是抓捕韩汉均。

“根据事先拟定的抓捕计划，我们马
上与海口市公安局取得联系，并于当晚
前往他可能出入的部分地点踏勘。”追逃
小组成员说，考虑到他女儿年纪尚小，当
面抓捕可能对她成长不利，我们决定在
其住处附近对其实施抓捕，同时尽量做
到不当着其女儿的面进行。

12 月 6 日 14 时许，正是当地小学生
下午上课时间，追逃小组的办案人员发
现一名头发花白、戴着墨镜、年逾六十的
老人拎着书包，带着一个小女孩走下楼
梯。“对，就是他，跟上去，注意抓捕时
机。”办案人员立即行动，兵分三路紧随
其后。10分钟后，其女儿走进了校门，办
案人员随后上前抓住了“马某”的胳膊。

“韩汉均，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知道，抓我的人。”一阵沉默后，韩

汉均说，“这几年，我经常在关注国家反
腐形势，在这样的大势下，我被抓是早晚
的事，这对我也是个解脱。”

追悔莫及，一个疯狂赌徒的末路逃
亡

韩汉均为什么要玩“失踪”，这些年
他又过得怎么样？困惑“老绍兴”们 20
多年的答案随着其归案一一揭晓。

被抓后，追逃小组工作人员随即对
韩汉均进行了讯问，得知的真相让人震
惊：1994年年初至 1995年 8月间，韩汉均
多次违反规定，擅自调用巨额资金投入
期货交易，造成物资总公司经济损失近
6000万元。

“我们知道老韩炒期货亏了钱，但没
想到亏了这么多，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
字啊！”他原单位的一些同事又惊又气，

“好好的一个物资总公司就因为这事败
落了。”

“1994 年、1995 年，我用公司账户做
期货亏了很多钱，但当时就像个赌徒一
样，结果却是越亏越多。”韩汉均说。带
着畏惧和愧疚，他先逃到了广州，又来到
了海口。刚到海口的那段时间，因为怕
被发现，韩汉均不敢外出工作，只能在出
租屋里通过炒股维持生计。“2006 年，我
认识了现在的妻子，2010 年我们结了婚
……我对不起现在的妻子，欺骗了她，更
对不起年幼的女儿……” 据新华网报道

绍兴市追回潜逃22年要犯:

任你天涯海角 难逃天网恢恢

据新华社南京8月19日电 记者从
徐州市政府获悉，受台风“温比亚”影响，
17日 8时至 19日 14时，徐州市出现区域
性强降雨天气。据初步统计，截至 19日
14时，此次暴雨已致7人死亡18人受伤。

本次降水过程，徐州全市平均降雨
量 132.2毫米，最大降水 516.0毫米（沛县
栖山镇）。据水文监测，降水量超过 250

毫米的共有 22 个站，均位于丰县、沛县
境内。

灾害致使部分民房损坏倒塌、公共
设施受损、在田农作物受灾，部分河流
超出警戒水位。据初步统计，截至 19日
14 时，924494 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029235 亩 ，其 中 农 作 物 成 灾 面 积
397950亩，受损房屋 1824间。

受台风“温比亚”影响

徐州暴雨已致数十人伤亡

8 月 16 日下午，一组暖
心照片在朋友圈流传开来，
在手术室里，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手术室的男护
士陈应尧温柔地怀抱着一
名男童，男童的小脑袋紧紧
依偎在他的肩头。今年是
陈应尧在海医附院手术室
当护士的第五年。作为为
数不多的男护士之一，他觉
得 ，手 术 室 经 常 遭 遇 大 抢
救，面对的大都是创伤较重
的患者，男护士反应敏捷、
抗压能力强，并不比女护士
逊色。 据《海南日报》报道

7月18日，本来是漫长夏季里的平常日子。然而，对
于河南许昌禹州市褚河镇巴庄村村医王胜伟来说，这天
是他 30 多年行医生涯中最后一次守护生命——他两进
火场，舍身救人，谱写了一曲见义勇为的颂歌。

王胜伟走了，他没能等到一直准备的乡村全科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没能等到8天后的生日，也没有等到
首个“中国医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