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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湖北石油武汉知音加油站站长李郑军：

“愿为生命救援加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柳 洁 袁 勇 通讯员 熊 海

“在疫情防控、油品保供这个没有硝烟
的战场上，我愿意冲锋在一线，为生命救援
加油。”2月4日，中国石化湖北石油武汉知
音加油站站长李郑军在入党申请书中这样
写道。

2012年10月，中国石化湖北石油武汉
知音加油站开业，李郑军成为第一任站长。
他没想到几年后自己管理的这座位于城郊
的小油站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站长，站长，我们加油站外面运来好多
施工机械，还有上千名建筑工人，他们说火
神山医院就建在我们加油站隔壁。”1月23
日晚上10点，刚回家的李郑军接到加油站
员工李连九的电话。

李郑军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
着，索性一下爬起来，对妻子说：“火神山医
院就建在我们加油站旁边，站里的员工有点
害怕，我得回加油站一趟。”

今年47岁的李郑军，当了近8年加油
站站长，形形色色的事也算经历了不少。当
他冒雨赶回加油站，看到加油站罩棚下面全
是躲雨的工人后，顿时有些傻眼。

“连九，马上把加油机电源切断，注意加
油站安全。”李郑军说。

“我们都是接到通知，从四面八方赶到
这里来建设火神山医院，现在施工现场全是
泥巴，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只有你们加油
站亮着灯，我们就来躲躲雨。”一位农民工兄
弟跟李郑军说。

“能给我们喝点开水吗？有方便面、饼
干吗？我们都还没有吃饭。”李郑军和李连
九一夜下来，不停地给施工人员烧开水、泡
方便面，一晚上烧了40多壶水。为了给施
工人员提供方便，李郑军将自己和邻居家里
的烧水壶全都拿到了加油站，几天下来知音
加油站烧坏了6个水壶。

“一壶水能泡六七碗方便面，最多时20
多名施工建设者等着开水泡面，我们很着急，
为了烧得快点，就只打半壶水烧，这样水壶的
加热管特别容易坏。”加油站员工董进荣说。

几天下来，4000多名施工人员都知道，
中国石化加油站是能供他们栖息的“红帽子
港湾”。

离火神山医院接诊的日子越来越近，加
油站3名员工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董
进荣担心地说：“站长，我们害怕，一是大量
病人马上就要安置在我们旁边，二来我们村
里的路都封了，外面也交通管制，我来加油

站上班太不方便了。”
“别担心，我会接送你们，每天陪在你们

身边，我们大家在一起。”李郑军说，“另外，
大家每天都要测量至少两次体温，报告家里
人的情况，加油站要定时消毒，为火神山医
院临时指挥部提供服务，我们自己也一定要
做好防护。”

李郑军的父亲是一位老石油人，今年已
经75岁，从农历腊月三十开始，老人就承担
起家里的大小事，老人说：“郑军，不用担心
我，尽心把加油站管理好，疫情这么严重，石
化人都得贡献一份力量。”

李郑军的妻子是一名警察，和他一样，
从农历腊月二十九就开始奋战在疫情防控
一线。“我们已经十几天没见面了。每天接
触的人太多，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我俩分住
在两个房间，每天晚上抽时间视频聊几句，
报个平安。”李郑军说，“最近只要我回家，
20岁的儿子都会从楼上跑下来看我一眼，
他什么都不说，但我知道他在关心我，我觉
得儿子长大了。”

2月 2日，离火神山医院接诊仅剩一
天。看着加油站油罐里的80吨油品足以保

障1200多台救护车及应急救援车辆的油品
供应，李郑军心里很踏实。可是油站的4台
加油机已经用了好多年，一旦出现故障，会
直接影响油品保供。李郑军凌晨就给公司
领导打电话，希望马上派人对加油站进行
保养。

上午10点，3名维修人员绕行3小时赶
到知音加油站。“只要能为火神山医院救护
车辆油品保供做一点贡献，跑再远的路都
值。”加油机维修人员章贵山说。

2月3日凌晨，知音加油站正式成为火
神山医院定点保供站。“今天上午，我们已经
为9台救护车加油，转送病人的救护车越来
越多，说一点不怕，那是假话，但看到救护车
上的医护人员在争分夺秒拯救老百姓的生
命，我们必须坚守岗位，为他们加油，这是职
责。”李郑军说。

“现在，过来加油的救护车全是转运确
诊病人的，救护车司机的表情都特别凝重。
为了防止感染，我们和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
一样，都穿防护服，戴口罩、护目镜和手套。
为了减少防护服的穿脱次数，最近大家都尽
量少喝水，最长一次我连续穿着防护服24

小时没有脱，就怕穿脱防护服的几分钟有救
护车来加油。”董进荣说。

“4日晚上值班时，脑袋里突然像放电影
一样，浮现出我最近接触的一位位火神山医
院的建设者、现场执勤的武警官兵和警察及
火神山医院的医护工作者，我不知道他们叫
什么名字，但他们冲锋在疫情防控的一线，
胸口佩戴的那枚党徽印在了我脑海里，我觉
得那代表着光荣和使命。”李郑军说，“当晚
我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能为社会做一点
贡献，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就是我的初衷。”

为火神山医院救护车及应急车辆的油
品保供战才刚刚开始，李郑军和加油站的员
工们，不知道要坚持到哪天。

“各级党组织对我们加油站给予了特别
的关心和帮助，我们有信心完成火神山医院
的油品保供任务。”李郑军说。

现在，知音加油站除了李郑军及3名
员工，公司每天派出2名共产党员突击队
员及1名带班领导到加油站增援，加油站
里的油品储备很充足，确保24小时为救护
车及应急救援车辆提供加油服务。新配置
的2台饮水机，让大家喝热水不用再等待。

1月27日晚，黑龙江省派出由137名医
护人员组成的第一支医疗队奔赴武汉防疫
一线。

2月5日，黑龙江第二支驰援湖北医疗
队118名医护人员开始在受援医院全面开
展疫情救治工作。

面对疫情，来自黑龙江的“白衣战士”纷
纷请战奔向防疫一线，一张张按满手印的

“请战书”，彰显出人间大爱。
截至2月10日，仅第一医疗队就收治

患者134名，其中包括80名重症患者，成为
受援医院的“最强外援”。

为早上战场我们都在努力

1月 28日凌晨，经过5个多小时的奔
波，137名医护人员进入武汉市区，来到抗
击疫情的最前沿。

医院病区怎么设置？援助人员怎样合
理搭配？这些都是必须先搞清楚的问
题。医疗队领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院长焦军东带领30多名队员来
到他们即将奔赴的战场——武汉协和疫情
救治病区，进行近乎苛刻般细致的实地
摸查。

“这里就是战场，战前多流汗，战后
才能少流血。”多次参加医疗队任务的焦
军东不断地鼓励队员们，只有把这些功课
提前做到完备，才能让救治过程变得更加
高效。

回到驻地已是晚上，焦军东与各医疗组
组长就患者治疗的核心与重点问题展开讨
论，强调既要尊重指南制定的原则，又要根

据患者病情进行个体化治疗，有效降低危重
症患者的病死率。他说：“我们每挽救一名
老人就等于拯救了一个家庭，每救治一名青
年就保存着一份未来的期望。”

1月30日上午，医疗队正式接诊新冠
肺炎患者。

“1+3”模式为抗击疫情增信心

李家宁小组是医疗队第一个进入受援
医院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的医疗组。进驻
后，他们迅速采用“1+3”的工作模式，即医
疗组派1个经验丰富的医生专家，当地医院
派3名医生辅助工作。

2月1日，是这个小组进入病房的第三
天。当天上午，团队中的韩开宇医生对自己
小组的18个病房进行了漫长而细致的查
房，“每个病人都得细之又细，差不多是平时
查房时间的2倍。”韩开宇说。

到了中午，终于结束查房工作的韩开宇
神色有些凝重：18个病房收治了28名患
者，其中16人病情比较重，“看来我们医疗
队今后的工作任务很重”。

李家宁小组接手的病区，原本是医院
的泌尿外科，对疫情患者诊疗缺乏经验。

“1+3”工作模式使双方能够协同配合、分
工明晰，也让救治过程逐步趋向有序、高
效。“经过几天的磨合，目前这个工作方式
已经逐步成熟，极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李家宁说。

团队中的鲍永霞医生说：“我们目前已
经和受援医院结成一个集体，我们团结一
致，一定能战胜疫情！”

我们是医生，我们更是党员！

“这个时候我们党员不冲上去，谁冲上
去？”哈医大一院呼吸监护病房副主任于世
寰的朴实话语，道出了所有党员医护工作者
的心声。

1月30日中午，黑龙江驰援湖北抗疫
医疗队临时党委正式成立，下设4个临时党
支部。成立会上，党员们紧握右拳，面向党
旗重温入党誓词，坚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决心。

当天晚上8点，哈医大二院感染科医生
陈立艳与李家宁一同走出武汉协和医院（西
院）隔离病房。此时，他们穿着厚厚的防护
服和当地的医生们共同工作了4个多小时，
早已汗流浃背、浑身湿透。

武汉是前线，为何要冒险逆行？“报名时
没想那么多，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这种危
难时刻，就要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去。”陈立艳说。

几天来，很多医护人员在前线写下入党
申请书。哈医大二院18名医护人员向临时
党支部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中纷纷写道：“看
到党员同志冲锋在前的身影，我备受鼓舞。
在投入到紧张救治工作前，写下这封入党申
请书，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月3日，黑龙江驰援湖北抗疫医疗队
临时党委在武汉驻地举行了8名新党员入
党宣誓仪式。8名新预备党员表示：“作为
医疗队成员，刚刚成为预备党员，我一定
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让刚刚宣读过的入
党誓词，成为激励我完成好援助疫区任务

的动力。”

这一次，换我们来！

“非典”期间还在被保护着的80后、90
后，成为了这次黑龙江驰援湖北抗疫医疗队
中的主要力量。猝不及防的疫情，让很多人
在“一夜之间”长大。“我单身，没有成家，没
有后顾之忧。”也成为了不少年轻人请战时
的理由之一。

今年28岁的王东博是来自哈医大二院
重症医学科的男护士，是医疗队临时团支部
书记。

2月2日，王东博作为重症组的一员，第
一次到武汉协和医院（西院）隔离病房轮值
班。即使有着7年工作经验，可面对紧张的
氛围、陌生的工作环境、与普通病房迥然不
同的工作方式，他心里也难免会忐忑不安。

“重症隔离病房是每4小时轮一次班，
可刚刚工作了1小时，全身就被汗水浸透
了。我的护目镜上全是汗水和雾气，呼吸
也开始艰难起来。可看到病房内大口喘气
的患者，看着进食行走都困难的他们，我
渐渐忘记了疲惫，我的职责就是救人！”王
东博说。

完成了4小时的轮班，脱下防护服的王
东博已经全身湿透。他给自己当天的工作
表现打80分，“下一个轮班我应该不会那么
紧张了”。

面对病毒，避险是第一本能。而冲到第
一线，是白衣天使们职业精神的召唤。“我相
信，抗击疫情这场战斗终会胜利，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王东博在日记中写道。

来自祖国最北方的白衣天使
——黑龙江省医疗队驰援湖北纪实

本报记者 马维维

1月30日，吃过午饭的代松涛正
翻看着手机，公司总经理刘松海的电
话打了进来，“今天晚上要往武汉运送
一车胡萝卜，你愿不愿意去”。

代松涛丝毫没有犹豫：“去！但
我有个条件，不能跟我的父母说，他
们年纪大了，万一问起来就说我去北
京了。”

代松涛是平度市古岘镇前朱毛村
人，青岛诚信兴通快运服务有限公司
的一名货车司机。妻子、姐姐、弟弟得
知他要出车去武汉的消息后，都劝他
再好好想想，“武汉疫情这么重，去可
是冒着很大危险的”。

代松涛给弟弟发了一条长微信，
表明自己的决心：“这车胡萝卜是在咱
家门口装的，我如果害怕不去再从外
地调车，人家会笑话咱平度人……武
汉市1000多万人口，都害怕不去送物
资食品，他们怎么生活？”当晚7点，代
松涛载着33吨新鲜的胡萝卜，也载着
平度人民对武汉的祝福连夜上路了。

经过20多个小时的长途奔波，1
月31日下午6点，代松涛的车顺利抵
达武汉市江夏区雷神山医院附近，并
于2月1日上午顺利卸货。记者电话
联系了代松涛，问他为什么敢孤身一
人送菜到武汉？这位地道的农村汉子
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武汉现在发生这么大的疫情，全国人
民都应该团结起来共渡难关，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这，也是
我们平度人、我们山东人的担当！”

“武汉加油”、“众志成城，战胜灾难”，振奋人心的横幅
挂在车身，这一向疫情宣战的“战书”也为代松涛的行程带来
许多温暖。他告诉记者：在南京高速换卡时，执勤交警给他敬
礼致敬。没有繁琐手续，凭着一张运输交接单，代松涛一路畅
行，直抵武汉。从武汉指定接收点离开时，工作人员给他递上
了面包和热水……太多太多的小细节，让代松涛更加确信，这
件事做得对！

代松涛说：“现在疫情还很严重，我的任务完成了但也不能
给家乡添麻烦。我打算自我隔离一段时间，确认没事再回家。”

“赵朝刚，您需要的香皂、卫生纸、洗洁精等物品放门口了，
记得取啊！”2月13日，河北邯郸市永年区临洺关镇党员干部闫
帅豪敲响辖区居民赵朝刚的家门，听见答声后，他又骑着电动三
轮去往下一户。

“家里缺啥东西了，打个电话或发个微信很快就送到，如今
党员干部变成快递小哥了，为他们点赞！”赵朝刚说。

“90后”闫帅豪是邯郸市永年区临洺关镇派驻河北铺社区
的一名党员干部，自农历正月初一投入到疫情防控一线以来，与
爱心志愿者一起为社区居家隔离的返乡人员，特别是湖北返回
人员，提供业务代办和生活用品代购服务，并通过手机、微信与
隔离人员沟通，进行心理疏导，减轻他们的思想压力。

只需一个电话、一条微信“下单”。一次，闫帅豪跑了3个地
方才买全隔离人员所需的水果、蔬菜、消毒液等物品，同时为他
们收运生活垃圾。其中一户想看报纸和杂志，闫帅豪马上回镇
政府找来一些报纸送过去。

据永年区临洺关镇党委书记邢延江介绍，隔离不隔爱，为有
效解除隔离人员的后顾之忧，临洺关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选派党员干部为居家隔离人员
提供代办服务。截至目前，全镇共有120余名党员干部加入到

“快递小哥”行列，搭建起隔离人员与外界之间的“连心桥”。

“90后”党员干部

变身“快递小哥”
胡高雷摄影报道

“90后”党员干部闫帅豪在超市为隔离人员代买生活物品。

闫帅豪（右一）与爱心志愿者将物品放在隔离人员家门口。

上图 李郑军在给救护车加油。 本报记者 柳 洁摄

左图 李郑军在给建设者泡方便面。 熊 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