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戎威远保安公司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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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本报记者 孙艳

李长平

沈维锁

一身军魂助我冲上抗非典一线

从军经历是一生的财富

大兴区殡仪馆办公室科员

今年51岁的李长平出生于东北沈
阳一个钟灵毓秀的小山村，18岁， 他来
到了部队走进了军营。 五年的军旅生
活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军营里一
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使李长平终生难忘。

长达10年之久的中越自卫反击战
到了后期， 中越双方基本上没有大的
军事行动了， 军队为了锻炼部队， 每
年都会组织各军区的部队抽调一批优
秀的战士去老山换防。 1989年的下半
年， 李长平所在的部队接到了这光荣
的换防任务 。 由于换防的人数较少 ，
战士们争抢着写血书报名。 由于李长
平军事训练成绩突出， 参战热情又高，
他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到了当时的师侦
察大队， 成为侦察营的一员。 事情就
出在战前的训练期间———

由于他们马上要开赴前线， 所以
平时都是用实弹训练。 记得一天上午，
他们炮兵班在一个叫148高地的训练场
进行实弹炮击， 炮弹打出去但没见爆
炸。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于是他
们全班十一个人在连长的带领下来到
了炮击点。 经过检查， 他们发现炮弹
打的很准， 正中靶心但没爆炸， 可是
炮弹不能就这样在土里放着， 必须要
挖出来引爆。 事件报告到团部后， 最
后决定由胆大心细的李长平和炮兵班
长执行完成这项危险的任务。

稍有不慎， 李长平和炮兵班长就

粉身碎骨了。 经过长达两个多小时的
紧张操作， 他们终于把炮弹完整地从
一尺多深的硬土层里取了出来， 精神
高度紧张的李长平终于松缓了下来 ，
一下子瘫倒在了山坡上。 “有过当兵
经历的人都会说那句口头禅： 生命里
有了当兵的历史 ， 一辈子也不遗憾 。
这句话， 我深有感触， 这段当兵的经
历使我平凡的人生变得多姿多彩。” 李
长平感慨地说。

复员后， 凭着在部队历练出来的
一股子不服输的闯劲儿， 李长平在北
京很快就站稳了脚跟。 他在一个销售
通信器材的商场做业务经理， 后来一
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了戎威远保安公司，
从此与安保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很快， 因为优异的表现， 李长平
被调到北京联合大学总校项目部任保
安队长。 这次， 他管理的保安员有60
余人。 “学校对安保的要求更高， 我
的压力更大了。” 李长平感慨地说。

2015年7月份， 天干物燥， 还刮起
了大风。 李长平领着保安员夜间巡逻
时， 在学校运动场旁边发现有几丛火
苗闪着红红的光 。 “糟了 ！ 起火了 。
火苗旁边就是学校财务室， 要是火势
蔓延， 学校得遭受多大损失呀！” 他立
刻用对讲机联系了保安应急中心， 同
时用最快速度取来了灭火器 。 最终 ，
在应急中心出动的保安员协助下， 将

火苗扑灭。 后来， 李长平成为戎威远
保安公司一名出色的项目经理。

2016年2月15日下午， 位于东四环
路四惠桥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追尾事
故。 事故发生后， 后车肇事司机怒气
冲冲从车上拿出一把砍刀， 冲到前面
打开车门拽出司机不容分说， 左手臂
搂住对方的脖子， 右手持刀架在对方
肩膀上， 怒吼道： “为什么要别我的
车， 马上给钱， 不给钱就要你的命。”
李长平正好路过此地 ， 他立即下车 ，
冲到挟持司机的歹徒面前， 用日常练
就的一身功夫， 看准时机冲上去， 瞬
间夺下歹徒手里的砍刀， 与被挟持司
机一起把歹徒按倒在地！

“这没啥， 我们做保安的， 就应
该保一方平安。 虽然只是路过， 但得
勇敢站出来！” 后来李长平凭借出色的
表现， 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得到了荣誉之后， 李长平更加感
到自己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生活和

工作中处处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时
刻以一名榜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在实际工作中， 他发现公司工会
的工作量很大， 于是就主动找到工会，
协助处理一些劳动争议调解等工作 。
既为职工解决了实际问题， 又给公司
消除了很多不好的影响。

2018年夏季， 李长平在一次去驻
勤点检查工作中， 了解到一名保安员
家里出了事故， 他又是家里唯一的顶
梁柱， 于是他就把情况和公司做了简
短汇报， 带着这名保安员回到了他的
老家。 与这名保安员一起， 把家里的
事处理完了才回北京。 这样的事还有
很多。

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 李长
平又积极的回到曾经服役的部队， 带
回来好多复员回乡的新战友， 充实到
他们的管理阶层， 大大提高了公司的
管理水平， 也受到了公司领导的多次
表扬。

在大兴区殡仪馆， 他是一名普普
通通的火化工， 但却是大兴区民政系
统首位全国劳模。 非典时期， 新婚第
十四天、 母亲开颅手术第八天， 他毫
无畏惧冲上了抗非第一线。 他说， 是
一身军人魂魄助力他冲上了最前线 ，
圆满完成了抗非任务。

他叫沈维锁， 大兴本地人， 1996
年光荣入伍的他成为了一名坦克兵 。
一身帅气的军装让个头并不高大的他，
显得格外神气。 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
让他们在部队里成为了 “一家人”， 沈
维锁觉得， 部队教给他最珍贵的就是
团结， 部队生活让他懂得了团结友爱，
学会了只有大家伙拧成一股绳才能完
成部队交给的任务。

1998年底， 光荣退伍的沈维锁抱
着 “服从分配， 去哪儿都行” 的心态
成为了民政系统的一名 “新兵”。 1999
年， 正好赶上大兴殡仪馆创建国际一
级馆， 沈维锁被分配到了殡仪馆， 成
为一名下车间的火化工。 “领导问我
去哪儿， 我说去哪儿都行！ 问我下车
间行吗？ 我说行！” 沈维锁告诉记者。

沈维锁踏踏实实扎根基层， 从普
通员工到班组长， 抢着干活儿， 团结
班组成员。 然而， 2003年4月 ,一场突

如其来的非典疫情闯入所有人的生活。
而大兴殡仪馆也冲上了抗非第一线 ，
承担了火化非典病人遗体的艰巨任务。

沈维锁清楚地记得， 2003年4月11
日， 殡仪馆党支部召开抗击非典动员
大会。 这是他新婚后的第十四天， 也
是母亲患病 ， 做开颅手术的第 8天 。
“当时， 我的心情特别复杂， 这是一项
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但家里的情况确
实太特殊了。” 沈维锁告诉记者， 想到
还在昏迷的母亲， 他的内心是纠结的。
“我是火化车间唯一的正式党员， 也是
一名退伍军人， 我不作表率能行吗？”
就这样， 在母亲的病房门口， 父亲和
妻子终于为他上一线点了头。

当天夜里，他和同组的伙伴们第一
批穿上隔离衣，接运、火化了第一具非
典病人遗体。 沈维锁说，火化工是一项
特殊的工种，火化非典病人遗体更是常
人难以想象的。炉内高温可达一千度以
上， 观测门外炉壁温度也在70度左右，
大家穿上防护服、隔离衣，全副武装后
总是大汗淋漓，热得喘不过气来。4月26
日一昼夜，共火化正常与非典病人遗体
50具，大家几乎连轴转，只有两三个小
时睡眠时间，但没有一个人退缩……

4月14日， 是母亲手术后的第十一

天。 上午十点钟， 当母亲艰难睁开双
眼环顾四周时， 第一个举动就是呼叫
沈维锁的名字， 可她哪里知道， 她的
儿子此时此刻正战斗在抗非一线。 妻
子亚征机敏地拨通了沈维锁的手机 ，
得知妈妈已从昏迷中醒来，沈维锁喜出
望外，随叫三声“妈妈！妈妈！妈妈！ ”后
来听妻子告诉他，他的三声“妈妈”让守
护在母亲旁边的两位护士小姐激动得
不停擦眼泪。

5月2日是沈维锁最悲痛的日子 。
这是他完成抗非任务后隔离休整的第6
天，上午9点20分，母亲离他而去。 悲痛
欲绝的他，只能流着眼泪，把对母亲的
思念与愧疚压在心底，在隔离室内多叩
几个响头， 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母亲过世后的第三天， 支部组织
委员刘冬同志把一份支委会记录交给

了沈维锁， 上面这样写道： “沈维锁，
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 在抗击非典的
日日夜夜中， 以他高尚的情操和血的
代价忠实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用心和
行动为党旗增色。” 沈维锁深知， 这是
党组织对他工作的肯定。

圆满完成任务的沈维锁， 被评为
了十佳复退军人， 更是荣获了全国劳
模称号。不善言辞的他只是说做了自己
应该做的工作。 他说，个人没有什么值
得骄傲的，只有加倍努力工作，用心为
党旗、为军旗增色，为大兴殡仪人增光。

现在， 因机构改革， 沈维锁调配
到了办公室， 工作看似轻松、 舒服了，
但沈维锁却说比以前累多了。 “负责
采购的他每天琢磨着货比三家， 采购
的东西不但要买得好 ， 还要用得住 ，
这份责任心可不能松懈。”

原沈阳军区某团班长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原北京军区某部队坦克营战士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