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的到来，让第一批“90后”
迈入了而立之年。当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我们发现在防控一线的“逆行大
军”里，这群被贴上“叛逆”“张扬”

“自我”等标签的“90后”们，早已摆脱
稚嫩，接过大旗，用年轻的肩膀扛起社
会责任，为这场牵动全国的疫情防控阻
击战注入了强大的新生力量。

离病毒最近的人

每一次咽拭子采集，都是医护人员的
一次冒险。

新冠肺炎的确诊，必须通过采集咽
拭子标本做检验。这项工作需要直接面
对病人口腔，用一根长度大概15厘米的
无菌棉签深入到咽喉，停留几秒，左右
擦拭。

从1月23日开始，河南新县疾控中心
的两位“90后”女孩刘阅、余诺已经在这一
高危岗位上连续奋战了20多天。为了避
免感染，她们一直吃住在单位，甚至春节
都没能与家人团聚。

作为时刻与病毒近距离接触的采样
人，她们需要身着厚重的防护服，每天穿
梭于各个楼层为疑似患者采样。由于行
动不便、视线受阻，采样这个精细活儿变
得更加困难。为了准确获得标本，她们必
须与病人近一点、再近一点。

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却隐藏着极
大风险。在采样过程中，病人可能会因
为咽部不适忍不住咳嗽、打喷嚏甚至呕
吐，产生大量携带病毒的气溶胶。即便
是全副武装，采样人依然随时可能被
感染。

然而，刘阅关心的却是样本质量。在
她看来，只有精准取样才能保证结果无
误。她说：“咽拭子对诊断非常重要，我的
责任就是确保经我手采集的每份样品都
是可靠且有效的，操作中尽可能地找到更
深入的位置，避免因为采样不当而影响结
果，贻误病情。”

为了能当天拿到检验结果，采样完毕
后，刘阅和余诺会马上把标本送到县医院
进行离心分装，再驱车100多公里送往信
阳市疾控中心进行核酸检测。疫情发生
以来，她们每天奔波往返于乡里、县里、市
里的路上，常常错过饭点，但两人的工作
劲头始终很足。

最近有两位患者病愈出院，这让余诺
很有成就感，因为这两人初检和复检的样
本都是由她采集的。“既然做了这份工作，
就要努力做到最好，做到问心无愧，我们

‘90后’和‘70后’‘80后’有着一样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余诺说。

光头女孩也很可爱

“我们去吓跑病毒就回来了。热干
面别怕，烩面和胡辣汤来了！”

2月9日晚7点59分，来自宜阳县中
医院的4名“90后”姑娘一齐在朋友圈更
新了这条动态。

这天，4位姑娘跟随河南洛阳第二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抵达武汉，次日便被安
排到位于洪山区的方舱医院。在接受了
疫情防护和人员救治培训后，她们决定
剃光头发。

“因为疫情紧张，穿脱防护服的过程
又复杂，低头时掉下碎发还可能影响操

作，剃了头发既能节省时间、方便消毒，也
有利于保护安全。”26 岁的王田田告诉
记者。

在方舱医院，她们两人一组，共同照顾
70多个轻症患者。除了承担预检分诊、监
测生命体征、发放药物、指导服用等常规护
理任务，她们还需对接新进患者、发放生活
物资、了解和解决病人需求、给予心理指导
等。一个班次下来，几个小时不吃不喝不
上厕所是常态。

2月10日，25岁的苗慧怡第一天上夜
班，她从晚上8点一直奋战到凌晨2点。“为
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包得严严实实，加上
来回不停地走动，汗水顺着护目镜边缘往
下流，时常感觉喘不上来气。”苗慧怡描述

在方舱医院第一天的体验。
因为听不懂当地方言，苗慧怡非常着

急。原本以为由于身体不适、行动受限，
病人的情绪难免会焦躁不安，但实际情况
却出乎她的预料。

“很多病人担心我听不懂，一字一顿、
不厌其烦地给我解释，还关切地询问我累
不累——本来应该我照顾他们，他们却反
过来照顾我。”尽管疲惫，但苗慧怡感觉到
医院里的暖心。

对于网上“最美逆行者”的盛赞，王田
田说：“作为医护人员，这本来就是我们的
职责所在。在关键时刻，我相信每个人的
选择都是一样的。”

“我们太帅了！”这是她们对新发型的
评价。

急诊护士自愈归来

农历除夕那天，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急
诊科护士贾娜拿到了自己的核酸检验结
果：2个“+”号，她中招了。她没有告诉家
人，而是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加
油吧，战士们”，言语间有种不能与战友继
续奋战的遗憾。她说：“我的世界在那天
全都黑暗了。”

24岁的贾娜，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确
诊前，她一直坚守在急诊科观察室的岗位
上，每天往来于大量疑似患者中间。尽管
做了全面防护，依然没能抵抗住病毒，开
始了独自一人居家隔离的日子。

立春那天，贾娜迎来了好消息——核
酸结果显示转阴了。等待结果的20分钟
里，她一直发抖，坦言：“仿佛在等待命运
的宣判。”

从确诊到自愈的10多天里，恐惧、孤
单、绝望的情绪始终包围着她。支撑贾娜
的，除了同事的关怀，也有许多陌生网友
的鼓励。当天，她把这段经历发表在微博
上，希望鼓舞更多的患者。一夜之间，这
篇自愈日记吸引了180万粉丝关注，得到
超过30万网友点赞。

2月11日，贾娜重新穿上防护服，
回到了急诊科，每天在抢救室不停歇地
为患者打针、补液、抽血、记录、上呼
吸机……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她当然清楚，
二次感染必定不会如第一次感染那么幸
运，但她说：“如果因为顾忌可能最终不会
出现的危险，而去放弃做一些事情，我可
能一辈子都会后悔不已。”

经历了从护士到患者双重角色的转
换，贾娜多了几分成熟。“我们完全有能
力，并且一定能照顾好你们。尽管这样的
信心不是我一个人能给的，但我必然会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

贾娜告诉记者，康复患者血液中含有
病毒抗体，她准备去献血，帮助那些还在
与病魔斗争的病人。

“90后”：抗“疫”有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康琼艳

2020年1月2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
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山东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分局网络安
全保卫大队侦查中队指导员李弦，突发脑
溢血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生命永远定格在
37岁。

1月21日8时许，李弦和战友们开始
网上执法。此时的李弦已头疼3天，每天
工作10余个小时，累了困了就在沙发上
休息一会。连日来，头疼将他折磨得不
轻，吃药也不见好。12时，他对同事说了
句“我不行了”，整个人就倒在了沙发上
……太过劳累的李弦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他的电脑屏幕上还显示着未完成的工作
日志。

事发突然，但并不是完全没有预
兆。泰山分局网安大队副队长吴淑丽回
忆：3天前刚刚出差回来的李弦就觉得头
疼，“我当时还说你的头发怎么乱得跟鸡
窝似的！”李弦告诉她，自己最近有点头
疼，状态不大好。吴淑丽劝他回家休息，
李弦却说自己没事，可能就是要感冒，睡
一觉就好了。只是，这一睡，就是永远
……2011年1月4日，在泰安发生的那场
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中，时任分局刑侦
大队侦查员的李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主动驾车追击持枪歹徒。“当时他只说了

一句我开车快，我来开车，就直接坐上了
驾驶座。”时任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李
彬回忆说：“他知道当时的情况驾驶员最
危险，嫌疑人反抗开枪的首要目标就是
追击车辆的司机。”面对前方不时开枪的
犯罪嫌疑人，李弦毫无畏惧，紧紧“咬”住
嫌疑车辆不放，经过80多分钟的惊险追
击，他与战友一起将犯罪嫌疑人擒获。
当时嫌疑人手中的猎枪已经上膛，一旦
开枪后果不堪设想。后来，每每谈到在

“1·04”案件中牺牲的战友，李弦都眼含
热泪：他们为了公安事业、人民群众的安
全做出了最大牺牲，我还活着，我要接过
英雄肩上的重担，全力以赴，继续完成他
们未竟的事业。

出则追逃抓捕如利剑，归则监察网安
如鹰眼。从刑警到网安，从“一线”到“幕
后”，李弦的身份变了。作为网络警察，李
弦既要面对大量枯燥的数据，从中抽丝剥
茧发现隐藏的问题，又要随时听候命令，
出发一线分析研判、办理案件。为破获一
个电信诈骗案件，李弦前往广西某地，一
干就是 30 多天，回来后整个人瘦了一
圈。为了不让家人同事担心，他调侃自己
终于减肥成功。

说起对李弦的印象，他周围的人第一
反应就是忙。翻看李弦的朋友圈，他的工

作脚步几乎从不停歇。“18天、4城、3站”，
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一串串的数字，一
个个天南海北的省市，李弦的工作几乎被
出差和加班占据。由于经常加班到凌晨
三四点钟，为了不打扰家人休息，他干脆
就住在办公室。李弦曾在朋友圈中写道：
没有人是天生的工作狂，只是因为内心还
有追求，于是就得努力工作。和一样遵循
自己内心、无法停下脚步的兄弟姐妹们
共勉！

曾经，因为李弦出色的数据分析能

力，一些大企业向他伸出橄榄枝，开出非
常丰厚的薪酬。一边是充满危险、随时待
命的公安事业，一边是薪资丰厚、相对稳
定的新兴行业，李弦毅然选择前者，拒绝
了高薪的工作机会。他说：“我就是放不
下这抹藏蓝，舍不得这身警服。”

李弦是一名人民警察，一位共产党
员，也是一个儿子、丈夫和父亲。1月21
日，是李弦母亲的生日，难得没有出差的
他，想着给母亲买件毛衣作生日礼物。但
是直到生日的前一天，他都没买回来。“我
又吹牛了，要不来点实惠的！”他愧疚地和
母亲说：“给您钱自己买吧，然后我再请您
吃大餐！”带着这个承诺，李弦回到了工作
岗位。没想到，这个承诺，永远都无法兑
现了……

从警17年来，李弦长期奋战在派出
所、刑侦、网安工作第一线，他时刻牢记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无悔的青春
和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他终生热爱的公安
事业，用生命诠释了新时代人民警察的责
任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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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严峻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正在进行。在山西柳林县，在村口、街
道社区、国道省道乡道的每一个抗击疫情的战斗堡垒上，都有共产党员
的影子，他们用行动书写着“责任”二字。这份责任，生动地诠释了共产
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下堡监测点是柳林通往三交的重点检测口，也是“防输入、防输出、
防扩散”的重点关口，李启旺和薛直旺主动担负起关口工作。“全国上下
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正是需要我们党员的时候，虽然年龄大了，但
只要还能动，我们就要为国家做一点事情。”李启旺边说边拦住了一辆
通行车，熟练地做着登记、测体温等工作。这次疫情防控，他们还捐出
了家里的大衣和部分日用品，供监测点使用。

郭庭后、王利平是陈家湾乡贺家社村的两名普通党员，在战“疫”
中，他们响应村党支部号召，每天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对全村返乡
人员摸排登记，对村里聚集人群劝导疏散，做武汉返乡人员的随访监
控。针对贺西煤矿人员流动较大的现状，郭庭后和王利平挨门逐户发
放疫情防控宣传单，讲解防控知识，做到村不漏户、户不漏人。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抗击疫情这一特殊战场上，共产党员
主动冲在最前面，不怕吃苦、不怕劳累，成为“硬核”力量。

三交镇杨家坡村村民梁建光是一名老党员，今年73岁，大家都
称他为“倔老头”。在此次抗击疫情工作中，考虑到24小时轮班值守
对于70多岁的他来说工作强度太大，村里没安排他值班。“我是一名
共产党员，这个时候不能退缩，把我安排上吧。”他第一时间找到村
党支部书记。

穆村镇二村80岁老党员贾巨贵看到距离他家50米的街口监测点
上的党旗后，主动要求在一线参加疫情防控工作。村党支部考虑到老
贾的年龄较大，家中老伴还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劝他还是在家照顾好老
伴，但老贾坚定地说：“我是有40年党龄的老党员，我决不能退缩。”从
农历正月初四开始，老贾每天去监测点执勤。

无论是柳林县偏远的乡镇山村，还是地处城区的街巷，无论是“90
后”的年轻人，还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都扛起责任，冲锋在前，当好
宣传员、排查员、劝导员，让党旗在防控疫情一线高高飘扬，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名字叫“共产党员”。

目前，柳林县累计组建党员先锋岗（队）240个（支），组织党
员19500余人次，入党积极分子780人次在910个监测点参加一线防
控工作，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
防线。

2月10日清晨6点多，天刚蒙蒙亮。
距离武汉火神山医院396米远的消防站，
已经进入紧张的“战斗”状态。

整理衣物，把所有灭火装备检查一遍，
通过监控实时排查医院内的安全隐患……
火神山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周晋杰带领
队员们开始了一天的繁忙工作。

“一线医护工作者在前线与疫‘魔’殊
死搏斗，我们在后方必须守护好他们和每
位患者的安全，不能有半点闪失。”周晋杰
对记者说。

武汉市有3600多名消防指战员和政
府专职消防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报名前往一线工作的人不在少数。最终，
经过层层选拔，周晋杰和7名队员承担了
这次艰巨任务。他们平均年龄31岁，年龄
最小的22岁。

1月31日上午，周晋杰和队员们接到
通知后，马上收拾行装，准备各种消防装备
及物资，奔赴火神山。

汽车来到火神山旁的一处废旧超市。
这里，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他们工作和生
活的地方。而眼下，消防指战员们最要紧
的是在最短时间内，将这里改造成一个临
时消防救援站。

“火神山医院要在2月3日正式投入
使用，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火神山消防
救援站党支部副书记、站长助理李长春说，
每名队员都在与时间赛跑。

周晋杰迅速将工作布置下去。有的人
负责建设消防站，有的人负责搬运设备，有
的人负责与医院建设方对接……

“医院交付前3天，大家基本都没合
眼，有太多事情要做。在火神山施工现场，
每一个人都在不分昼夜地拼，那种场景实
在太震撼了。我们被深深地感染着，忘记
了疲倦。”周晋杰坦言。

短短3天里，他们连夜奋战，迅速整理
营区、调试车辆装备器材，并同步开展专项
防疫洗消训练工作10余次，为火神山医院
投用助力前行。

“医院建设好了，大家也松了一口气。
但是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我们要驻守
在这里直到最后一名患者出院。”周晋杰说。

“在这里，我们随时待命，如果火神山医院出现火情，我们将确保在
两分钟之内赶到。”周晋杰最担心的是医院内的大量氧气还有各种电
器，“所以我们一方面做好自己的工作，尽量排查各种危险点，实时监控
院内情况。另一方面提示医护人员防火注意事项，努力将安全隐患降
到最低”。

“来到疫区最前线执行任务，你们害怕吗？”
“我们都是党员，这时候我们多做一点，人民群众就会少一分风险，

前线的医护人员就会少一分辛苦！”“95后”消防员陈昆是队伍里的“小
兄弟”，但是他上前线的决心不亚于任何人。

“在危难时刻，我们愿意在疫情防控一线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火神山医院消防救援站驻勤队员在党旗下的宣誓铿锵有力。

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火
神山消防站8名指战员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
蹈火、竭诚为民”的铮铮誓言。

生命定格在防控一线
——追记山东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侦查中队指导员李弦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崔东旭

上图 王田田等4位医护人员剪发后合影。

左图 贾娜在急诊科做记录。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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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坚守诠释着

初心使命
本报记者 梁 婧 刘存瑞

上图 刘阅、余诺在采集患者咽拭子标本用于核酸检测。 （新县疾控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