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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9日，清晨 6点半，大雾笼罩下
的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曙光未现。

崇阳县天城镇党委委员罗浩穿着
防护服，从镇防疫指挥部值班室来到车
库，开着指挥部“专门”配属给他的一辆
“金杯”汽车，驶离了指挥部。

这一天，罗浩的任务是接送 20多名
结束隔离观察的村民回家。

即使因为近日那条被媒体广泛报
道的新闻而广受关注，在 44 岁的罗浩
眼中，自己仍然和其他同事一样，是一
名奔波在基层抗疫一线的普通干部。

1月 31日，因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表现突出，罗浩由四级主任科员提拔为

镇党委委员，成为媒体公开报道中全国
首个在抗击疫情工作中被“火线”提拔
的干部。

被“火线”提拔后的这 10 多天里，
罗浩的工作与之前并无两样：送疑似患
者到医院隔离诊治，接治愈人员回家，
以及运送防护物资，每天工作时间长达
15个小时。

天城镇是崇阳县县委、县政府驻
地，有近 20万人口，春节期间从武汉返
乡人员众多，防疫工作形势不容乐观。
“谁会驾驶 7座‘金杯’车？能不能

支援一下？”1月 21日，在该镇防控工作
紧急会议上，镇里决定“征用”1辆“金
杯”车专门用于接送疑似患者，并选派 1
名干部当司机。
“我会开车，我去！”平日里话语不

多的罗浩主动请缨，表示愿意承担这项
工作。

然而，转运疑似患者，就意味着面临
危险。有朋友好心劝他：“做这项工作有
很大概率会被传染，你不知道吗？”罗浩
不是不清楚其中的风险，但他觉得，自己
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一名党员，有战斗
必须能顶上，遇事就得有担当，更何况他
在部队也掌握了相关车辆的驾驶技术。

1992年，罗浩入伍到驻福建陆军某
部，曾带领全班参加步兵战术比武，演
示课目作为示范课目在全旅推广。由
于表现突出，他还被选为代理排长，带
领所在排荣立集体三等功，本人也光荣

入党。1996年退役回乡后，他先后在崇
阳县质监局、食药监局工作。
“当兵 4年，对我的性格塑造影响很

大，现在很多工作习惯都是以前在部队
养成的。”采访中，罗浩坦言，虽然退役
多年，但他始终以一名军人的标准来要
求自己。只要国家和人民需要，站出
来，就是老兵的本能！

面对肆虐的疫情，罗浩站了出来。
从镇里出现疑似患者开始，他每天穿好
防护服，开车向县里的定点医院转运相
关人员。

未知的恐惧、朋友的劝阻、家人的
担忧，都没有阻挡罗浩的脚步，但一些
患者的不理解却给罗浩的工作带来不
小的阻力。

除夕那天，一位老人被确诊送进医
院后，罗浩第一时间赶到老人的家中。
“大过年的你让我们去医院？我

家孩子是医生，不用你们操心！”当罗
浩说明来意后，老人的老伴说啥也不
肯开门。为了做通工作，罗浩站在寒
风中给老人及其家人讲政策、谈利弊，
最终老人同意全家人去医院进行隔离
观察。

大年初一清晨，村民佘先生从武汉
拼车回老家，跟同车的一位确诊患者有
过接触。得知这一情况，罗浩立即上门
劝说并开车送其一家人前往隔离点。
“谢谢你及时出现，保障了我家人

的安全！”在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后，佘

先生发来信息向罗浩表示感谢。
从 1月 21日至今，罗浩每天早晨 6

点多出门，有时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
已有半个多月没回过家。经他转运的
110多名疑似患者和密切接触者中，有 2
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正是因为
罗浩冒着被传染的风险，及时转运隔离
观察人员，才避免了更多的人被传染。
为肯定他的工作，1月 27 日，崇阳县防
疫指挥部对罗浩予以嘉奖表彰。1月 31
日，罗浩被“火线”提拔为镇党委委员。
“这有点放大了我的功劳。”面对“突

如其来”的提拔，罗浩表示，为了战胜疫
情，大家都在辛苦工作，轮流值班，日夜
坚守，“可能是我的工作看上去更危险。
其实其他同事在社区走访，也有可能直
接或间接地接触患者或疑似患者，都是
在一线工作，同样也有风险。”

在罗浩看来，“火线”提拔意味着更
多的责任和担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遇到事情，党员干部就要站出来，担
负更多的责任。”
“无论在部队还是地方，我都会以

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冲
锋的战斗姿态。”罗浩说，退役那一年，
他作为唯一一名老兵代表，在全旅退役
士兵欢送大会上发言。

如今，罗浩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这一
诺言。

左图：罗浩准备驾车转运疑似患

者。 作者供图

因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退役军人罗浩被“火线”提拔——

站出来，是老兵的本能
■田国松 吴忠勇 本报特约记者 朱 勇 “要是早晨我再劝劝他，拉住他在

家休息就好了……”2月 3日，刚刚失
去丈夫陈在华的徐硕霞悲痛不已。

陈在华是一名退役军人，牺牲前
是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城管局大通
街道中队副中队长。春节前夕，面对
突发疫情，淮南市启动重大公共突发
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陈在华第一时间
返岗，带领队员巡查活禽市场、关停
餐饮摊点、宣传防疫知识，每天工作
都在 10个小时以上。就在牺牲前一
天的下午，陈在华已经感到身体不
适，但仍坚持工作到晚上 7点多才回
家休息。第二天上班途中，他明显支
撑不住了，尽管立即就近入院接受治
疗，却终因病情严重，抢救无效，不幸
牺牲。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江淮大地上
还有数以万计的老兵像陈在华那样，
闻令而动，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第一
线，安徽省肥东县的项贤羽便是其中
一位。几天前，听到电话里儿子的一
句话后，这位有着 12年兵龄、已在抗
疫一线连续奋战 10多天不言累的老

兵，还是忍不住落泪。
“爸，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回家？”

2019 年，项贤羽的妻子病故，他答应
12 岁的儿子这个春节一定好好陪
他。然而，眼看春节临近，肥东县却接
连出现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病例。“参
加疫情防控，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为
了保护家人，希望儿子长大后能理
解。”项贤羽把儿子安顿到亲戚家后，
转身投入到战“疫”行动中。
“战位”有别，心心相依。2月 4日

上午，蚌埠市禹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工作人员推着一名坐着轮椅的老人来
到蚌埠市慈善总会，老人拿出 3万元
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给防疫人员
买些物资吧。”这位 78岁的老人叫张
学祥，在部队服役时不慎因公致残，退
役后主要靠抚恤金生活。得知疫情发
生后，老人主动提出希望为抗疫献上
绵薄之力。

疫魔无情，老兵情浓。无论是否
穿着军装，他们的血液里、骨子里流淌
的，依然是军人的本色，他们始终牢记
着“我是谁，为了谁”。

疫情当前，他们不忘“为了谁”
■崔俊岗

战“疫”，那些挺身而出的老兵身影

2月 8日，武汉雷神山医院进入收
尾交付阶段。这一天，首批医疗队员
陆续进驻，来自武汉市的首批患者也
将入院治疗。

在医院的一个角落，付伟和工友
正在收拾工具，准备撤出医院。看到
一群白衣天使疾步走进病房，一批病
人被送到医院，付伟凝重的脸庞一下
子轻松了许多。

今年 38岁的付伟，是湖北省秭归
县茅坪镇西楚社区一名普通退役军人，
曾在陆军某部服役多年，退役后一直在
秭归县从事弱电安装和检修工作。
“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建设

项目急缺弱电相关技术人员，要求能
迅速进场……”2月1日，付伟在一个工
作微信群里看到一条紧急招人通知。
“我可以去！”付伟立即报名。怕

家人担心，在 2月 2日志愿参建者集合
这一天，付伟只偷偷将消息告诉妻子，
并要求妻子瞒着父母，免得他们担心。

当晚 11点半，付伟到达雷神山医
院施工现场，短暂休息后，第二天一大
早他便投入到弱电配线作业中。

与付伟以往从事的工作不同，雷

神山医院的建设工期紧、强度大，分秒
必争。在分配施工时段时，付伟主动
要求分配到夜班突击组，“我们几个当
过兵的都要求到夜班组，因为打硬仗、
啃硬骨头是军人的作风。”

为赶工期，雷神山医院的施工是
24小时无缝衔接作业。“施工那几天，
我们就像一个加强班，大家都是战友，
互相帮助，互相配合。”工作中，他们也
遇到不少难题。一个病区要拉 200多
根网线进入机柜，需要把像“蜘蛛网”
一样搅在一起的网线一根根捋清楚，
线和图纸都要对上。“这些网线主要负
责医院的监控、远程医疗、门禁，不能
出一点差错。”付伟说，尽管工作繁重，
但他们没有丝毫马虎。

由于医院是模块化建设，作业中付
伟和工友大多都是全程站立，高强度的
作业让他们每天都累到双腿肿痛麻木，
步行返回两公里外的工棚休息时，往往
都是和衣躺下就立刻进入梦乡。
“国家有困难时，退伍军人冲锋陷

阵不需要任何理由。”付伟说，在雷神山
医院施工现场，所有人都是一个信念：早
一分钟建好医院，早一分钟救治病人！

瞒着父母，他前往“雷神山”
■吴光彩 刘衍杰 本报特约记者 朱 勇

“邱鸣，好样的！退伍不褪色，你是
全中队官兵的骄傲，为你点赞！”2月 5
日凌晨1时许，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的
防疫志愿者沈邱鸣刚换完岗，准备休息
时打开手机，看到当兵时的指导员周凯
发来的一条信息，眼圈不禁泛红。

沈邱鸣是浙江西塘人，2017年高
考结束后，入伍来到武警上海总队执
勤第五支队四中队。两年间，他经常
参加中队组织的为民服务活动。2019
年退役后，他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就读。春节期间，他偶然看到嘉善
县团委公众号推送的一条征集青年防
疫突击队志愿者的信息。看罢，他立
即与他们取得联系，成为嘉善县疫情
隔离观察点的一名志愿者。

从进入隔离观察点的那一刻起，
沈邱鸣穿上厚厚的防护服，觉得自己
又变成了一名战士。每天三班倒，每
班 8小时，白天沈邱鸣进入隔离区为
隔离人员测量体温、保障三餐、处理突
发情况，晚上他主动请缨参加值班监
控，防止隔离人员无故外出。
“邱鸣，你一定要注意防护，确保

自身安全。”5日上午，沈邱鸣休息之
余，与指导员周凯视频聊天，不少战友
都围过来叮嘱他。沈邱鸣对大家说：
“若有战、召必回，这些天我再一次找
到了当兵时的感觉，忙碌而充实，辛苦
而满足。国家有难，每一名退役军人
都有自己‘战位’。抗击疫情，老兵义
不容辞！”

抗疫一线，他找回“战位”
■陆振鑫 李宏伟

2月5日，河北省军区石家庄第十五离职干部休养所的93岁离休干部于

钟鸣，为抗疫捐出10万元。他对干休所所长王学海说：“这是一个老八路的心

意，请转交组织！”有着77年党龄的于钟鸣，13岁参加革命。最近，他一直关

注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2月3日，他对妻子说想给武汉捐10万元。当晚，

妻子就找出家里那张还没到期的10万元存单。得知他要捐款的消息后，不少

人问为什么要捐那么多，于钟鸣总是重复那句话：“和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相

比，我捐出这点钱算得了什么？” 曹 强、苑大营摄影报道

2月 4日晚 10时 30分，何学江脱下
层层防护服，大步向院外走去。头顶，
月明星稀。身后，寂静的武汉市中心医
院后湖院区的轮廓依稀可见。透过零
星的灯光，病房中，“全副武装”的医护
人员的身影一闪而过。

这一天，是四川雅安老兵何学江在
武汉的第 55天，也是他成为抗疫消杀志
愿者的第7天，“红区”志愿者的第4天。

1月28日 大年初四

一位保安队长的“战意”

清晨，何学江推开窗，望着近在咫
尺的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轻轻叹了
口气。
“还有志愿者岗位吗？我是老党员，

也是退役军人，不要报酬。”每天上班前，
何学江都会到工作地点附近的火神山医
院建设现场询问，无奈都未能如愿。

2019年 12月 4日，就职于上海某保

安公司的何学江被调往湖北黄冈，因踏
实肯干，12月 12日，他被调往湖北省武
汉市蔡甸区，负责某在建工地的安保工
作。2020 年 1月 1日，他被提拔为保安
队长。

1 月 23 日，自武汉关闭离汉通道
后，何学江负责的工地“人去楼空”，他
的工作变得轻松，只需定期到工地上转
一转。

1月 28日下午 6时，下班后，何学江
再次来到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看着现
场迎风飘扬的党旗，何学江热血滚滚，迸
发出誓与疫情作斗争的“战意”。

他用手机拍了一段视频，配文
“作为一名老兵，我身处现场，斗志昂
扬……我宣誓：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
召必回，战必胜，无怨无悔”。

1月29日 大年初五

36000步丈量疫区

“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招募志愿
者，有意向的与我联系。”1月 28日晚上
10时许，何学江在微信工作群中终于看
到他期待已久的消息。

当何学江报名时，火神山医院建设
现场的志愿者招募已经满员，得知还需
要工作危险性更高的消杀志愿者时，他
没有犹豫，立刻报了名。

1 月 29 日上午 11 时，辞去工作的
何学江，在同行志愿者的帮助下，穿好
作为“防护服”的一次性雨衣，戴好护
目镜和医用外科口罩，背上喷雾器，开
始沿洪山路对湖北省直机关进行消杀
防疫。

随着时间的推移，何学江操作喷雾
器的动作由生疏变得熟练。除了正常
区域外，哪里出现疑似或确诊患者时，
何学江所在的小组都要第一时间赶到，
对该区域进行消毒。

29日下午 1时许，正在进行消杀作

业的何学江手机响个不停，远在雅安的
妻子打来的视频电话被他一个个挂断。

20 分钟后，手机仍在响。因为怕
妻子急性脑膜炎复发，何学江按下了接
听键。

当何学江的造型出现在视频中的
那一刻，他的妻子就什么都明白了。她
了解丈夫的性格，并没怪他。
“别告诉爸，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

己。”何学江挂断了电话，继续工作。
这一天，何学江的步数定格在

36000步。
“现在是（晚上）10 时 04 分，收工

了。辞职后做志愿者的第一天，很累，
很疲惫，但感觉非常充实。加油，武
汉。”何学江在朋友圈写道。

1月31日 大年初七

一封家书里的硬汉柔情

“后湖院区‘红区’急需消杀志愿
者，有人报名吗？”1月 31日上午 10时，
志愿者微信群中的一条消息引起了何
学江的注意。
“我结婚了，有儿子，后继有人，无

后顾之忧。没结婚、无孩子的不适合。
我时刻准备着。”何学江报了名。

报名人数不多，何学江的愿望很快
得以实现。
“红区”，即污染区，指确诊患者诊

疗区域。在这里，与新型冠状病毒是直
接“面对面”。

当天，结束工作回家后，面对生死
未卜的前路，慎重思考后的何学江在桌
前写下了一封家书。
“爸爸作为一名老党员，党性不允

许我退缩；作为一名老兵，军旗下的誓
言不允许我退缩。如果爸爸不能回来，
希望你们兄弟俩快乐长大，照顾好爷爷
和妈妈……”

见字如面，纸短情长。

2月2日 大年初九

直面“红区”，决不撤退

2月 2日早上 7时 30分，何学江准时
到达后湖院区，熟练地穿好医用防护服，
戴上N95口罩、双层手套、鞋套、脚套，背
上重达 25公斤的喷雾器从“绿区”出发，
和另外两名志愿者共同开始消杀。

1 小时 40 分后，完成“绿区”消杀
防疫的何学江深深吸了口气，迈入
“红区”。

除了按工作要求对各区域进行消
杀外，出现死亡病例后，何学江所在的
小组也要第一时间赶到，进行细致的消
杀工作。

每次进入“红区”消杀，“战斗”都要
持续 4个多小时，不能上厕所，何学江不
得不垫着成人纸尿裤，更不敢多喝一口
水。他的双手，早已被不知是汗水还是
药水泡得发白。
“难，真的难，难在心理和生理的双

重压力。”何学江说。下班后，从医院到
指定住宿地点 2公里的距离，猛蹬自行
车踏板成了他唯一的解压方式。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
“ 我 刚 好 在 武 汉 ，战‘ 疫 ’已 打

响，就该为这座城市做点什么。没
有大家，哪来的小家？”何学江说，也
许他个人力量单薄，但涓涓细流终
将汇聚成大海，这场抗击疫情阻击
战一定能赢。

其实，何学江也有“私心”。作为一
名退役军人，他更想去火神山医院当一
名消杀志愿者。或者，到四川省援鄂医
疗队所在的武汉红十字医院，和老乡们
并肩战斗。
“疫情不退，我决不撤。党徽和军

歌伴我，我一定会平安回家。”这是老兵
何学江内心坚定的信念，是他对家人的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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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学江（右一）与同组志愿者准备进入“红区”

上图：何学江当

志愿者的第一天。

右图：何学江给

家 人 写 下“ 出 征 别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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