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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中 国 民 兵 在 行 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从东海之
滨到雪域高原、从南国丛林到戈壁大漠，
处处活跃着这样一群身影：他们虽没有
像医护人员一样冲在最前线、直面生死
考验，却在关键时刻勇挑重担，在当地宣
传防疫，摸排疫情，用真情温暖民心，广
泛动员、组织、凝聚群众，把防控措施落
实到每个乡镇（街道）、村落（社区）、家
庭，构筑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

他们就是——中国民兵。

进村入户，宣传排查

“这个消息你莫信，官方媒体辟谣
了。”2月11日，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陡
岗镇民兵陈建邱挨家挨户进行排查时，
还不忘疫情防控宣传。

1月底以来，孝南区平均每天出动
民兵 600余人次，参与疫情宣传等工
作。陈建邱每天工作 10小时以上，即
便换班休息，他也只是喝口水，给家里
打个电话，便又回到岗位上。

连日来，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
一场波及全国的战“疫”。在这场战斗中，
不仅湖北省军区组织民兵奋战在主战场，
全国各地的民兵也面对疫情主动“出列”。

自疫情发生以来，江西省军区先后
出动民兵 4600多人次与当地医疗、交
通等部门一起，共同参与到联防联控工
作中，为当地百姓筑起一道阻击疫情的
钢铁城墙。河北省军区按照宣传引导、
便民服务、秩序维护、心理疏导方面组
织民兵做好战“疫”期间的宣传督导工

作，一些城市还成立了“关注新冠肺炎
的可靠信息与辟谣”小组，利用网络协
作的方式，及时辟除各类谣言。

打赢疫情防疫阻击战，找准并阻断
传染源是关键。江苏省徐州军分区广
泛发动民兵对外来人员进行摸排、统计，
为地方指挥部提供内容翔实的第一手
资料。因为掌握情况及时，金龙湖女子
民兵班班长刘廷廷第一时间得知所负
责小区有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出入，当天
就在小区消毒清洁，干到凌晨才回家。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人武部动员组
织 300余名基干民兵奔赴社区、火车
站、汽车站等场所进行地毯式摸排，走
村入户宣传防疫知识，监测建档流动人
口资料800余份，并协助地方力量对交
通枢纽等重点区域进行杀菌消毒，全力
构建一道战“疫”严密防线。

站岗执勤，协助封控

闻令而动挑重担，牢记使命显本
色。面对肆虐的疫情，广大民兵不惧挑
战、迎难而上，叫响“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口号，和人民群众一起遏制疫情蔓
延，誓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

哪里有危险，民兵队伍就出现在哪
里。从1月26日开始，湖北省襄阳市应
急营数百名民兵响应号召，放弃与家人
团聚，奔赴全市高速路口、国道省道、车
站、机场等数十个重点部位进行设卡防
控，24小时昼夜执勤，成为保障襄阳市
群众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抗击疫情阻
击战中，湖北省广大民兵主动请战，全
力投入疫情防控。2月 1日晚上，武汉
市 40名民兵迅速集结，紧急驰援火神
山医院建设。经过彻夜奋战，完成1000
张病床搬运任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记者了解到，像这样平时训练有

素、随时应急的民兵应急力量遍布全国
各地。疫情发生后，他们一直奋战在疫
情防控最需要的岗位，虽然大家不知道
他们的姓名，但那身迷彩绿却成为群众
心里感到最踏实的颜色。

封控工作面临较高风险，过往车辆
和行人中都可能有病毒携带者。但是
执勤一线的民兵都没有害怕和退缩。

“我是民兵，也是党员，我请求到最需
要、最危险的岗位去！”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人武部向
全县民兵发出动员令，57名民兵党员
第一时间递交请战书，上面写道：“不求
回报，不论生死，勇于担当，坚决战胜疫
情。”甘肃成县、徽县的民兵应急分队以
退役军人为主，接到人武部的通知后，
大家以强烈的责任感和高度的使命意
识，第一时间投入到疫情防控的战斗
中，做到了“若有战、召必回！”

保障防疫，为民解难

除夕夜，浙江省绍兴市道墟高速道
口设卡点响起一阵手机铃声。“爸爸，你
今晚回不回家吃饭啊？”一个稚嫩的童

音从电话里传来，听得章伟心头一热。
章伟是道墟街道的一名基干民兵，春节
前，刚刚出差回家的他接到集结号令
后，立刻奔赴疫情防控一线。

在这个不平凡的春节里，各地像章
伟这样舍小家、顾大家的民兵还有很
多。他们不畏疫情，顶风雪、冒严寒，严
守防控一线。一群群迷彩绿出现在老
百姓最需要的时候，为人民群众战胜疫
情增添了底气和信心。

2月4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四
川省广安军分区主动腾出即将改造的
民兵训练基地，作为地方集中医学观察
点。56名民兵与地方工作人员在不到
50个小时里，就完成了旧楼的清理、修
缮、改造工作。

2月 3日，宁夏石嘴山军分区接到
搬运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的任务后，立即
组织60多名民兵赶到现场，连续奋战4
个昼夜，完成 500余吨 1.1万余顶（张、
件）帐篷、折叠床、防寒大衣、防护洗消
用品，以及饼干、饮用水等应急物资的
装运、卸载和清点、码垛任务。

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加强人员管控，
多地要求“人不出门，车不上路”，部分乡
村道路实施从严管控。在此特殊情况下，
湖北、安徽、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地组
织民兵充当快递员，帮助群众代购生活物
资，解决他们购买生活物资困难的问题。

一支支民兵快递分队、民兵运输
队、民兵便民服务队、民兵帮扶队，穿梭
在大街小巷，流动在乡镇社区，解决群
众实际困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民兵积极投身抗疫战场，广泛动员、组
织群众，把防控措施落实到每个乡镇（街道）、村落（社区）、家庭——

构筑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
■本报记者 司李龙 程 荣

本报讯 李华贤、记者孙绍建报
道：“请打开车窗，扫描二维码，按手机
提示填写信息，并接受体温检测……”2
月 11日，在四川自贡市贡井区雷公滩
交通检查和体温检测点，记者看到执勤
民兵检测一辆车的时间均在1分钟内。

雷公滩处于省道 207线内江段与
自贡段交界的咽喉地段，交通运输是贡
井区最繁忙的路段之一。从 1月 27日
开始，贡井区人武部组织民兵配合地方
交通运输、卫健等部门在这里设置交通
检查和体温检测点，24小时连轴转。

“人工登记耗时长，不仅容易造成
车辆拥堵，而且存在接触性感染风险和
交通安全隐患……”2月3日晚，在任务
点检查指导后，区人武部部长曹林找到
军事科参谋邹建春讨论解决办法。“何
不利用信息技术，做个扫码登记系统？”
两人观点不谋而合。

2月4日上午，曹林协调交通局、区

交战办等相关国动委成员单位，最终决
定委托两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一
套扫码系统。受领任务后，两家公司

“不计成本、不论得失”，根据疫情防控
任务需求，专门组织技术人员攻关，经
过两天两夜的奋战，研发出一套扫码登
记系统，通过一天的调试运行，于2月7
日在贡井区各检查点正式投入使用。

记者扫描二维码后，手机马上显示
“车牌号、姓名、车上人数、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前 7日所在地或经过地、是
否到本市居住、到本市事由、居住所在
区县、居住地址”十项必填必选内容，提
交后即可通行。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交通战备办
公室主任付铃告诉记者,他们与系统
研发单位签订了保密协议，安排经过
保密培训的专业人员负责管理使用
这套系统，过往人员的信息安全能够
得到有效保障。

四川自贡市贡井区军地合力研发新系统

扫码登记，战“疫”质效倍增

2月7日清晨，长江上吹来的风，冻
得人直打哆嗦。

距离长江不远的武汉市江夏区金
港工业园里，一群“迷彩服”已忙碌起
来。34岁的四级军士长刁亚男出发前
再次检查了一下车况，这是他执行的第
9次物资配送任务。

“出发！”随着湖北省军区前进指挥
所指挥员蒋祖权一声令下，车队一字鱼
贯而出。

蒋祖权是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这
次临危受命担任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
力支援队队长。他告诉记者，受当前疫
情影响，武汉市物流配送企业员工还未
复工，市场保障供应人力不足。为确保
疫情防控期间武汉市民生活保障物资
正常供应，经中央军委批准，根据中部
战区命令，省军区协调6个驻鄂部队抽
调130辆军用卡车、260余名官兵，成立
了这支运力支援队。

“我们担负武汉市主干供应线的运
输保障，每天根据配送需求，派遣运力到
配送中心进行装载，尔后送往武汉三镇
的中百、中商、武商等 100多个配送点
位。”蒋祖权说，不论疫情形势多么严峻，
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都要全力保障好，一
定要让市民随时吃得上新鲜蔬菜。

二中队三分队一班班长王春尚，之
前曾多次参加利剑、蓝盾、阅兵保障等
重大任务，疫情暴发后，他再一次主动
请战。这几天，他在武汉市内就跑了近
600公里，运送各类物资20余吨。王春
尚的妻子朱新苗是中部战区总医院的
一名医护人员，一直奋战在抗疫前线，
已经半个多月没回家了。

2月 9日，王春尚接到向中部战区
总医院运输物资的任务，医院门口夫妻
两人“邂逅”，几句寒暄后便匆匆各自回
到战位。

和家人隔空并肩战“疫”的不止有
王春尚，来自空降兵军某旅的四级军士
长谢朝辉，也是运力支援队的一名驾驶
员，他的爱人翟妍，是协和东西湖医院
急诊科的护士，也在抗击疫情一线。谢
朝辉家在武汉东西湖走马岭，向超市配
送物资时，他两过家门不入。

该运力支援队政委黄维告诉记者，
支援队队员都是各驻军部队的骨干，他
们有的家庭亲人生病，有的孩子无人照

看，有的家属奋战抗疫一线，家里有各
种各样的困难。但在疫情面前，没一个
人叫苦叫累。

除了保障武汉市民正常生活供应，
该运力支援队还要随时准备机动完成
其他急难保障任务。

湖北省军区前进指挥所的日志里
每天更新着运力支援队的任务轨迹。
截至2月11日，运力支援队跑遍了武汉
三镇，近 600个点位，运送物资 2700余
吨，行驶里程达7400余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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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已
经20多天了，中国民兵冲锋在前，涌现
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有夫妻
上阵开着私家车宣传疫情防护知识的
民兵，有昼夜坚守疫情防控点的民兵，
有挨家挨户摸排疫区返乡人员的民兵，
有防疫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民兵，有为新
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疏通下水管道的
民兵……一声号令，他们第一时间行
动，构筑起一道群防群控的铜墙铁壁。

在这场看不见敌人的较量中，广大
民兵勇挑重担，让我们看到了人民战争
的力量。他们做到了哪里有需要，就出
现在哪里；做到了不怕牺牲，坚决完成
任务；做到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必胜。

中国民兵，是参战支前、抢险救灾、
维护社会治安、参加社会经济建设的主
力军。历史实践证明，无论是战争，还
是灾难，充分动员民兵、组织民兵、凝聚

民兵，就能战无不胜。我们常看的《地
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等电影就
真实反映了民兵在战争中发挥的作
用。特别是在抵御自然灾害中，民兵更
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98年抗
洪是如此，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也是
如此，2010年的舟曲泥石流抢险救灾
还是如此。汶川地震发生后，震区与外
界中断联络，在部队开进受阻情况下，
正是当地民兵率先在灾区开展自救工

作，让灾区民众看到了希望。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城乡结合

部、基层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是薄弱
点，那里医疗力量不足、环境卫生条件
差、人民群众防疫意识弱，唯有发挥民
兵人数众多、分布面广、组织严密、战斗
力强，以及人熟、地熟、语言熟、情况熟
的优势，将疫情防控措施延伸到社会每
个角落，织就一张密不透风的防疫网，
方能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现在，疫情防控正处于胶着对垒状
态，也是广大民兵连续作战的疲劳期，更
是拼决心意志、拼精神斗志、拼耐力韧劲
的时候。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需要广
大民兵践行入队誓词：“服从命令，忠于
职守，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坚决完成任
务”，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
神，打赢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打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石纯民

本报讯 陈云、特约记者张富华报
道：“同志，请您下车进行体温检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南昌警备区组
织广大官兵战斗在防控一线，协助地方
检查过往车辆4万多台次，筑起了一道
道安全屏障。

疫情发生后，南昌警备区及时与地
方疫情防控相关部门沟通，迅疾启动应
对措施，研究制定下发了警备区防控方
案和《警备区疫情防控工作 55项措
施》，组织官兵协助地方政府推动各地
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防控一
线工作，引导专武干部和民兵运用地方
网络平台、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传播
渠道，广泛宣讲病毒防范科普知识，让
党旗、军旗在防控一线飘扬。

警备区各级还积极发挥紧密联系

群众的天然优势，组织现役官兵、文职
人员和民兵深入基层一线，挨家挨户摸
排疫情，一村一组宣传防控政策，以实
际行动诠释专武干部和民兵队伍的“军
人本色”。自 1月 25日起，进贤县每天
组织12名民兵，在全县6个高速路口协
助公安、医务人员检查车辆、测量体温、
巡逻执勤。三里乡武装部部长万先强
家属身患重病，孩子又小，接到命令后
他义无反顾，始终奋战在防控一线。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民
兵应急排排长胡志斌是一名退伍军人，
疫情暴发后，他主动请战负责进贤县架
桥高速路口的疫情排查任务，每天面对
300多辆车次的检查任务，连续半个月
不离岗位，与他共同执行任务的交警都
称他为“拼命三郎”。

南昌警备区组织官兵战疫当先锋

英雄城筑起防疫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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