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内蒙古各类媒体都在刊播着他
的事迹，各族群众都默诵着他的名字，各地
战“疫”都体现着他的情怀。

他，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公
安局育文派出所民警何建华。虽然，他的生
命永远定格在了52岁。

关键时刻冲得上

春节前夕，突泉县数千名在外地务工人
员开始大规模返乡。

突泉县处于吉林省洮南市、内蒙古科右
前旗交界地带，有多条干线公路从辖区穿
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大量人员流入兴
安盟，突泉县的抗击疫情、维护稳定任务陡
然加重。

为切断新冠肺炎疫情输入渠道，育文派
出所民警按照突泉县公安局党委部署，全身
心投入到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参加过2003年
‘非典’防控工作，我有经验，请让我上防控
疫情一线。”正月初二一早，突泉县公安局育
文派出所三级警长何建华就主动来到人流
量较大的突泉县汽车客运站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

派出所所长考虑到何建华平时就有血
压高的问题，劝说他留在所里。何建华执着
地要带领两名辅警提前赶往客运站。正值
假期，妻子问他今天吃两顿饭还是吃三顿
饭，何建华回答“看工作吧”，头也没回就出
了家门。

寒气袭人，何建华协助疾控专业人员，
对因线路停运退票旅客及流动人口进行登
记、消毒、测试体温。工作中，他们既要在检
测点内值守，又要做好那些不配合检测人员
的工作。战友深知何建华身体状况，劝他休
息一下，何建华却说，“阻击疫情，是我们人
民警察的职责。有丝毫懈怠，就可能让病毒
进入兴安盟”。

连续工作5个多小时，何建华显得有些
疲劳。13时左右，何建华实在支撑不住了，
才给妻子打电话说：“我有些头昏，有点不对
劲。”妻子赶到后，见他满头大汗，何建华已
不能完整说话。妻子和两名民警呼叫120
将其送到突泉县人民医院救治。经CT检
查，确认何建华为小脑出血，病情十分严
重。兴安盟公安局立即通过“民警救治绿色
通道”，转院到兴安盟人民医院进一步抢救
治疗。当晚21时许，何建华停止了呼吸，彻
底离开了他主动请缨的防疫战场。

平常时期靠得住

何建华同志牺牲后，公安部政治部、自
治区公安厅先后发来唁电，对何建华同志
牺牲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岗位上表示
沉痛哀悼。辖区群众赞他为“社区的解忧
哥、群众的知心警”，寄托着不尽哀思。

1994年，何建华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
警察。“群众看公安，主要看破案”，何建华
始终把这句话记在心里。2018年，全国开
展了五大行动向毒品犯罪发起全面攻势。
当年4月份，何建华通过7天的缜密侦查，
将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犯罪嫌疑人刘某一
举抓获，破获了一起跨省贩毒案件。据不
完全统计，26年来，何建华参与侦破刑事
案件350余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1100余
名，抓获网上逃犯4名。同时，调解民事纠
纷2600余起，查处治安案件1500多起。

作为派出所的一名“片儿警”，不管酷
暑严冬，何建华都往返于警区走访巡查，3
年来骑坏了两台警用电动车。他所在的责
任区突泉镇团结社区和小城村，是典型的
城乡接合部。针对治安案件多、邻里纠纷

多、商业网点多、贫困户多“四多”特点，何建
华和社区干部一道，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
实行1个社区民警+1个社区警务协管员+若
干治安信息员模式，合力保稳定，同心促和
谐，团结社区治安实现了由案件高发到连续
10年无重大刑事案件的转变。派出所所长
魏春晖说，“这都和何建华的努力付出密不
可分”。

“有事叫我，随叫随到”，这是何建华生
前对辖区群众的承诺。特别是在组织开展

“开门入户”争做群众贴心人活动中，何建华
带领辅警累计入户 3000 多户，入户率为
98%。采集实有人口信息4700多人，采集率
为97%。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600余件，
对群众“进得去门，说得上话，交得了心”。
有一年，何建华在入户中听说辖区寄住人口
刘某的小女儿因家庭困难面临辍学。他与
辅警何平给小姑娘捐款作为学杂费，还买来
书包、笔、本。收到捐款和学习用具的小姑
娘泪眼汪汪地说：“我又可以上学了。”

从警以来，何建华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
1次，获得个人嘉奖6次。2次被评为先进个
人，1次被授予兴安盟“全盟十佳社区民警”
称号。

战“疫”勇为有来人

何建华牺牲后，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党
委、兴安盟委先后发出通知，要求全区民
（辅）警、全盟党员干部学习发扬他的奉献精
神和敬业精神，以抗“疫”胜利告慰逝者。

何建华同志战斗过的突泉县客运站公
安执勤点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突泉县公安局
成立了以英模命名的“何建华抗击疫情突击
队”，全局民（辅）警踊跃报名，积极投身抗击
疫情阻击战。

2月12日，何建华的妻子赵志颖领着
女儿，先后来到突泉县时代广场二期、309
公路卡口、太和派出所、劝业木工厂小区等

“何建华抗击疫情突击队”各个小分队慰
问。母女两人把花了5000元买来的消毒
水、口罩等防护物资，捐赠给奋战在疫情防
控一线的公安民警。“建华虽然离开了我们，
但是他的精神永在。”赵志颖说，“我们娘俩
以一点点心意，感谢大家对建华的帮助，同
时也为疫情防控工作献出一份力，希望广大
公安民警做好自我防护，早日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生命诠释担当 忠诚铸就警魂
——追记内蒙古疫情防控一线殉职民警何建华

本报记者 陈 力 通讯员 张明明

疫情防控，社区干部是最前沿的战士。
万常平是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桃源街道远东社区主

任，因为防疫工作需要，正月初二她和丈夫陶小年就返回
工作一线。一个在远东社区从事防控宣传、排查，一个在
街道城管办负责巡查。

2月14日，在远东社区卡点，万常平在给出入小区的
人登记通行信息，陶小年在附近巡查正好经过卡点，两人
抬头，相视一笑，彼此又“扎”进了疫情防控工作中。十几
天了，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这样擦肩而过。

远东社区有5户湖北返乡人员。“我一个人上门就
好了。”万常平告诉社区的同事：“有什么风险，我一人
担着。”

万常平每天入户为这5家人进行两次体温测量，并安
抚他们的情绪，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现在，这5户

都平安度过了14天，陆续解除了居家隔离。听到大家一
声声的感谢，万常平觉得很欣慰。

元宵节过后，迎来复工返程高峰，外地返昌人员逐渐
增加。如何进行跟踪管理，是对万常平的又一个考验。万
常平带领同事们建立返昌人员信息台账，每天两次体温测
量，随时掌握他们的身体状况。并动员辖区17名志愿者
参与社区卡点值守。

另一边，陶小年也忙个不停，结束完农贸市场的巡查，
又加入到应急物资的搬运队伍中。

“爸爸妈妈你们要保护好自己，为你们骄傲，比个心，
加油哦，我们在家等你们！”夜幕即将降临，夫妻俩终于有
一点时间给独自在家的孩子打一个视频电话报平安。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们既是夫妻，更是
战友！

抗“疫”夫妻档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陈文萍摄影报道

“妈，您和朵朵身体还好吧？今天
又有好多医疗专家带着药品、器材坐
高铁来到武汉，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
的！”2月11日23时50分，贾青青忙
完一天的疫情防控物资转运工作后，
和婆婆视频通话。她看见女儿抱着心
爱的大熊玩具已经睡熟，这才放心地
在宿舍里躺下睡觉。每天工作再晚，
她都要给婆婆打个电话报平安。

贾青青是武汉火车站“五心”服务
组党支部书记、值班站长。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她一直奋战在岗位上。

1月23日10时起，武汉站等离汉
通道暂时关闭。“请大家理解，关闭离
汉通道是为了防控疫情。”“楼下售
（取）票厅所有的人工窗口已开启，为
大家办理免费退票。”在武汉站进站
口，面对众多旅客的问询，贾青青戴着
口罩、拿着喇叭，带领工作人员一遍又
一遍地大声提醒，耐心做好解释引导
工作。平稳关闭进站通道后，她的喉
咙已沙哑。

当天晚上，贾青青回到家，看见丈
夫王杨正在整理衣服。“刚接到通知，
我要在单位住一阵子，这段时间可能
回不来了。”王杨是中国铁路武汉局集
团有限公司调度所的一名调度员，疫
情期间将接受集中管理。贾青青一边
帮助王杨准备生活用品，一边说：“那
你要保重身体。这两天车站挺忙的，
朵朵就送到她奶奶那里去吧。”第二天
一早，她就将4岁的女儿朵朵送到婆
婆家，夫妻二人一心投入抗击疫情的
工作中。

武汉站组建了一支由30多名党
团员骨干组成的“头雁”党团员突击
队，贾青青是第一个递交请战书的。
她24小时坚守在车站，做好人员服务
和物资转运工作。

每天，作为值班站长的贾青青都
要提前梳理运输疫情防控物资和医务
人员的高铁列车到站计划，掌握具体车次、数量、车厢，协助调整
列车停靠站台股道，搬运物资，确保第一时间将疫情防控物资送
到各大医疗机构。

1月25日，正月初一，22时30分，江苏、浙江两省医疗专家
团队350人携带医疗物资乘高铁抵达武汉站。早早在站台上等
候的贾青青和同事们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迎接到来的医务人
员，并迅速搬运物资。50多斤重的医疗器械，贾青青和男同志
一样搬起来就走。不到半个小时，她的衣服已湿透。繁忙工作
之余，和女儿视频通话是贾青青最开心的时刻。“妈妈，我想你
了！你怎么穿着白白的衣服啊，戴着口罩我都看不清你……”

“朵朵乖，等再过几天，大家打败了这只‘大怪兽’，我和爸爸就回
来一起陪你玩。”

整个春节假期，贾青青和同事每天都要接10多趟运输防疫
人员的高铁动车、转运100多吨物资，经常是忙到凌晨。有人问
她，每天在车站奔波忙碌，接触那么多人，怕不怕？贾青青总是
回答：“偶尔担心还是会有的，但是看着这么多人都来支援我
们武汉，大家众志成城战疫情，作为一名铁路人，我更要冲在
前面。我多干一点，防疫物资就能早一点到达，就多一分胜利
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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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退休7年、曾请战“非典”战役的老军医，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主动请战，再次穿上白大褂，走到疫情防控一线，用实际行
动诠释退役军人的责任和担当，他就是原武警辽宁省总队医院
传染病专业副主任医师、海南“候鸟”老人董捷。

今年67岁的董捷，2013年退休后在海南澄迈买了房，成为
一名“候鸟”老人，每年都会来海南过冬。几年“候鸟”生活，让董
捷渐渐爱上了海南，并加入到当地的“候鸟”人才工作站，成为名
副其实的新海南人。

今年春节，看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越来越大，两鬓斑白的董
捷主动联系老家辽宁军队干休所，请求奔赴湖北武汉为疫情防
控出力。得知辽宁省首批援助湖北的医疗队已经派出，他又与
澄迈“候鸟”人才工作站联系，请战奔赴前线，最终被安排到澄迈
县人民医院参与抗击疫情工作。

说起请战疫情防控工作，董捷说：“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
名军人，我有40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还参加过‘非典’防治，
对疫情防控有一定经验，希望能够再次为患者做些贡献。虽
然退休多年，但只要国家有需要，我就要站出来。”17年前，董
捷曾作为武警抗击“非典”专家组传染病专家之一，坚守一线
救治病人，荣立二等功，被评为武警部队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
先进个人。

提出报名参加疫情防控，起初老伴并不赞成，董捷说：“17
年前我才50岁，身体壮，当时参与‘非典’疫情防治，就做好去了
可能回不来的打算。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爱人担心我
的身体吃不消，开始并不同意，但最终还是被我说服了。”爱人同
意董捷参加疫情防控，但也与他“约法三章”，每天早晚必须电话
报平安。在医院防控一线，董捷和其他医护人员都居住在临时
宿舍，与老伴联系只能依靠每天早晚的信息或电话通讯。

“他每天参与疫情防控防治工作，对医院医护人员进行疫情
防护工作指导、培训及心理疏导，与县医院专家共同对疑似病例
进行会诊，与外省在定点医院工作的同学沟通共享防护知
识……”澄迈县人民医院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自上岗以来，董捷
不辞辛苦，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备受医
护人员敬重。

在疫情防控一线，董捷说：“这次主动请战和17年前一样，
既然上战场就不怕任何危险和牺牲，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我
要上！”

海南“候鸟”老军医:

抗“非典”勇士再上“战场”
本报记者 潘世鹏

何建华的妻子赵志颖（左二）和女儿（左一）为“何建华抗击疫情突击队”捐赠防护用品。 （资料图片）

图① 2 月 14 日，夫
妻二人在工作间隙，与独
自在家的女儿视频，女儿
为爸爸妈妈加油打气。

图② 2月9日，万常
平（中）在指导进入小区的
居民填写出入表。

图③ 2 月 10 日，丈
夫陶小年在搬运爱心企业
给社区捐赠的物资，分发
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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