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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卫士，27 年守护着长江，守护着
三峡黄金水道的平安稳定；他是战士，危
难时刻，始终战斗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
一线。疫情当前，头顶警徽，警察不退！
2020 年 1 月 29 日，他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告别了他热爱和坚守的长江。他就是长
江航运公安局宜昌分局治安管理支队原
队长尹祖川。
长江航运公安
局宜昌分局治安管
理支队原队长尹祖
川（右二）对经过辖
区的船舶开展安全
检查，并宣传安全
知识。
（资料图片）

坚守防控第一线
新冠肺炎疫情当前，形势急迫！处于
疫情核心区的湖北省，长江航运公安局宜
昌分局第一时间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
办公室就设在尹祖川所在的治安管理
支队。
尹祖川深知在这场战役中，身为一名
人民警察的职责与使命。连日来，作为治
安管理支队队长和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工作中敢拼敢闯
组办公室具体责任人，尹祖川担当尽责，
“他即使回到家也总是在办公，电话
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第一时间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收
不断，饭都吃不安稳，一直在协调处理各
集分局各单位相关数据、落实辖区每日疫
种事情，每天都忙到很晚。”尹祖川的妻
子周中霞回忆最后几天同他在一起的情
情防控措施……一项项工作在尹祖川的
协调下有序开展。
形时悲痛地说。
尹祖川离开后，同事梳理了他春节假
这样的忙碌，对尹祖川来说是再正
期的部分工作动态：
常不过的事情。在宜昌分局，年龄稍长
的民警都喜欢叫尹祖川的外号——
“莽
1 月 21 日，带队开展长江大保护专项
子”。
“大家都叫他‘莽子’，是因为他在工
行动，于次日凌晨 2 点收队回家。
1 月 23 日，逐一督促辖内 8 个派出所
作中总是雷厉风行、风风火火，敢拼敢
闯，让人敬佩。”一位了解尹祖川的民警
做好安保工作、加强疫情防控。
告诉记者。
1 月 24 日，农历大年三十，指导宜昌
分局宜昌派出所及时处置一集装箱船上
作为守护者，尹祖川内心充满着对
长江的无限热爱。近年来，随着长江生
搭载武汉船员事件，密切关注船员隔离观
态环境保护工作不断深入，尹祖川始终
察动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战斗在维护长江生态安全最前线。为了
1 月 25 日，指导辖内派出所对锚地滞
打击破坏长江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活
留船舶做好治安及疫情防控巡查，并指导
动，他带队在夜间开展专项行动，常常
调查一艘运砂船。
一连几个晚上都在长江沿线摸排、
1 月 27 日，指导宜昌分局枝江派出所
蹲守。
查处一货船无证运输江砂 5000 吨、非法
为切实加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工
运输烟花爆竹 16 万响等违法行为，并依
作，去年 1 月份，宜昌市委政法委召开了
法予以收缴。
1 月 29 日早，到单位上班，12 时许突 “长江大保护”警务协作机制联席会，建
立了“长江大保护”警务协作机制。为深
发疾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入推进落实这一机制，尹祖川主动作为、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像陀螺一样奋
牵头协调，推动公安机关与当地有关部
战在疫情防控、守护平安的一线。在从警
门联合起草印发《长江宜昌段打击非法
的最后时刻，他用生命交出了这样一份答
盗采、非法运输、非法销售砂石执法协作
卷——宜昌分局及辖区水域疫情防控形
工作方案》，破解了长期以来存在的非法
势稳定。

让爱温暖这个“家”
——青海医疗队援助武汉纪实
本报记者 马玉宏 通讯员 孙海玲
“回家啰！回家啰！感谢你们的悉心
照料，给了我们生的希望，你们也一定要
照顾好自己！”2 月 15 日，在支援湖北的西
宁市第一医疗集团综合外科一病区护士
韩金艳和队友们见证下，他们负责的病区
又有 12 名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经过治疗顺
利痊愈，走出了武昌方舱医院。
2 月 4 日下午，青海第二批医疗队从
西宁出发驰援湖北。2 月 7 日，经过三天
紧张培训后，100 名护理人员迅速集结进
驻武昌方舱医院。
“我是一名护士，更是一名党员，这个
时候，我不能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韩金艳第一时间请战，时刻准备着支援湖
北。
“我没有告诉孩子，到现在孩子还以为
我在西宁上班。那天和他视频，他还说，
妈妈我把好吃的东西都留给你了，你快回
来好不好。”说起三岁半的孩子，韩金艳有
些哽咽。
“相对于年轻人，我的压力更小一些，
让我去！”
新冠肺炎疫情当前，46 岁的互助
土族自治县中医院护理部主任羊赞措一
刻也坐不住。
“这个时候，我更应该挺在前面，为我
的战友们分担一点压力！”为数不多的男
护士杨冲山说。
千里驰援、不畏生死，带着百分之百
的心意，用心守护着每一位患者的健康，
用爱温暖着生命之
“舱”
。
“我们这里有 100 名护理人员，来自
青海西宁、大通、互助、民和等地的医疗单
位，基本上 1 名护士要照看 20 位病人，队
伍 中 年 龄 最 大 的 52 岁 ，最 小 的 23 岁 。”
1992 年出生的韩金艳是此次进驻方舱医

从 2020 年 1 月 14 日至今，青岛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科主任姜法春
已经连续 35 天没有回家了。这 35 天来，
他每天超负荷工作十八九个小时，每天至
少打 100 通电话全盘调度疾控系统疫情防
控队伍，
每天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陀螺，
与时
间赛跑，与病毒较量，筑牢抗击疫情的“铜
墙铁壁”
。
然而，当姜法春接到弟弟告知父亲病
重的电话时，这个闯过非典等重大传染病
疫情防控战场的“硬汉”，却像个孩子一样
失声痛哭。
披 挂 上 阵，他率领“ 尖 刀班 ”抗击 疫
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青岛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按照青岛市委、市政府及市卫
生健康委统一部署，
迅速行动，
第一时间启
动应急预案，
成立了防控指挥部，
组织动员
全市各级疾控力量进入防控实战状态。姜
法春所在疫情防控组更是这场新冠肺炎疫
情阻击战的“尖刀班”，下设 4 个专班，按照
全市疾控一体化原则，
指挥、调度全市疾病
预防控制系统疫情防控队伍，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密切接触者管理、管理样本检测和
综合信息梳理。这是一个 24 小时坚守和
运转的阵地。姜法春率领
“尖刀班”
第一时
间行动，
会同辖区流调队伍，
赶赴现场开展
流行病学调查，迅速采集样本送实验室检
测，
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追踪密切接触者，
向相关部门和机构发出协查通报。
“每一次
现场流调都意味着一场和病毒赛跑的开
始，
虽然进入隔离病房有风险，
但该上必须
上，
早一分钟查清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就
能减少疫情进一步传播。
”
姜法春说。
目前，疫情防控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
段。姜法春就像“尖刀班”的“定海神针”
,
凭借丰富的经验随时为现场流调人员提供
专业指导。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疾控人员作为疫情防控的中坚力量，
始终
冲在疫情防控最前线。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现在是市民最需要我们的
时候，我虽然身体疲惫，接打电话耳朵都有些吃不消，但上了战场就只
能前进不能后退，我必须坚守岗位，时刻保持清醒，应对处理各种突发
情况。
”
姜法春说，
“其实不仅是我，
面对这次疫情，
我们每一位组员都舍
小家、顾大家，
吃住在中心，
默默坚守在岗位。
”
老父病重，他压抑心痛坚守抗“疫”一线。姜法春是家里的长子。
一个月前，为了让姜法春能够安心工作，两个弟弟将其 88 岁父亲生病
住院的消息隐瞒了下来，直到 2 月 15 日晚上，在即墨区中医院重症监
护室里的父亲被医生下达病危通知书，才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他。还未
等挂断电话，
姜法春已在办公室里痛哭流涕。在他心中，
何尝不想立刻
飞奔到父亲的病榻旁，但在抗击疫情最吃劲的关键阶段，作为疾控人
员，他只能擦干眼泪，迅速调整情绪，再次投入到紧张忙碌的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
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这正是姜法春和他的同事们，
还有
青岛市广大医务人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战斗风采。

院 100 名护理人员的领队。
“非常紧张”
“感觉气压很低”
“喘不上
气”……这是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武汉给
每位队员留下的第一印象。韩金艳告诉
记者，从第一次进舱时的紧张、担心，到现
在的沉着、稳练，一个星期过去了，队员们
渐渐地适应了这种环境，也习惯了高强度
的工作节奏。
“第一次进舱压力很大。”最让韩金艳
担心的是穿脱防护服的时候，
“ 这个过程
最容易发生暴露”。她和同事小心翼翼，
严格按流程一层一层把防护服脱下来，差
不多得用半个小时。
青海许国娟、青海李桂花、青海高晓
燕 ……2 月 15 日 ，上 午 11 时 ，穿 好 防 护
服，队友们将“青海”二字和护理人员名字
写在各自的防护服上，韩金艳和队友们准
备接 12 时的班。
由于患者周转快、护理人员班次不
同，每一名队员负责管理的患者有 20 多
人，大家必须高速“运转”起来，办理入院、
采血、测生命体征、发口服药、上氧气、发
放午餐、清理病区污染物、为患者联系转
院等一系列工作，
让她们一刻不停。
今年 34 岁的刘连梅是互助县中医院
急诊科护士长，有着 11 年护理经验的她
第一次走进方舱医院时，多少还是有些紧
张，
“以前在医院工作一天都不觉得累，但
在这里，穿上笨重的防护服，工作四个小
时体力就已经透支了，因为不透气，里面
的衣服几乎湿透了”
。
“穿上这身衣服，我就是白衣战士，我
觉得被需要也是一种幸福。”刘连梅说，出
发前，她告诉 5 岁的儿子，妈妈要去很远

运输、销售长江砂石管理难题。
一年来，尹祖川带队与相关部门开展
集中打击涉砂违法行为统一行动 33 次，配
合水利部门执法 41 次。截至目前，宜昌分
局已向其他涉砂行政管理部门正式移交涉
砂违法船舶 10 艘、砂石近 3 万吨。
夜以继日，尹祖川和战友们以高度的
责任感、使命感交出了一份份优异答卷。

带队取得了一系列战绩——指导基层派
出所办理某物流公司非法运输易制毒化
学品案件，查明涉案易制毒化学品 1500
余吨；指导派出所加强三峡水利枢纽和葛
洲坝水利枢纽安保工作，加强环坝水域、
陆域治安防控，
连续查获违法人员……
关键时刻冲锋在前，这是尹祖川的从
警习惯。同事们都说，危急关头选择逆
行，是尹祖川 27 年从警中“习惯性的选
择”
。
公认的行家里手
2019 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确保绝
自 1993 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尹祖川
对安全稳定，公安机关重任在肩。作为公
先后在宜昌分局多个派出所和实战单位工
安队伍中的一员，尹祖川自觉把自己融入
大局中，
冲锋在前，
奋战在安保一线。
作，他总是冲锋在前。
“ 他的业务能力在宜
昌分局乃至长江全线，都算得上是治安管
在一项项重大安保中，尹祖川勇挑重
理和派出所工作专家。
”
同事们说。
担——围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第七届
把工作做到极致，这是尹祖川的职业
世界军人运动会等重点安保任务要求，他
准则。治安管理工作内容多、杂、细，尹祖
结合辖区实际，立足实战需要，牵头制定
川却把每一项工作都梳理得清清楚楚，在
工作方案，组织开展安保专项集中训练，
他的工作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着每一天的
督导落实各项工作措施。他放弃休息，始
工作内容。在支队里，他的工作笔记本用
终奔忙在港口、码头和基层派出所，期间，
得最快。他还常常教导队里的青年民警： 协调分局各相关单位上传船舶安保专项
“治安管理，就是要把工作做细、做实。所
检查项目表、船上人员信息登记表，报送
以一定要养成习惯，把工作笔记做好、做
每日动态，复核船员身份 1700 余人次，确
细，让自己的工作思路更清晰、重点更突
保了三峡两坝船闸及辖区水域的绝对安
出。
”
全。由于工作勤恳优秀，尹祖川先后获得
在公安部部署开展的长江干线水域突 “交通港航公安系统优秀人民警察”
“湖北
出治安问题综合整治工作中，尹祖川深入
省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
调研，结合长江宜昌段实际情况，迅速组织
三等功 3 次。
制定工作方案，明确了 9 个方面工作重点，
扎根长江，牢记初心，他用一片赤诚
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和满腔热血，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全部奉
凭借着细致专业的工作作风，尹祖川
献给了长江事业。

“一次性面对这么多患者，这对我们
也是全新的挑战。”进舱以后，队员们发现
患者整体情绪都不太好，对疾病的害怕、
与亲人的隔离都让他们变得异常脆弱。
“我的病情会不会加重？”
“ 这里病人这么
多，我好了会不会又被传染？”每天，韩金
艳和队友要面对患者各种各样的询问。
“除了正常的治疗和护理，我们用大量时
间给患者作知识宣讲和心理疏导。
”
的地方“学习”，你也要在家好好学习，等
“方舱医院的患者都属于轻症感染
回家了我们一起进步。
者，治疗项目不多，更多的是提供心理护
理，疏导情绪，跳广场舞、八段锦、养生操
“梅儿，你是护士长，这次战‘疫’你不
……用这样的方式一方面纾解病人的压
得不去，你放心，宝儿我会照顾好，但请你
也一定照顾好自己，妈妈在互助给你们加
抑情绪，一方面动员鼓励他们多下床走动
油，我们等着你平安归来！”
“ 我们每天看
走动。
”
刘连梅说。
电视，看到疫情严重，患者增加，看到医护
经过这些天的磨合，队员们已经没有
人员辛苦，有时候吃不上一口热乎饭，有
刚开始那么紧张了，在医护人员的带动
时候睡不上一个囫囵觉，你们真是这个时
下，病区的患者情绪都调动起来了，状态
代最可敬的人，我们会全力支持你，家里
越来越好。经历了最初的不安与焦虑，韩
有我们你放心，安心工作，早日回家！”刘
金艳看到了最想看到的一幕。
连梅的手机上每天都有婆婆发来的叮嘱，
在生命之“舱”，大家努力用爱温暖着
看到这样的暖心叮嘱，
刘连梅力量倍增。
这个
“家”
。

2 月 4 日，
青海省第二批医疗队队员出发前在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合影。
新华社记者 张 龙摄

记青岛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制科主任姜法春
——

——追记长江航运公安局宜昌分局治安管理支队原队长尹祖川

疫情不除 誓不收兵

本报记者 刘 成

用生命书写平安答卷

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科主任姜法春（右二）正在紧
张工作中。
谢小真摄（中经视觉）

“战胜疫情我们再办婚礼”
——记哈尔滨铁路局牡丹江车务段一对
“90 后”小夫妻
本报记者 马维维 通讯员 李继坤
“婚礼改在疫情后吧，战胜疫情我们再结婚！”在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下，哈尔滨铁路局牡丹江车务段一对“90 后”
小夫妻面对自己的终身
大事作出选择。
24 岁的任晓莹是黑龙江苇河站客运值班员，26 岁的孟庆阳是穆
棱站运转值班员。2019 年 12 月份，两人结束了爱情长跑领回结婚证，
商定今年春节后举办婚礼。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两个
人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同在铁路一线工作的他们很快意识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才是
眼下第一件大事。两个人商量后作出约定：
战胜疫情后再举办婚礼！
在苇河站，身为客运值班员的任晓莹本来工作就忙，再加上防控
疫情更是马不停蹄。每天，不仅要做客运值班员工作，有时还要当客
运员、当售票员。在候车室，她和大家一起仔细给每一名旅客测体温，
不放过一例疫情隐患。看到没有戴口罩或者口罩佩戴不规范的同事
和旅客，她都会及时提醒，一遍一遍地讲解防疫知识。前几天，疫情导
致旅客退票量剧增，她便过去帮忙，有一个班下来退票 500 多张，手指
头僵硬得半天动弹不得。
同在铁路工作的孟庆阳知道任晓莹每天要面对很多旅客，很担
心，发微信反复叮嘱：
“别嫌麻烦，一定要戴防护口罩，勤洗手。”对任晓
莹来说，
这是战
“疫”
时期最有温度的提示。
肩负列车调度指挥责任的孟庆阳也是任晓莹的牵挂。段里从疫
情防控角度出发，尽量减少职工通勤次数，孟庆阳所在站的班次随之
调整。因为有部分列车停运，这些天家住海林的孟庆阳通勤必须在牡
丹江站中转，家在牡丹江的任晓莹赶上休班，就会提前到车站等候。
于是，
小孟等待列车的时间成了俩人甜蜜约会的时刻。
除了列车调度指挥，孟庆阳最近还多了一项任务，就是负责给交
接班的同事测体温，这让他觉得自己在和爱人并肩战斗。在他们心里
有一个共同愿望：
尽快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推迟的婚礼早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