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9 军营观察E-mail:jfjbjygc@163.com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日 星期一责任编辑/王社兴

新闻样本

热点追踪

①①

第589期

②②

“一切为了游客的安全”

国庆长假，上海街头车水马龙，到
处是川流不息的人群。作为中外游客的
打卡景点，南京路向来是人流密集区，
高峰时段一个路口就有近万人通过。

武警上海总队机动二支队某中队领
班员杨木超说：“国庆安保虽是临时任
务，却比常态执勤任务艰巨数倍，面对
的安全压力更重。”

10 月 2 日 20 时左右，在南京东路
和河南中路路口，杨木超隐约听到人流
嘈杂声中有小孩子的哭声。四处察看，
只见一名小女孩紧紧抓着路边的栏杆，
正声嘶力竭地喊着“妈妈”，已经哭成
了泪人。

杨木超冲入人流，一把抱起这个与
家人走散的小女孩，开始在路牌下等
候。10 分钟后，小女孩的母亲才找了
回来。
“南京东路和河南中路路口，是步行

街和机动车道的交汇点，人流量最大、安
全风险最高，老人和小孩需要我们格外
关注。”机动二支队某中队班长罗飞介
绍说，今年国庆期间，外滩上演“浦江
光影秀”，南京路也迎来了超大客流。

一次，在人群中，罗飞看到一名拾
荒老人背着一个黑色的大塑料袋，十分
吃力，站在路口等了许久，迟迟走不过
去。

路口车流不断，游客越来越多。罗
飞见状，立即跑过去帮忙，搀扶老人走
过了拥挤的路口。
“武警战士太棒啦，如果不是他帮

忙，老人很容易被拥挤的人群撞倒。”
目睹这一幕，市民黄女士不由称赞。

在南京路步行街，“人墙”旁的游
客换了一茬又一茬，罗飞指挥哨兵反复
开关“闸门”，机警的目光不停地观察
着周围的情况。机动二支队领导告诉记
者，假日期间，战士们手拉手组成“武
警人墙”一天下来累计达 7个小时，两
班倒轮换执勤，组成“人墙”的哨兵每
天至少要来回走上300多趟。
“一切为了游客的安全。”总队作战

勤务处参谋王明明说，在总队指挥所的
后面，就是令人震惊的某踩踏事件现
场。那年，因人群拥挤踩踏，36 位游
客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其实，“武警人墙”走红网络，王
明明并不感到意外。自 2014 年起，该
总队为应对超大客流调整执勤模式，改
用“武警人墙”疏导客流，收到良好效
果。后来，这种执勤模式就一直延续下
来，现在已经成为南京路上武警官兵执
勤的“标配”。

用“人墙”保障人群过马路的方
式，也曾受到过网友质疑：为什么放着
好好的红绿灯不用？不用隔离栏而用人
来管理，难道不是人力资源浪费？
“各类突发情况层出不穷，采用

‘人墙’疏导这种模式可以有效灵活地
进行处置。”王明明解释道，隔离栏容
易被挤翻推倒，造成二次伤害。与之相
比，用“人墙”来疏导人群，可以随时
调节路幅，有效防范发生人流对冲的风
险。

满目繁华，霓虹璀璨。身处闹市
的武警官兵，却无心关注周围美景。
他们默默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只因
“网红人墙”的背后，是万千游客的
安全。

“守护好大家，也是

在守护着我们的小家”

“有爸妈在，别为我担心，不要耽误
了工作。”

给妻子办理好待产手续，武警上海
总队机动二支队某中队中队长印敏匆匆
离开医院，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

妻子产期临近，让印敏紧张又期
待。国庆节前，他四处奔波预约医院，想
着一定要陪好妻子，弥补多年来对她的
亏欠，可节日执勤让他把请假的心思收
了起来。回到宿舍，他手捧全家福，百般
滋味涌上心头。
“谁不想见证孩子的出生，陪伴在妻

子身边尽好丈夫的责任？可是使命在
肩，只能把牵挂默默藏在心底。”印敏说，
国庆节前一天，他刚从机场接回父母，让
他们来照看妻子，还没来得及安顿好，便
匆匆赶回中队。妻子住进医院好几天
了，他也一直未能去看望。

任务结束后，他匆匆赶往医院。看
着妻子虚弱的身子，他满心愧疚。妻子
却对印敏说：“能嫁给你是我平生最开心
的事。守护好大家，也是在守护着我们
的小家。”

每一次爽约，只为守护千万家。机动
二支队助理员仲保强答应女儿到上海迪
士尼乐园游玩，一直没能兑现诺言。国庆
节前，女儿吵着要爸爸兑现承诺，仲保强
提前两周便买好了迪士尼乐园的门票。

然而，计划还是落了空。今年国庆
节期间的安保工作不同以往，上级反复
权衡，决定让经验丰富的仲保强到前指
担负任务。最终，妻子带着女儿去了迪
士尼乐园。

10 月 1 日 21 时，因有燃放烟花节
目，迪士尼城堡上空绚丽多彩。女儿兴
高采烈地拨通了电话，准备和爸爸分享
她的喜悦。岂料，仲保强只说了一句“爸
爸在执勤”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电话那头，女儿望着绚丽的烟花，禁
不住委屈地哭了起来；电话这头，仲保强
心里也酸酸的，他多么希望把女儿高高举
在头顶，一起去看夜空中那美丽的烟花。

一个家庭有了一个军人，团圆便常
常成为奢望。中队长孟翀家住杨浦区，
离哨位仅有 10多分钟的路程，却因执勤
任务重一直未能与家人团聚。上哨前，
他从口袋里掏出妻子的照片对战友说：
“刚跟妻子办完结婚手续，还没来得及带
她去度蜜月。”

说来也巧，国庆节第二天，妻子外出
散步，刚好碰到执勤中的孟翀。理解丈
夫身在岗位不便交谈，她只是与他对视
了一下便走开了。孟翀说，妻子眼神中
的“我懂”胜过千言万语。

“多么希望时间能在这一刹那停
止。”孟翀说，看着新婚的妻子，想着对
家庭的亏欠，心中十分愧疚。但职责在
身，来不及多想，他又匆匆投入到紧张的
执勤任务中。
“作为军人，守护和平安宁是天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不变的宗旨。”该
总队领导这样对记者说。

“看着你执勤，也是

一种幸福”

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人群中多
看你一眼。

在河南上大学的张梦洁，早在国庆
节前 30天就买好了去上海的机票。临
近国庆节，她满脑子全是和男友相聚的
画面。

10月 1日下午，张梦洁一下飞机就
直奔南京路，看着街头着装相同的哨兵，
她着实犯了难。半个多小时里，她一直
穿梭在人群中，一个个地辨认寻找。

猛然间，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
是朝思暮想的男友赵利威。久别重逢，
让她欣喜异常。看着赵利威不停地指挥
“人墙”疏导客流，为不打扰男友执勤，张
梦洁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找了个人少

的角落默默地看着他。
南京路街头人流如织，赵利威忙得

不可开交，丝毫没有察觉到女友的存在。
过了许久，副班长李严发现广告牌

下有一个女孩长时间未动，一直看着赵
利威，感到十分奇怪，便对赵利威说：“班
长，街角那边的女孩，站了都有一个多小
时了，一直看你。”

赵利威转身一瞧，竟然是自己的女
朋友。四目相对的那一刻，两人眼里满
是欣喜和爱意。

直到赵利威下哨，张梦洁才走到身
边，替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张梦洁对赵
利威说：“看着你执勤，也是一种幸福。”

10月 3日 23时许，南京路上人流渐
稀，不远处的备勤室内却热闹非凡。在
父母和战友的祝福中，下士叶佳顺默默
许下生日愿望。

叶佳顺是一名上海兵。从被挑选参
加今年国庆安保工作的当天起，他就默默
地把过生日的念头收了起来。没有想到，
“武警人墙”的抖音视频被父母刷到后，他
们便一路寻来，赶到南京路给儿子过生日。

当晚，下哨后的叶佳顺刚走进备勤
室，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生日快乐”
四个大字在彩灯的映照下格外显眼，从
幕布后走出的是朝思暮想的父母。“真没
想到会在哨位上过生日，更没想到爸妈
会来到执勤现场！”突如其来的相见，让
叶佳顺喜出望外。

叶佳顺后来才知道，为不打扰自己

执勤，父母一直在远处的咖啡厅里默默
看着他。
“亲人的支持和陪伴，给了官兵源源

不断的精神动力。”总队领导说，家人的
支持，爱人的理解，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
官兵的心，激励着他们更好地履行使命，
全身心投入到执勤中。

“每次都是你们守护

着我们，这次让我来为你

打伞”

“不赞网红不赞星，只赞人民子弟
兵。”

国庆节当晚，女大学生小邓更改了
自己微博的个性签名，背景图也换成了
她与武警官兵的合影。

置身价值多元的时代，每个人都有
自己崇拜的偶像。作为军事发烧友，小
邓对军人情有独钟。此次她专程从北京
赶来，只为一睹“武警人墙”的魅力。

看到武警官兵的那一刻，她便冲上前
去，递上玫瑰花，请求合影留念。没承想，
哨兵却以执勤为由婉拒了她。小邓不甘
心，干脆在不远处坐了下来，一坐就是两
个小时。支队领导再三考虑，特例批准，
这才了却了小邓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网友“暮色青春”在抖音视频里这样
写道：“人山人海中，他们的身影，厚实而
坚强。别人在观灯，他们却背对繁华，用
身体铸就了安全屏障。”
“暮色青春”是南京路某商店营业员

刘青的网名。每逢重大节假日，在门口
看不断移动的“武警人墙”，已成为他的
习惯。时间充裕时，刘青还会拍一段视
频传到网上。

国庆节当天，刘青拍摄的视频便引
起了广泛关注。“美好生活的守护者，致
敬最可爱的人”“为祖国和人民负重前
行，为我们中国军人点赞”……短短 20
秒的小视频，很快就有一万多位网友点
赞和给予好评。
“‘武警人墙’没有影响到商店的生

意，反而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来的人更
多了。”刘青说，“武警人墙”现在已经成
为南京路上的一张名片，商店的收益也
与日俱增。

守卫人民的子弟兵，人民也将他们
牵挂在心中。10月 1日下午 5时左右，
突然下起瓢泼大雨，人群四散。刚刚还
人头攒动的街道，只剩下一个个哨兵在
雨中坚守。

哨兵王彦正准备申请换着雨衣时，
看到一个人在向他靠近——原来，这名
女孩要为他撑伞。小小的雨伞容不下两
个人，不一会儿，女孩的后背就被雨水淋
湿了一大块。

突如其来的关爱，让王彦备受感动，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眼看雨越下越大，
王彦谢过女孩，劝她赶紧找地方避雨，女
孩却说：“每次都是你们守护着我们，这
次让我来为你打伞。”

这温馨的一幕，被镜头及时捕捉到，
继而在官兵中广为流传，也让组成南京
路“武警人墙”的官兵心生别样的温暖。
为了这份理解与关爱，官兵们说，付出再
多也值得。

多年来，“武警人墙”用坚守与奉献
赢得了群众的认可。他们的形象，已经
深深印在群众心中。总队领导说，无论
“火”还是“不火”，有一些东西永远不会
改变，那就是官兵们对党的忠诚、对人
民安全的守护、对使命的担当，以及对
和平安宁的守望，这些永远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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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武警人墙”走红网络的背后
■本报记者 代 烽 特约记者 陈 超 通讯员 李军学

“儿子，我在抖音上看见你们执勤

的视频啦！”10月1日23时，刚从南京

路执勤归队的武警上海总队机动二支队

某中队新排长孙涛，接到了母亲的电

话。

孙涛颇感意外，急忙翻看手机。他

压根儿没想到第一次参加国庆安保执勤

就走红网络。

抖音上，一条长20秒的武警执勤

视频被网友大量点击观看。《我爱你中

国》的背景音乐让人心潮澎湃。短视频

里，在上海市南京东路和河南中路路

口，近百名武警战士分成4组，红灯亮

起时，排成“人墙”站在路口；绿灯亮

时，“人墙”以排头为原点，水平转移

至马路中间，与对面“人墙”合并成一

排，挡在机动车前，引导游客通过马

路。

在车水马龙的南京路步行街，“武

警人墙”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武 警 官 兵 上 勤 不 到 半 个 小 时 ，

“网红人墙”主题的视频就遍布网

络，各大微信公众号也纷纷转载。网

友们纷纷为武警官兵点赞，感叹“每

一帧都帅爆！”当晚，孙涛的微信朋

友圈也被亲朋好友刷屏。450余公里

外的浙江丽水，退伍老兵周济旺看到

战友们的英姿，倍感亲切和自豪；

1200余公里外的北京，同样担负国庆

安保任务的北京总队某中队指导员穆

俊彤，第一个点赞，并转发给上海的

战友；2300余公里外的黑龙江哈尔

滨，在家休假的士官张迪在视频下留

言：“忠诚卫士为人民，黄浦江畔铸

忠诚。”

与孙涛不同，四级警士长丁得中

已连续10年担负国庆安保任务。他对

“武警人墙”走红网络并不感到意外。

丁得中介绍说，其实，南京路上的武

警用“人墙”疏导客流的视频早在

2014年就出现在网络上，每逢元旦、

五一、国庆等重大节日，常会有游客

来此打卡“网红景点”，与“武警人

墙”合影留念。

武警上海总队领导介绍说，“武警

人墙”是南京路上的一张名片。当潮水

般的人群涌入官兵的执勤区域时，大家

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定要疏导好

人流，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夜色渐浓，南京路上的华灯全部开

启，流光溢彩。一道道橄榄绿在熙熙攘

攘的人流中显得格外显眼，游客们争相

与他们合影。

他们中，许多人并不知道，在“武

警人墙”走红的背后，还有很多感人肺

腑的故事。

“武警人墙”成了“网红景点”
■李军学 本报特约记者 陈 超

图①：国庆节期间，南京
路上武警官兵用“人墙”疏导

客流，守护节日平安。

图②：“浦江光影秀”期
间，武警官兵坚守在外滩执

勤一线。

图③：客流高峰期，武警
官兵手牵手建起“人墙”，引

导游客有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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