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2 责任编辑 / 张和芸 石宁宁２２００11６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８８ 日 星期四 Tel：０１０-６６720759 E-mail：zggfb１b2b@sina.com

时间：1月 19日 地点：吉林珲春 气温：-25℃

大雪封路，官兵开辟通道救护患病老人
■吴保军 钱定瑞

“东阿拉村一位老大爷突发脑梗塞，
情况危急，但大雪封路，普通车辆和 120
急救车都无法通行，请求部队支援。”1
月 19 日上午 11 时 20 分，吉林省珲春市
某边防团二营的值班室电话声骤然响
起，电话那头传来杨泡乡派出所所长曹
德强急切的声音。

这两天，珲春市普降暴雪，道路积
雪平均厚度达 40 厘米，从珲春市区到各
村屯的道路均无法通行。东阿拉村有一
位名叫孙永奎的老人，年逾八旬，儿子在
市区工作，只有老两口留守在村里。这
天，老人突发疾病，可大雪封路，情急中，
邻居向边防派出所报了警。

得知情况，值班营长张文君立即

向团里汇报，得到批准后，教导员曹
刚和军医张文平携带急救药箱、氧气
瓶等救护器材，带车向东阿拉村驶去，
展开了一场生命与时间的赛跑。为节
省时间，途中，张文平通过电话向孙
永奎大爷的家属详细询问了解病情，
做好治疗预案。

到达孙大爷家时，老人已神志不
清。曹刚连忙将其背上车，就往市医院
赶。车上，张文平对老人进行了简单的
紧急救治。积雪实在太厚，即使经验丰
富的老驾驶员一路挂着四驱，车轮胎还
是不时画着弧。途中，车子两次陷进雪
坑无法动弹，随行官兵跳下车，顶着

四、五级的大风和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
严寒，用锹挖、用人推，硬是开辟出了
一条生命绿色通道。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艰难跋涉，
他们终于将老人安全送到了医院。
经过医生全力抢救，老人脱离了生
命危险。

时间：1月25日 地点：福建 气温：-3℃

海防哨所
女民兵喜收特殊“装备”

本报讯 李大勇、特约通讯员徐
文涛报道：1 月 25 日下午，虽然室外寒
风刺骨，冷冷的海风吹得人直打寒战，
但驻守在偏远海防一线的福建长乐市
下沙民兵哨所官兵心里却是暖洋洋
的，因为就在上午，省军区领导机关专
门将电暖气、微波炉、被褥等生活用品
送到了哨位上。

连日来，福建全省迎来史上最低
气温，最冷达到－10℃，据天气预报，未
来几天，部分县市还将遭遇降雪天气，
给部队官兵尤其是海防一线值班执勤
官兵带来不小的影响。为此，该省军区
党委机关紧急下发通知，要求所属部

队全力做好防寒保暖工作，把工作想
在前做在前，变“雪中送炭”为“雪前送
炭”。针对寒流气候特点，该省军区要
求所属部队组织人员对民兵执勤点、
宿舍、热水供应设施等进行检查检修，
并提前将御寒物资请领分发到位。此
外，省军区党委机关也迅即而动，他们
决定购置一批电暖气、微波炉、被褥等
物品，在寒流到来前，由省军区党委领
导分头送到 22个一线海防民兵哨所。

25 日一大早，“爱心专车”就出发

了。一路上翻山越岭，颠簸了近 2 个小
时来到长乐市梅花民兵哨所，将御寒
衣被和物品交到哨长宋传凯手中，嘱
咐哨员们注意防寒保暖。在泉州市惠
安县大岞女子民兵哨所，省军区领导
机关不仅带来了御寒衣被和物品，还
专门带来了烹饪、财会等书籍，以及为
每名女哨员带来了一套精心挑选的美
容保养套装。副哨长张丽蓉动情地说，
虽然外面异常寒冷，但我们却感到春
天一般温暖！

时间：1月 23日 地点：浙江绍兴 气温：-４℃

电力中断，预备役战士爬冰卧雪通农电
■本报特约通讯员 朱知攀

“小心！”预备役战士小方脚一滑，差
点从落差 10 米的坡上滚落，被应急分队
排长陈孝奎从雪坑中一把拉起。

1 月 23 日，“霸王级”寒潮来袭，位
于山区的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越
星村正漫天刮着暴风雪。此时，浙江某
预备役师应急分队的官兵们扛着电锯、
电力抢修工具等，在没过膝盖的积雪中
顶风前行。

“应驻地电力部门协助巡修线路的
请求，我们早上 7 点钟就向受灾点机动
集结了，”走在山间，暴风雪打得应急分
队排长陈孝奎睁不开眼睛，“由于电力线
路受损，越星村的半山、上安山、下安山
三个自然村供电中断，影响了近百户人
家的正常供电。”

受领任务后，应急分队分成 3 个小
组与地方电力抢修部门一同开进。一路
上，官兵们见到断树残枝迅速开辟通道，
巡检线路与电力工人配合默契，运送抢

修器具快速到位……
连着三个村的 5 公里雪路，官兵们

走了 3 个多小时，手牵手通过了无数险
处。有的预备役战士脚跟磨出了大血泡，
但坚持不掉队；有的脸上被树枝刮破，从
不轻言痛；有的雪块掉落到脖子里，但从
不喊一声冷。
“受损点已经被另一组工友找到了，

是树木压断了一段电线，”正要巡检最后
一个村上安山村时，带队的电力抢修工
人周师傅让官兵们组织下山，“通向上安
山村的最后一公里路都是小路，而且很

陡峭，那里只有 2 户农家，我们自己去检
查一下线路就可以了。”
“这怎么能行！”官兵们异口同声，大

家都执意要上山，“哪怕只有 1 户人家，
我们也要过去。”
“都别争了，最后一程我带三个

人进去，其余人就地完成任务后返回
山脚。”有着 15 年从军生涯的应急分
队排长陈孝奎果断决定，他从电力工
人手中抢过巡修工具，带着战士陈江
涛、徐苗芳、卢唯钦，明确分工后就出
发了。

通 向 上 安 山 村 的 路 早 已 找 不
到。官兵们手脚并用往上爬，一脚深
一脚浅，时不时滑倒，或踩到冰冷的
水洼中，茫茫雪地里很快踏出了一
条新的痕迹。

午饭时间过了点，队伍到达山顶。虽
然穿着雨衣，但雪水汗水早已湿透官兵
全身。大家顾不上饥寒交加，协助电力工
人将通往山上 2 户人家的线路仔细检查
了一遍，这才坐在雪地里，通红的手拿着
干粮充饥。

下午 4 时，山上通了电。

时间：1月 23日 地点：昆明 气温：-７℃

机场结冰，官兵昼夜奋战保畅通
■张 军 缪祥兴 本报记者 严 浩

“受强降雪影响，长水机场大面积结
冰，大量航班延误，旅客滞留，请派救援
力量清除机场内冰雪。”1月 23日 20时
许，云南昆明警备区接到地方政府的救
援请求后，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200 余
名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顶着漫天飞舞
的雪花，赶赴长水机场，展开一场与风雪
的较量。

雪势凶猛，加之机场风大，到达作业
区不一会儿大家的脸颊、双手就被冻得
通红，就连汗水也在鬓角凝结成粒粒冰
碴。但没有人退缩，在各单位主官的调度
下，迅速展开清理工作。

24 日早 6 时，记者来到 4 号停机坪
除雪破冰现场，一眼就看见昆明警备区
参谋长沈甸钦正带着大家一起除冰。沈
甸钦告诉记者，“这场雪来得快、来得急、

来得大，大家已经连夜奋战了 7个多小时
了。估摸着再有 2个多小时，跑道上的积
雪应该可以清扫完！那样就不会影响头班
航班起降了！”

铁锹摩擦声、号子声响成一片，汇成
一部交响曲。灯光照映下，每个人的头顶
都升腾起一团热气，不少人甚至把大衣
都脱了下来赤膊上阵了。

不远处的东边跑道上，400 多名官
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展开除冰雪比赛，
短短 2 个小时就清扫出 1 公里跑道；在
西起降跑道上，官渡区人武部、五华区人
武部、呈贡区人武部组织 600 余名民兵
预备役人员挥锹上阵，采用多种方法破
冰开道；在某预备预通信团任务区，几个
战士排成一排，用绳子拉着床板，喊着
号子往前跑，后面跟着几个战士抡着大

扫把，一趟下来，就能清除两米宽的积
雪。记者加入他们的行列，仅仅两三趟，
就已经浑身冒汗了。

记者发现，在扫雪除冰战斗中，昆明
警备区的司令员蒋朝忠、政委方兴国始
终坚守一线，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与
大家并肩作战。“任务完成的很好、标准
很高，大家再坚持一下！”“7 点前一定要
完成任务！”结合任务进展，他们一边清
扫，一边现场进行教育鼓动，激励官兵和
民兵预备役人员鼓足干劲，向最后的胜
利冲刺。

风雪中，大家的手冻僵了，就放在
嘴上吹一吹热气，耳朵冻僵了就用手焐
一焐，铲雪板被折断了就分成两半当铁
锨用……经过一夜的奋战，跑道、停机坪
等处积雪和结冰清扫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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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冰窖、南方速冻、全面冷

战、冰河世纪”，过去一周，来自西伯

利亚的超强冷空气自北向南贯穿我国，

网友们极尽所能用各种词语表达着同

一个感受：冷。

面对这百年一遇的“霸王级”寒

潮，有人躲在温暖的被窝里刷手机，

有人走到户外拍雪景美照，但有一群

人却再次没有意外地出现在抗寒潮一

线，无论是机场昼夜除雪、争分夺秒

送患病老人就医，还是走乡串巷送上

御寒物资，那抹绿色的身影再次给我

们带来感动和震撼；子弟兵再次用暖

心行动为人民送上一股暖流，让这个

冬夜不再寒冷。

思绪泛起，恍然发现，在或大

或小的救援一线，这群最可爱的人

从来都是以最坚实的行动书写着大

爱誓言。

忘不了 1998年南方特大洪水,参

与抢险救灾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以血肉

之躯筑起坚固的大坝，将洪水挡在人民

群众的家园之外；忘不了 2008年汶川

之殇，子弟兵翻山越岭，奔赴余震不断

的灾区，锹挖手刨，创造了一个个生命

的奇迹；忘不了 2015年天津“8·12”爆

炸救援，消防官兵“逆行”奔赴火场，以

生命和鲜血诠释了担当……在这些抢

险救灾的前沿阵地上，人民解放军永远

都是最关键时刻的“菩萨兵”、最危难

关头的“保护神”。灾区的老百姓有

句话说得实在而深情：解放军来了人

心定。至今，人们不会忘记，在北川

灾区一片四周仍在冒烟的废墟上，当

一个受伤的幼童被救出后，仍不忘记

用他稚嫩的小手向 8位抬着他的解放

军战士敬礼。这个场景，当时不知感

动了多少国人。

为什么灾情面前，冲在救援一线

的永远是这群身着迷彩绿的年轻人，

为什么解放军的救援被人赞叹是“世

界上任何一支军队无法复制的传奇”。

因为，我们的军队来自人民、为了人民，

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是我们一切行

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春节临近，在河北涿州传出这样

一条新闻：印有解放军形象的新“门

神”年画受到群众的欢迎。“门神”

右侧是“保家”———武警战士双眼睁

圆，关注着人民群众的安危；左侧是

“卫国”———解放军战士胸挎钢枪，守

卫着祖国的大门。群众说，这才是值

得信赖的，真正能够保卫我们幸福安

康生活的保护神。

时间：1月21日 地点：江西上饶 气温：-4℃

走乡访亲
小车“被迫”换皮卡

本报讯 梅永前报道：1 月 21
日上午，江西省上饶军分区一辆皮卡
车停在万年县珠田乡越溪村头，看着
车上走下来的军分区官兵，越溪村党
支部书记方新忠对着村口的村民高
兴地吆喝道：“军分区的亲人又来看
咱们了。”可随即，一股疑惑涌上心
头：前几次都是开小车，这次咋改皮
卡大车了？
“这车上装的都是御寒物资，小车

装不下，只能换皮卡了。”寒暄间，该军

分区政委李云龙对方新忠说道。前几
天，军分区领导从天气预报中得知西
伯利亚正有一股霸王级的寒潮蓄势待
发，南方地区将迎来大范围雨雪冰冻
天气后，他们首先想到了越溪村结对
帮扶的 48 户贫困家庭，担心村里的贫
困孤寡老人们缺少棉衣御寒。

当李云龙向军分区干部发出向
越溪村捐赠物资的号召时，没想到大
家反响如此强烈：“帮我把这件棉袄
带给江大爷”；“给我捎 200 元钱交给

吴奶奶，我过几天再去看她”……该
军分区现役干部姚吉忠告诉笔者，不
到 10 分钟，已经有十几名科长和机
关干部要求捐钱带物，捐赠清单随着
大家的参与不停加长。最后整理物资
时，才发现小车无论如何也装不下，
只得改换卡车了。

看着军分区官兵不顾路途颠簸疲
劳挨家挨户卸下物资，村支书方新忠
说：“这几天，村里都在传这次‘寒潮’
有多严重，但看到军分区官兵后，大家
都不担心了，我们感到有一股‘暖流’
正在村里涌动，就是再降温 10 度、20
度，越溪村都将是一个温暖的地方。”

“超级寒潮”中 那抹绿暖人稳心

时间：1月 20日 地点：贵州桐梓 气温：-４℃

高原凝冻，民兵逐村排查保民生
■李 锦 康 淮

厚厚的雪堆、长长的冰凌……海拔
1640 米的贵州省桐梓县黄莲乡，连续
几天的低温，已让这个高山乡镇比其它
地方提前进入冰雪世界。1 月 20 日，
该乡镇 1400 米以上的公路出现凝冻，
百姓出行困难，该乡镇民兵在接到上级
命令后，打响了抗凝冻仗。

黄莲乡专武部长王晓彦，带着乡
镇街道上的 100 余名民兵，从路面凝
冻开始，就来回走在路面上清理冰雪
和撒盐，由于路面湿滑，他自己已不
知摔了多少跟头，即使大雪纷飞，刚
处理好的路面没过多久又积上冰雪，
他依然每天坚持在自己的抗凝冻岗
位上。

距离桐梓县城 115 公里的黄莲乡，
是黔北海拔最高的乡镇之一，也是贵州
省一类贫困乡。当地常年雨雾天气 250
天左右，凝冻天气更是长达四五十天，
素有“遵义的西藏”之称。高海拔、高
寒、光照少使得当地生产生活条件艰
苦，环境恶劣。

57 岁的村民廖明恩告诉笔者，
“2008 年冰雪凝冻时，家中断水断电断
粮。今年不用怕，前两天，人武部已给
我送来了 ２ 袋大米、２ 桶油，还有棉衣
棉被。加上家里的酸菜、萝卜丝，过上
个把月都没问题！”

目前，桐梓县民兵应急分队和专

业分队全部冲在抗凝救灾第一线，或
逐乡逐村排查，为困难群众送温暖；
或除雪凝保电力和道路交通通畅；或
在易凝冻的道路接驳口设农民工返乡
服务站。目前，全县没有出现断水断
粮断电、物价上涨现象，群众生产生
活稳定。

1月 20日，浙江桐庐县，民兵应急分

队紧急出动帮助种植户加固大棚，防止被

积雪压垮。 程 艳摄

1月 22日，浙江金华，1100名官兵

职工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兵分多路顶风

冒雪到一线除冰扫雪。 柳亚东摄

1月 22日，浙江上虞，人武部领导

带队，组织民兵应急队员跋山涉雪，把笨

重的电力抢修设施设备运送到处于高山

上的 12个维修点，奋战 8小时，7个山

村家家户户恢复通电。 王渭忠摄

保民生

保电力

保道路

保机场 关文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