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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一筐筐青菜、胡萝卜，一箱箱苹果、

蜜橘，在一个个身着迷彩的官兵中传递，

被一双双有力的手扛上肩头。很快，高

高地摞满了车厢。

淡淡晨雾中，一辆辆军绿色卡车载

着这些生活物资，快速驶过长江大桥，驶

向武汉三镇的大型商场超市和应急点。

受疫情影响，当前武汉市物流配送

企业员工未完全复工，市场保障供应人

力不足。经中央军委批准，驻鄂部队成

立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从2月2日起开

始担负武汉市生活物资的网点运输保障

任务。

习惯了在沙场上驾驶导弹车的中士

王力，如今开起了运输车。他已经习惯

武汉市民把他们称为“开着军车给我们

送菜的解放军”。

“其实，我更喜欢‘超级快递员’这个

称呼，闻令而动，安全高效，使命必达。”

王力说。

从高空俯瞰，运输物资的100多辆

军车都挂着鲜艳的红色条幅，就像一粒

粒红细胞，沿着武汉这座江城的主脉络，

把血液与营养、勇气与力量，顺畅运抵每

一根毛细血管，汩汩流进社会肌体。

武汉，这个正因疫情承受前所未有

考验的城市，冷清的面孔逐渐有了血色。

为什么是解放军？人民所需，使命

必达。人民军队有强大的执行力和战斗

力，即使是常人无法到达的地方，官兵也

能蹚出一条路来。

抗击非典，军队医护人员冲锋在前；

汶川抗震救灾，空降兵十五勇士“惊天一

跳”，打通了震中“孤岛”与外界的联系；

抗击新冠肺炎，人民军医闻令而动，星夜

驰援湖北……

解放军来了人心定！人民子弟兵及

时运来物资，确保了生活正常、民心安

定；军车载上药柜、床架，快速配送到火

神山医院和各个方舱医院。滚滚的车

轮，给这个“被按下暂停键”的城市，增添

了生机和力量。

与物资一起送达的，还有弥足珍贵

的“信心礼包”：军人奋战在疫情防控一

线的身影，官兵在运输保障一线奔波的

步伐，使人民群众确信：不管有多少危

险、多少困难，人民军队随时会出现在最

关键的时刻、最需要的地方，完全彻底地

为人民服务。

司机胡欢，来自英雄黄继光生前所

在部队。他清晰记得那天下达命令的场

景——当时，连长问有没有人想上抗击

疫情一线，包括他在内的全连所有人都

往前跨了一步。

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里，既有驾驶

导弹车、雷达车的老司机，也有新干部、

新战士；既有来自一线作战部队的官兵，

也有来自后勤保障部队的骨干；既有冲

锋在前的党员，也有勇挑重担的青年团

员。但不管是谁、来自何方，他们都勇敢

地站到抗疫一线，挑起了重担。他们用

行动证明，重大考验面前，军人该如何担

当。

每一个冲锋者，都不孤单。这些天，

在支援队驶过的道路上，“最美逆行者”

从四面八方赶来了；志愿者深入社区街

道，筑起一道道防线；社会各界捐献的医

护、生活物资，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武汉，

源源不断输送到最需要的人们手中。

有感于斯，有人在朋友圈写下这样

一段文字：身在抗疫一线的很多人意识

不到，这种冲锋的行为一定需要超乎物

质的力量做支撑，由此产生的忠诚、担当

和勇气，凝聚也传递着我们这个民族最

宝贵的品格。

这种力量，定能传递到每个角落，激

励每一个人，共同驱散疫魔，迎来春暖花

开。

人民所需 使命必达
■本报记者 高立英

一声鸣笛，将儿子与

母亲连在了一起

鹦鹉洲大桥，像一把鲜艳的竖琴，横
卧在云雾氤氲的长江上。

这是武汉市第 8座长江大桥，2014
年建成，成为连接武昌和汉阳的新通道，
也为武汉二环画好了一个圈。

大桥旁，某住宅小区一栋楼的 3层
上，一位母亲倚窗而立，双眼满含期盼。

一队车身挂着红色横幅的军车，缓
缓驶上大桥。
“快来看，是田磊的车！”忽然，她朝

客厅猛招手，喊来丈夫。
“武汉城里头，军车到处跑，一晃就

过去了，你咋知道就是田磊开的？”
“我听见他给我摁喇叭了。”
“他们都穿着军装，一个样，你咋个

知道就是你儿子……”
一声鸣笛，将儿子与母亲连在了一

起；一座桥，将长江两岸连在了一起；一
辆军车，把子弟兵与老百姓连在了一起。
“武汉很大，有很多地方我也没有去

过。”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队员
田磊告诉记者，“我是武汉本地人，家住
鹦鹉洲大桥旁。”

2月 2日那天，开了 10 余年雷达装
备车的四级军士长田磊，第一次开着军
用卡车拉上水果蔬菜，穿行在这座城市
的大街小巷。

经报中央军委批准，湖北省军区协
调驻鄂部队抽组成立抗击疫情运力支援
队，担任疫情防控期间武汉市生活物资
的网点运输保障任务。

这条重磅消息发布后，一位网友留
言：“有解放军在火神山，帮我们湖北人
民治病；有解放军在公路上，保障我们湖
北人民的生活。这就是希望。”

无论是练兵备战，还是开车运菜，对
于参加任务的官兵们而言，为了千万家
的安宁，所有任务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以前，武汉市民出门就能买到日常
必需的所有东西。然而疫情来袭后，对
很多市民来说，菜蛋肉奶从超市到家门
的距离变得很远；对商家们来说，柴米油
盐从仓储中心到超市的距离更远。
“田磊们”就是这座城市的“摆渡

人”——河南生产的资料柜，要从武汉郊
区仓库运到火神山医院，他们来；青海西
宁捐赠给武汉的爱心白菜，要从仓储点拉
到武汉市民的“菜篮子”边，他们来……

不管执行任务回来多晚，田磊到宿
舍第一件事，就是给手机和充电宝充
电。大部分运输任务都是出发前一天晚
上才明确，装载物资的仓储点和送达物
资的接收点有几十个，许多任务还是临
时随机的路线。车上的两名官兵，一人
负责驾驶，一人负责导航。

那天下午，和田磊搭档的队员是谭
君彦。他们卸完物资返场时，经过二环。
“走鹦鹉洲大桥最近。”谭君彦给出

了查询好的路线。
田磊没说什么，开车，上桥。
晚上回到宿舍，田磊接到妈妈打来

的一个电话：“你们今天从鹦鹉洲大桥过

了吧？是不是你？我趴在窗户上使劲往
外看，还听见了喇叭声。”

从去年 3月到现在，田磊一直没有
回过家。虽然部队驻地也在湖北，但每
年有大半年时间在驻训、演习。

过了年，田磊就 31岁了，还没有对
象。本来田妈妈想趁春节休假的机会给
他介绍一个，可田磊这次又没有给妈妈
机会……

在车轮上与时间赛跑

6 点 50分，放在床头的手机叮咚一
声，田妈妈也醒了。她知道是儿子的短
信来了。田磊到了运输队后，她“命令”
儿子，每天早晨必须给她报告体温。

田妈妈看到儿子每天发来的体温报
告，心里是踏实的。就像老百姓们透过
家里窗户，看到装满物资的军绿色卡车，
心里也是安定的。他们确信，这座城市
脉动不息。

除了体温 36.2℃，田磊还多报告了
一项内容：早饭每人 6个汤圆，吃完就准
备出发了。

田妈妈满意地起了床，戴上口罩，开
窗通风。配好 84消毒液，装进小喷壶，
把家里喷洒、擦拭一遍。

疫魔滋扰，生活还要继续。这个正
月，田爸爸田妈妈的日子与大部分武汉
家庭一样，过得分外简单，不再着急起
床、上班、做饭……他们与这个看不见、
摸不着的狡猾“敌人”慢慢周旋着。

元宵节这天，田磊和战友们的工作

节奏依然像打仗一样紧张：6点半吃早
饭，7点登车出发，9点到仓储点装货，12
点到达第一个配送点。

下午 2点半，赶到第二个配送点，卸
下成箱的大白菜、小青菜、黄瓜后，田磊
和战友额头冒汗，肚子也咕咕叫。

用自带的保温水瓶泡上一桶方便
面，靠在方向盘上狼吞虎咽吃完，他们就
算解决了午饭。“还是比昨天带的自热米
饭好吃！吃完再去下一个配送点。”

田磊有点想念奶奶包的蛋饺和爸爸
做的肉丸子。“家里存的青菜，应该也吃得
差不多了。”他不知道，妈妈有没有去超市，
有没有把自己和战友们送来的菜买回家。

执行运力支援任务以来，为了尽快完
成配送任务，队员们几乎没有安安稳稳吃
过一顿午饭。如果不是疫情来袭，这个春
节，田磊应该在家休假，吃完午饭陪爸妈
慢慢走到鹦鹉洲大桥旁，一边散步一边说
笑，找一树梅花给妈妈拍照。

现在，他们必须每天在车轮上与时
间赛跑，不仅比速度，更要拼耐力。

2月 4日凌晨 5点，谭君彦发了一条
微信朋友圈：“原来一天可以这么长。我
不是起得早，我是还没睡。”
“朋友们”并不知道谭君彦那天几点

睡的。他的父母也只知道儿子正在武汉
执行抗击疫情的运力支援任务。

原来，就在 2月 3日晚上 6点半，谭
君彦所在中队接到紧急任务：“武汉客
厅”要连夜建起 1000 张床位的方舱医
院，他们负责运送床架和床垫等物资。

调配任务、准备物资、检查车辆、编
队待命，已经执行完一天运输任务的队
员们再次星夜出动，马不停蹄。

凌晨5点多，车队还在奔驰。寂静的
夜，寂静的城市，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和
车灯打出的光柱。所有队员都已疲乏不
堪，谭君彦从未觉得“一天”竟会这么长。

疫情当前，刻不容缓；军令当头，不
容闪失。坐在驾驶椅上的田磊时不时腾
出一只手来，狠狠拧自己大腿一把。他
知道，自己快一分钟把物资运到，方舱医
院就能早一分钟建成收治病人。要快，
更要安全，他只能用这个办法来刺激自
己坚持下去。

那一年，田磊所在部队上高原执行
驻训任务。他作为先遣队员要驾驶雷达
车在规定时间内赶到阵地。任务紧急！
从早上 6点到晚上 8点，他和战友们驾车
疾驰14个小时抵达指定地点。

海拔高、路况差，路上不时遇到塌方
和泥石流，再加上不时袭来的高原反应，
直到第二天上午 11点，他和战友们才完
成任务回场。走进宿舍，官兵们谁也没
有洗漱，倒头就睡。

人高马大的谭君彦从小在武汉一座
军营长大，他的大部分同学都工作和生
活在这座城里。

这些天，他知道自己那些“警察同学
和医生同学，每天凌晨 4点就到岗”，休
息时间已经压缩得不能再压缩。他也知
道，自己那些奋战在火神山医院抗疫一
线的白衣战友，正争分夺秒和死神赛跑。

冷清的城市，有了温度

一场倒春寒，偏偏在元宵节的前一

天来到了武汉。清晨，四环外的运力支
援队驻地透着寒气。

车场门口的大路上，空军中校任飞
站定，抡起右臂，在湿冷的空气中连续划
出几个大圈。

从后视镜里看到发车信号，田磊立
即转动车钥匙，跟随车队缓缓出发。

今天是支援队成立以来出动车辆和
人员最多的一次：249 名官兵参与运输
任务，106辆运输车装载数百吨物资，奔
向69个不同点位。

昨夜整整齐齐排满 130台军车的大
车场，现在空空荡荡。除了需要定期维
护检修的车辆，现在全都行驶在武汉三
镇的大街小巷。

女技师张黄媛和两个同事走进车
场。他们是一汽解放服务站派来的检修人
员，专门保障部队这次运力支援的车辆。

每天清晨，他们驱车75公里，从市区
公司赶到四环外这个临时集结地。检修小
组组长冯一展径直走到一辆车前，熟练地
蹲下、侧头、仰身，钻进车下查看车况。

扎着马尾辫的张黄媛，有一双大眼
睛，深蓝色工装领口露出里面一件薄羽
绒服。

不一会儿，她消失了两分钟。等回
来时，记者发现她的蓝色工装里已经显
得空荡，“穿得太厚，没法干活，我刚脱了
里面的。”

就在田磊所在分队上路没多久，前一
批出动的分队就有一辆军车发生机械故
障，停在了路边。“我们同事也正开车往这
里赶，结果路上遇见故障车，当时就下车，
很快把问题解决了。”冯一展自豪地说。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城市注入能

量的钢铁洪流背后，还有这样一群为军
车保驾护航的人。

经过高速路口的检查点时，一个女
医生给官兵们检测体温。

因为天气太冷，达不到手持电子红
外测温枪的工作温度，衣着单薄的女医
生用两只手捂住测温枪，一边呵热气，一
边温柔地笑着说，请解放军同志等一下。

每天，田磊和战友们会经过很多个
类似的检查点。这个时候，他很想用武
汉话说一句“谢谢，你们也辛苦了！”但不
知怎么，说出来的却是普通话。

一路驶进城区，眼前的景象那么熟
悉却又如此陌生。曾经繁华、拥堵的武
汉街头，如今空荡寂寥，没有一辆公交
车，私家车也很少见。

见到最多的是执勤的交通管制人员
和打扫卫生的环卫工人。套着亮橙色工
作服的环卫工人，口罩戴得严严实实正
清扫卫生。路上几乎没有垃圾，只有一
小堆黄色的落叶。

田磊的作训服里，只穿了一件薄棉
袄，长时间放在方向盘上的双手是冰凉
的。车里不是没有空调，但他从来不
开。他怕热气一吹，人就犯困。注意力
不集中是驾驶员的大忌。

下午收车回来，田磊按照妈妈的“指
示”，先给她打电话报平安。接到电话，
田妈妈发现儿子声音有点嘶哑，像是冻
着了，就嘱咐他多穿点衣服。

运力支援队住的宿舍有中央空调，
但为了防止交叉感染，没开过。晚上睡
觉，他们会盖一床棉被，再搭一床军被。

家庭和城市，正在经历同一个早春。
田磊知道，即便天冷，家里也不会开空调，
因为妈妈心脏不太好，一开空调容易心慌。
“田磊，给你报个喜。你爷爷的核酸

检测结果出来了，阴性。”田妈妈犹豫了
一下，还是告诉了儿子。

从大年初五开始，79 岁高龄的田
爷爷就开始发热。虽然精神不好，也
没有胃口，可老人家一直千叮咛万嘱
咐，不许告诉孙子。这名老党员念叨
最多的就是：“田磊他们啊，现在干的
是‘保卫武汉’的大事情！要他安心在
部队工作。”

2月 7日，田磊安全行驶 262 公里，
运送生活物资 9吨到武汉市 4个网点。
在加油站补充油料后，田磊把车开回车
场，标齐对正。

明天，依然任重道远。等待这座城
市醒来的每一辆军车，油又加满……

下图：每次执行任务，官兵都积极协

助装载货物。 本报记者 王传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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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必达的速度 家国情怀的温度

钢铁洪流，这样为一座城市“加油”
■本报记者 高立英 特约记者 张 鹤 通讯员 田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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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车队到武汉天河机场执行医疗器材和防护物资运输任务。王传顺摄

更多精彩故事，请扫

描二维码，关注军报军网

融媒体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