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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经弥漫一个
多月，疫情背后，全线战“疫”，感动不断，众
志成城。医护人员紧急行动，我们看到太
多惊心动魄的抢救；社会各界倾力相助，我
们体会到驰援武汉如春温暖。

危难时刻，最能感受到民族意志的强
大。这场疫情激发出那些平日里默默无闻
的普通人灵魂深处的闪光点。他们拿出越
是风险越直面挑战的勇气，激扬起越是艰
险越向前的豪气，表现出“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
胜利”的伟大民族精神。

他们成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逆
行者，他们是有故事的人。

倒在抗疫一线的李跃龙，中国移动福建
公司龙岩分公司副经理，同事眼中的技术牛
人。前方“战疫”的集结号刚吹响，身在厦门
的李跃龙就主动请缨返回龙岩。他连续 5
天日夜奋战在通信保障一线，直至体力透支
生命停息，年仅42岁。

1993 年出生的刘汝玖，美的安得智联
物流参与救援物资派送的最年轻司机。刘
汝玖的家人都在肺炎疫情重灾区黄冈，相隔
两地的父母并不知道他一直在参与救援。
谈及此事，他总是淡淡地回答：“不能说啊，
说了父母肯定不同意”。

身处疫情中心的武汉高德红外生产部
副经理张满春，每天安排好产线排班计划
后，就开着私家车将散布在武汉市内及周
边的员工，一个个接回公司。有时候上午
10点出发，下午四五点才回到公司……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这些
普通人用自己的行动为抗击疫情做着实
实在在的事，而每件事都让我们动容。守
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面对疫情，
这些知道自己责任并坚强履行的普通人，

“与时间赛跑，与生命赛跑”，我们亦可称
之为英雄。

从1998年抗击洪水，到2003年抗击非
典，再到2008年抗震救灾，每一次重大灾害

挑战，都会凝聚起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强
大力量，闪烁出可贵的时代精神。在全民
发动、万众一心斗疫魔的当下，“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的身体力行，也将构筑起
打赢疫情防控战的钢铁长城。

习近平总书记1月27日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在党和国家需要的紧急时刻，每个人都成
为一道防线。众多平民英雄舍小家为大家
的凡人壮举和恪尽职守，让我们坚信：跨越
这个冬天，春天就会到来。

致敬，勇往直前的平民英雄。点赞，众
志成城的普通人。

（上接第1版）

李跃龙：

用生命保障一线通信

2月2日中午，李跃龙永远倒在了疫情防
控阻击第一线。

作为中国移动福建公司龙岩分公司政企
客户部副经理，42岁的李跃龙是同事眼中的
技术牛人。由于专业知识过硬、大家总喜欢
亲切地喊他“李博士”。

1月27日，龙岩市委、市政府确定龙岩版
“小汤山医院”——康山医院建设事宜。龙岩
分公司承接了康山医院整体信息化、智能化
改造的紧急任务。身在厦门的李跃龙主动请
缨，次日便返回龙岩，奔赴抗“疫”通信保障一
线，担任政企部抗疫青年突击队队长，扛起项
目技术主管的重任。

此后5天的时间里，李跃龙每天忙碌在
康山医院的施工现场，带领同事们与康山医
院医护工作者为医院的顺利交付使用不辞
辛劳。

李跃龙所带领的团队曾奋战30个小时，
实现了指挥部和3号楼相关“云视讯”和视频
会议系统、视频监控和固话、专线等全部提前
完工，可满足院方紧急需求。在保障康山医
院通信信息化项目建设的道路上，李跃龙和
小伙伴们跑出了“加速度”。

2 月 2 日中午 12 点多，李跃龙会同康山
医院开完通信保障部署会后，驱车回程拿资
料途中，突然出现呼吸急促等身体不适状
况。随后赶来的医护人员对李跃龙采取心肺
复苏等紧急抢救措施，但他再也没能醒来。

英雄并未远去，他已化作一束光，直击黑
暗的疫情，带来光明和温暖。

陆远：

抱着方便面桶睡着了

1 月 29 日上午 11 点半左右，联想商用
大客户业务湘鄂战区总经理陆远和同事把
所有设备从库房拉到了火神山医院的现
场，搭建起临时环境，开始了连续三天的安
装和调试。2 月 1 日上午，IT 设备已经正常
投入使用。

联想集团于1月24日成立了针对武汉疫
情防控的项目组，其中有专门对接火神山医
院建设需求的项目团队，由陆远和联想在武
汉当地的销售、售前、售后服务人员组成。1
月25日到26日，陆远与当地政府、卫生部门、
慈善总会以及医院筹建方等多方联系，明确
了火神山医院的IT设备需求。

“我们在武汉当地筹措所需要的资源，从
外省调货，并积极与火神山院方沟通需求。
医院整个IT系统打通，除了硬件之外，还有
软件和网络调查一个个地匹配。”陆远说。

时间紧任务重，必须争分夺秒。项目期
间，陆远和同事们几乎没有在半夜2点之前
睡过觉，不断远程连线北京总部的技术人员
沟通。

陆远的微信分了很多群组，两分钟不看，
就有几十条刷出来，沟通非常频繁。他和团
队做事情争分夺秒，经常凌晨才顾得上抱着
方便面桶吃饭，吃完也睡着了。

虽然一直处于高压状态，工作也面临很
多困难，但陆远和同事们总是想办法自己克
服：“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是相比咱们政府面
对的困难，包括武汉面临的困难，我们面临的
都是一些小困难。”

刘汝玖：

在疫情中逆行的“老司机”

1993年出生的刘汝玖，是参与美的救援
物资派送最年轻的司机。

武汉疫情扑来，美的第一时间捐赠大批
物资到火神山、雷神山及湖北各市县医院。
美的在武汉建有完备的仓储物流系统，承担
救援物资点对点派送任务的，就是美的旗下
的安得智联。

已经在安得智联干了5年的刘汝玖，从
武汉封城开始，就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救援物
资的派送。刘汝玖负责火神山医院搭建物资
的派送工作，主要运送美的空调、热水器。

搭建医院对于物资要求数量大且急迫，
每天往返仓库和医院的运送频次比较高。刘
汝玖每天早上七八点投入工作，往往送完一
天的最后一单已是深夜。

除承运美的捐赠物资外，安得智联30家
分公司高度协同，不断向武汉地区运送援助
物资。“只要仓库里还有需要派送的物资，我
就继续开车去送”，这是刘汝玖和安得智联司
机师傅们共同的心声。

安得智联的运送团队中既有 90 后年轻
人，也有年近五旬的老司机，还有从几百公里
外赶回复工的师傅。他们凭借毅力和决心坚

守在抗疫一线，背后也有家人的惴惴不安。
家人都在黄冈的刘汝玖，不敢告诉父母

自己一直在参与救援物资的配送。他最大的
“困扰”就是正在出车时父母电话打来，他不
知道该编什么谎话安慰揪心的父母。“没
办法，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大家一起努力，就
算少一个人生病也是好的。”刘汝玖说。

高健飞、张满春、马占锋：

最辛苦的摆渡人

作为国内知名的红外测温设备生产企

业，位于疫情中心的武汉高德红外第一时间
投入到疫情攻坚战中，关键岗位员工春节假
期无休，产线员工24小时轮岗制加班加点，
保证红外体温筛查整体设备的快速交付。

高德红外探测器芯片总经理高健飞算是
“最幸运”的复工者。在向老家所在地派出所
等机构层层提出申请之后，高健飞最终获得
了通行证件，于正月初三从外省独自开车6
个多小时，赶回公司协调各方资源，坐镇指挥
安排防疫生产各项工作。

公司生产部副经理张满春是这次复工战
役里最为辛苦的“摆渡人”。从 1 月 28 日开
始，张满春每天安排好产线排班计划以后，就
开始扮演“专车司机”，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将
散布在武汉市内以及周边的员工，一个个接
回公司。有时候上午10点出发，直到下午四
五点才回到公司。

公司 MEMS 室主任马占锋也是“摆渡
人”之一。在开车接受体温检测时，他注意到
普遍使用的温度计、点温枪，导致通行速度非
常缓慢，且人的体温受车内空调影响大，由此
也更加坚定了尽快返回公司加入生产队伍的
信念。“我们早一天、多交付一片红外探测器，
快速体温筛查设备就能早一天安装到人流量
大的场所，提高体温筛查的效率，及时阻止疫
情扩散。”马占锋说

高德红外前期交付 2000 余台设备到包
括武汉天河机场、武汉高铁站、湖北省人民医
院、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后，又新增了1.5
万套的生产计划，即将以每天1000套的速度
生产，在短时间内提供更多的产品来助力一
线人员的疫情防控工作。

杨杰：

一天装了12台空调

杨杰抵达雷神山医院建设现场是2月3
日下午两点，作为苏宁帮客的工程师，他与
6 名同事执行免费为医院病房安装空调设
备的任务。

由于项目特殊且紧急，雷神山医院的空
调安装需要与施工进展同步。在病房搭建的
过程中，苏宁帮客的工程师们必须在现场随
时待命，一旦病房具备空调安装条件，他们就
要第一时间进入房间进行安装。

在“人挤人”的施工现场，杨杰碰到了不
少“麻烦”。因为场地特殊，铜管需要进行加
长处理，杨杰他们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在现场
做焊接工作，这是一个耗费时间的步骤。

样板房还没单独供电，杨杰装完空调做
调试时，只能从距离五六十米外的总控处接
电，一个接线板接着一个接线板，碰上不够的
时候还需要问别的团队“借电”。

“一个下午紧赶慢赶累计安装了12台空
调。”在杨杰眼里，这并不是一个多显赫的数
字，但是它的背后却代表着数千名工人团队
协作，战胜疫情的决心和努力。身为武汉人
的杨杰更多的是为全国人民为武汉加油而感
动。

结束雷神山两天的安装工作之后，杨杰
与同事们又于2月5日奔赴被征用为临时医
院的江汉区党校支援安装。

代先虎、李兵：

“有战必应，使命必达”的
退役军人

2月7日，长虹民生物流公司驾驶员代先
虎、李兵接到公司运输任务指令，将一批湖北
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紧急运送湖北。两人都
是退伍后进入长虹集团公司，不论从事什么
工作，惯性地保持着勇于担当的军人作风。

李兵的小女儿只有1岁多，还需要父亲
的陪伴。但是，任务就是命令，“我们退役军
人就是‘有战必应、使命必达’”。

代先虎和李兵冒着自身被传染的风险，

驰援疫情第一线——湖北荆州，成为疫情的
“逆行者”。

2月7日上午将防疫物资装车，中午1点
出发驰援湖北荆州，两位驾驶员轮换驾驶，连
夜赶往荆州。饿了就在车上吃些干粮，困了
就在车上轮换休息，为了赶时间，尽量减少饮
水，减少停车上卫生间的时间。2月8日早上
7点，疫情防控急需物资安全送达荆州红十
字会。

尚健：

疫情数据分析员

腊月二十九，太极股份接到通知，希望国
家“互联网+监管”平台项目组在第一时间组
织技术力量，为国家整体的疫情防控工作提
供支撑。

接到任务时，项目组成员大多已回到老
家。太极政府集团政务服务事业部总经理尚
健紧急调度，政务服务事业部研发部经理刘
嘉翔和部门员工骁釜第一时间组成攻关小组
到达用户现场开展支援工作。尚健也很快回
京，进一步协调新力量加强保障。

临时项目组充分发挥“互联网+监管平
台”数据中心的核心功能，对中国疾控中心、
铁路总公司、民航总局、交通部等相关单位的
疫情数据进行采集、汇总、整理，并进一步做
疫情溯源和传播趋势的分析。

面对全国各地上报的海量数据，刘嘉翔
发挥多年的实战经验，迅速理清工作思路，制
定操作规范，确定人员分工。他组织回老家
的员工建立工作群，指导现场人员负责核心
重要数据的加工整理，发动外围同事远程配
合可公开数据的加工处理。

2019年的应届本科毕业生骁釜，是本次
项目组里最年轻的成员。他连续两个多星
期，从早9点工作到深夜12点，凭借着专业素
质和责任心克服了一个个难题。

随着疫情的变化，更多领域的数据正在
向国家平台汇聚，太极团队在国家整体的疫
情防控工作中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

姚清、陈祝：

雷山医院主任竖起大拇指

1月25日，在锐捷技术服务部工作了11
年的姚清，接到了一个紧急的任务——迅速
赶往湖北省黄冈市，马上完成“大别山区域医
疗中心”云办公项目，这所医疗机构就是后来
的黄冈“小汤山”医院。

大年初一深夜，公司紧急调用数百台云
办公终端与配套设备向疫区出发。正身处疫
情中心武汉的姚清，也紧急驱车赶往了一线。

刚到现场，姚清便感受到异常紧张的氛
围。院方网络负责人强调一定要快，因为当
晚 11 点前就会有一批感染病人要入院治
疗。姚清和同事陈祝仅用10个小时就将设
备全部登录到了HIS系统，院方派人测试各
种应用，顺利完成验收。

不久之后，姚清和陈祝又接到了鄂州市
雷山医院新建区域、方舱医院的装配任务。
与方舱医院项目实施地一楼之隔，就有超过
100 位新冠肺炎的确诊病患正在接受治疗。
姚清人生第一次穿上全套防护服，防护镜上
都是雾气，就这样调试了一天。

姚清和陈祝只用 3 小时就完成了全部
镜像制作。医院主任半信半疑地亲自过来
测试设备，连续测试 5 台后，信服地竖起了
大拇指。

多难兴邦、众志成城。当前，全国上下正
在致力于疫情防控阻击战，勤劳、善良、勇敢、
无畏的普通人正在向全世界展示着独特的中
国式“平民英雄”形象。正是这些一路坚定逆
行的面孔，让我们相信：明媚的阳光终会照亮
这片土地，樱花会再次盛开，大街小巷再次人
声鼎沸。

致敬平民英雄，点赞普通人

普通人的战“疫”

江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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