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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园党员轮训第十期学习通知 

各中国共产党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总支委会成员：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央、市委和区委关于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党员轮训有关要求，计划用

三年时间，对园区所有党员进行普遍轮训，三年内，每名党员至少参

加 1 次党校或党校分校的集中培训，培训以专题讲座为主，探索“互

联网+”党员培训新模式，培训时间，一般累计不少于 3 天（或不少

于 24 学时）。各基层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党员轮训工作，建立党员教

育培训记录档案和台账，推行培训考勤、学时登记制度，确保党员轮

训达到预期效果。 

为贯彻和学习海淀区工委组织部传达的“两学一做”中重要精神

指示，我单位党总支委会将正式开展学习优秀人物事迹精神工作，现

将海淀园轮训第十期学习人物事迹传达全体党员，请全体党员认真阅

读、学习；同时我单位党总支委会将于近期组织集体轮训工作，由党

总书记梁保喜统一组织大家深入学习，本次学习将采取培训考勤以及

学时登记制度，请全体党员注意通知，及时参与。 

  中国共产党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总支委会成员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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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伯渝精神学习材料——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新华社北京 5月 28日电（记者程露 倪元锦）暴风雪还是来了。所幸，这次

是在夏伯渝登顶 10分钟后。 

 

2018年 5月，夏伯渝在攀登珠峰途中。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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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大本营出发，经过 7天跋涉，5月 14日，69岁的夏伯渝，

穿戴义肢，终于站在世界最高峰的顶端。 

“我知道自己迟早会登顶，只是没想到用了 43年。”他说。 

这是夏伯渝迄今第五次攀登珠峰，也是第一次成功登顶。他成为继新西兰人

马克·英格利斯 2006年登顶后，极少数登上珠峰的双腿截肢者之一。 

夏伯渝在峰顶只待了不到 10分钟。 

他拄着两根登山杖，努力用钛合金材质的义肢多走了几步，想到山的边缘看

看。这座海拔 8844米的山几十年前让他失去双脚。 

 

夏伯渝戴着氧气面罩攀登珠峰。受访者供图 

他通过对讲机，经珠峰大本营的电话连线，向远在北京的妻子报平安。 

“老夏，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妻子在电话中说。 

先于夏伯渝登顶的登山者过来跟他合影。他还没来得及拍单人照，突如其来

的暴风雪就迫使所有人下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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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伯渝（中）成功登顶珠峰后在大本营和朋友及向导合影。受访者供图 

“我想好的两个照相姿势都没来得及摆。”夏伯渝颇为遗憾。 

他预设的两张单人照，一张是高举国旗的，另一张是自己用登山杖指向蓝天，

取下氧气面罩，露出脸。 

下山比上山更艰险，挑战来自义肢和暴风雪。 

夏伯渝带了两副不同用途的义肢，一副走岩石，一副踏冰雪。由于义肢无法

传递感觉，和一般人相比，他在一些险要地带要多付出一倍体能。更糟的是，高

强度运动和低温使他的腿肿起来。起床后，他无法将义肢牢固地安装在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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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伯渝 2018年 5 月登顶前更换假肢。受访者供图 

持续的暴风雪使得登山镜的镜片结了一层冰霜。“我什么都看不见，到处一

片白茫茫。”他说。 

他的义肢数次卡进冰缝里，夏尔巴向导不得不将冰缝凿大一点儿，以便帮他

拔出义肢。 

“我当时想,完蛋了。万一假肢卡在冰缝里从腿上脱落，我会死在雪山上吧。”

他说。 

他唯有紧握登山绳，一步一步艰难地走，花了两天时间返回海拔 5300 多米

的大本营。 

夏伯渝从小酷爱足球，“体能特别好”。他与珠峰的缘分始于 1974 年。当时

在青海一家机床铸造厂当钳工的他被国家登山队选中。 

“我听说可以免费体检，还能去北京转一圈，就报名了。”他说。   

1960 年，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珠峰，创造了人类首次从北坡成功登顶的历

史。1975 年，中国登山队再次攀登珠峰，夏伯渝是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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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夏伯渝（左）在攀登珠峰前。受访者供图 

他和队友攀到 8600 米时遭遇暴风雪，不得不下撤。途中，夏伯渝双脚严重

冻伤。 

他躺在医院等待截肢手术时，从收音机里听到部分队友登顶的消息，悲喜交

加。 

“我为他们完成任务感到高兴，但自己没在其中又感到很失落。我不敢想象

未来的生活可能要在轮椅上度过。” 

珠峰成了夏伯渝心中的一座山。 

医生认为他可以安装义肢，像常人一样生活，甚至可以继续参加体育运动。

这重新燃起了他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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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前的夏伯渝踢足球。受访者供图 

他暗下决心，只要自己能动，一定要登上珠峰。 

失去双脚的夏伯渝成了中国登山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主要负责管理档案。

同时，他还参加残疾人运动会和攀岩锦标赛，多次获得奖牌。 

命运继续考验他。他患上癌症并转移至淋巴，经历多次手术；在第一次截肢

20 年后，残端伤口反复感染，无法正常穿戴义肢，他又接受了一次小腿截肢手

术。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忘记梦想。2014 年、2015 年，他两次抵达尼泊尔境内

的珠峰南坡大本营，但因雪崩和地震，登顶一再搁置。 

2016 年，夏伯渝第四次尝试登珠峰。在距顶峰不到一百米时，暴风雪阻拦了

他。 

我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冲顶。我想不顾一切冲上去，

哪怕下不来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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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当他回头看见随行的向导时，内心开始挣扎。他们只有二三十岁，以出生

入死做雪山向导为职业，往往是一人担负全家的生计。 

“他们不能因我的梦想而死，我决定下撤。” 

为了向珠峰发起第五次冲锋，夏伯渝加强了日常训练：每天早晨 4 点起床，

开始 90 分钟力量训练，包括 1500 个深蹲、100 个引体向上、360 个俯卧撑等，

随后骑车到离家 20公里外的香山开始登山训练。 

 

夏伯渝在小区做俯卧撑。受访者供图 

为了获得更多用义肢攀登雪山的经验，他攀登了慕士塔格峰、玉珠峰、四姑

娘山等，还徒步穿越了腾格里沙漠。 

登山是一项昂贵的运动。对于每月退休工资六千多元的夏伯渝来说，获得赞

助可以助他圆梦。为此，他上了几档电视真人秀节目。 

“我并不想被媒体过度包装，但我需要费用，需要让更多人知道我的故事。”

夏伯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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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伯渝在小区做引体向上。受访者供图 

每次远行登山之前，他都会向妻子和儿子交代很多事情。“我知道自己不一

定能回来。” 

夏伯渝截肢后经人介绍与妻子相识、结婚，生下儿子，取名“登登”。他说，

这并不是想让孩子以后去登山，而是希望他能记住他的父亲是一名登山者。 

在父亲冲顶前，34岁的“登登”悄悄到了珠峰大本营，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珠

峰。 

“不管成败，我觉得这是他最后一次登珠峰了，应该去支持他。第二个原因，

我妈说‘你得去！’”登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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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月 23日，夏伯渝登顶成功后在北京一家医院疗伤。 

当有人用“征服珠峰”来表述夏伯渝的梦想时，他马上予以纠正。 

“不是我征服了珠峰，而是珠峰接纳了我。人在大自然面前太渺小了，大自

然永远不会被征服，但人的命运却是可以的。” 

北京时间 2月 19号凌晨，70岁的中国登山家夏伯渝荣获 2019年劳伦斯“年

度最佳体育时刻奖”。如今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他依然很是兴奋： 

“做完获奖感言以后，有好多人过来照相，后来那个最佳男运动员(德约科维

奇)他跟我说：'你是今天晚上最值得尊敬的一个人。当时那个场面特别大，都是

一些世界上的体育界名人，所以我也觉得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就觉得挺高兴的。” 

夏伯渝能够得到世界体坛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劳伦斯世界体育奖的认可，是因

为他在去年的 5 月 14 号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成为中国第一位依靠双腿义肢登

顶珠峰的登山者。在颁奖现场，夏伯渝也讲述了这段长达 40 多年的漫长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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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3年前攀登珠峰的时候，我把我的睡袋让给了一个队友，导致我冻掉了

双脚。在此后 43 年的攀登过程中，我遭遇了很多意外的打击，比如暴风雪、冰

崩、雪崩、地震等等，后来我又得了癌症和血栓。但是我也没有放弃，我一直都

在坚持。” 

坚持——这是夏伯渝能够登上珠峰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对他人生最好的诠释。

这份坚持，是在厄运和苦难面前永不低头，是在挫败和打击过后屡败屡战。刚佩

戴上假肢的时候，夏伯渝还不能完全适应，身心都承受了不小的考验：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这假肢没有感觉，坐公交车踩在人家脚上我都不知道。

后来我就不坐公车，改骑自行车。骑车的话因为这个假肢不太好，骑着骑着它就

会掉下来，好几次都是这样。但当时我不知道，以为还是有脚的，所以假肢一掉

身体往一侧倒，我就本能地用这个脚去支撑地，腿部残端一下就杵在地上，把残

端底下的皮肉都磨烂了，骨头都出来了，当时疼得都要晕过去了。后来有好多人

过来要扶我，我没让他们扶，当时我动不了身体都哆嗦。我在那起码待了两个小

时，那一次对我打击特别大，当时我真是都不想起来，心想说这样的话，怎么能

登山呢?” 

但心中的“珠峰梦”让夏伯渝没有放弃，选择了坚持。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开始进行力量训练：负重 10 公斤的沙袋练下蹲做 10 次，一次 150 个；引体向

上，一次 10个要做 10组；俯卧撑，一次 60个要做 6组；仰卧起坐，一次 4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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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 6组。这样的训练，他数十年如一日，直到现在。 

1996 年，夏伯渝被检查出患有淋巴癌，躺进医院做了多次手术和放疗。不过

出院后的他依旧坚持锻炼。直到 2011 年，他在意大利攀岩世锦赛残疾组比赛中

获得速度和难度的双项世界冠军。 

 

2014 年，夏伯渝时隔 39年后重回珠峰大本营，向珠峰再次发起冲击。但天

不遂人愿，他在连续三年内的三次尝试都没有成功，其中最近的一次距离峰顶只

差 94 米，却因为暴风雪而被迫放弃。如今回顾过往，夏伯渝感慨失败是成功之

母，同时也对登山、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因为我很清楚：其实一个很好的攀登者的话，他不但会上，还会根据情况

懂得放弃和下撤。因为在那个高度这么大的暴风雪，你要强行登顶的话肯定危险

性也会成倍的增加。一定要记住，生命还是最重要的，只要你活着，山永远都在

那里，你可以再来！” 

于是，2018 年 5 月，夏伯渝第五次站在了珠峰的脚下。攀登的过程依然艰

辛，而且当又一次距离登顶只差不到 100米的时候，前所未有的考验再次摆在了

夏伯渝的面前： 

 “最后一百米不但对我来说，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最艰苦的。因为到了那个

高度的时候你体能基本上已经到达极限了，而且山顶上的氧气也更加稀薄，所以

就看你能不能坚持最后这一段。我看见那个顶峰的时候，确实这一百米对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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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艰苦，看着不远，走起来就怎么也觉得走不到那……当时就想着走好每一步，

因为那上面特别危险，有一步没走好，就会滑下万丈深渊。所以那时候就低着头

看着脚底下，不敢走错一步。” 

 

终于，历经了 40 多年的努力，跨过了人生路上的重重艰险，夏伯渝站上了

魂牵梦绕的珠穆朗玛峰的峰顶。那一刻的他，站在世界最高峰和自己的爱人进行

通话时，已经语带哽咽：“今天是 2018 年 5 月 14 号 8 点 31 分，我终于站在了

梦想了 40多年的珠峰 8848的顶峰！我终于上来了！” 

盲人运动员赵洪波曾经在上世纪 90 年代和夏伯渝一起训练过田径项目。回

忆起当时和比年长自己几岁的夏伯渝接触的点滴，赵洪波记忆犹新：“我们是 93、

94年认识的，他给我的印象是他训练属于自己摸索的，有一份那种执着的感觉。” 

赵洪波说，夏伯渝登顶珠峰、获劳伦斯奖，对整个残疾人群体都是一种巨大

的激励和鼓舞：“这是残疾人这种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做生活的强

者、创生命的奇迹。这是我们残疾人的自豪，也是为他骄傲！” 

虽然失去了真正的双腿，但夏伯渝靠着顽强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走出了一条

非凡的道路，为残疾人群体树立了榜样，为社会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今年的 2

月 20号，有 50 位“北京榜样”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的称号，夏伯渝就是

他们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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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登顶珠峰后，已是古稀之年的夏伯渝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如今，他又

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要登上七大洲最高峰，还有南极和北极，也就是俗称的

“7+2”：“在 5 月份要去登欧洲的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它是‘7+2’中的一个。

我 4月份可能还要去徒步戈壁，以后的活动还有很多，比如乞力马扎罗啊，可能

要在今年我估计最少也得要完成个一两座吧。” 

 

说到为什么要树立“7+2”的目标，夏伯渝说，是因为他的人生需要新的梦

想和动力：“登上珠峰确实是实现了我人生中最大的梦想，获得劳伦斯奖也挺高

兴。但是这劳伦斯奖只能证明我的过去，我把它当成一个起点，为了今后去实现

梦想而努力。我这一辈子都在挑战，在登上珠峰以后必须还得有一个目标，为了

这个目标去奋斗，要不然就没有奋斗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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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登顶珠峰的梦想一路走来，夏伯渝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坚持“：

“最重要的是坚持，最困难的也是坚持。只要你坚持，路再远也有尽头，山再高

也高不过攀登的人。只要你坚持，永远都是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

山。”（完） 

 

 

整理：中国共产党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支部党委会 

部分素材来源：新华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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