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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中凸显劳模本色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战战疫疫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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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线的报道

安钟岩：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李明哲/摄

———记抗击疫情一线中建铁投集团的夫妻档

“1月24日大年三十儿， 武
汉中雨 ， 昊哥急忙奔赴施工一
线。 帮他准备东西的时候， 他问
我怕不怕， 我说不怕， 等你回来
过年， 加油！”

这是胡洁在年三十儿发的朋
友圈， 语气中充满自豪和骄傲。
胡洁是中建铁投路桥有限公司华
中分公司团总支书记， 这一天，
在中建三局办公室工作的丈夫钟
昊， 告别家人， 毅然奔赴火神山
医院项目建设一线。

3天后， 中建铁投集团吹响
集结号， 发出驰援雷神山医院建
设动员令。 胡洁毫不犹豫地报名
前往， 担任中建铁投援建队秘书
组组长， 负责秘书组、 后勤组等
工作。

时隔三天， 胡洁和丈夫钟昊
两地相望， 同时坚守抗击疫情的
第一线。

夫妻两地相望每天微信联系

胡洁所在的中建铁投援建
队， 负责管理雷神山医院建设现
场3号门， 这是雷神山医院建设
唯一施工通道口， 平均每天进出
各类车辆 （包括混凝土罐车、 施
工装载车、 材料和物资运输车）
近万次 ， 各类施工人员万人左
右， 每台进出的车辆、 每个进场
的人员都必须经过统一的检查和
调度。

作为预备党员 、 秘书组组
长， 在人员紧张的情况下， 胡洁
冲锋在前 ， 负责秘书组日常文
字、 报表等工作的同时， 还承担
了与三局指挥部、 三局一公司的
部分对接任务、 后勤的管理协调
以及部分宣传工作。 身兼数职，
忙里忙外。 8点到达工作岗位后，
胡洁的手机响个不停， 平均3分
钟就有人打来电话， 微信信息更
是不间断， 一天下来， 她说哑了
嗓子、 跑酸了双腿， 回到家已是
深夜11点多。

每晚十点， 她都会收到一条
微信， 雷打不动， 那是丈夫钟昊
发的。

“我老公在火神山医院， 我
在雷神山医院， 他24小时待命，
经常忙到后半夜， 比我还忙， 直
接住在指挥部。 我们已经好几天
没见面了， 不过每晚10点他们开
碰头会之前， 他都会借着那一点

空隙给我发条短信， 问我 ‘回家
了吗’。” 胡洁说， 这是两人的平
安微信， 一问一答间， 彼此都能
放下对对方的担心和牵挂。 同在
武汉， 一条微信， 穿越30公里时
空， 传递他们夫妻二人的关心和
爱， 为彼此加油打气！

说好陪伴父母过年却食了言

胡洁和丈夫钟昊都是独生子
女， 平日里两家聚在一起的机会
不多， 今年两家父母约好一起到
武汉小两口家过年。 为此， 家住
天津的胡洁父母不远千里， 年前
到达武汉， 与来自湖北襄阳的钟
昊父母在胡洁家相聚， 一家人凑
一起， 开开心心列了一大摞的过
年计划。

“上次见父母还是10月份，
本来计划着一家人一起吃顿年夜
饭 ， 趁春节假期再去宜昌游玩
的， 结果我和钟昊都去了项目一
线， 说好的陪伴我俩都食了言。”
说到这里， 一向乐观开朗的胡洁
有些哽咽。

丈夫钟昊年前加班加点忙三
局的“三会”，一直没时间陪家人，
父母都开玩笑地说， 要预约钟昊
“年夜饭”的时间团聚。 没想到，1
月24日上午， 就在一家人热火朝
天准备年夜饭的时候， 钟昊接到
紧急通知， 当天就直接奔赴了施
工一线，连年夜饭也没顾上，空留
下一家人的担心和牵挂。

更让双方父母没想到的是，
三天后胡洁也奔赴了项目一线。
“一家人的相聚不在这一时 ， 关
键时刻国家需要， 你们尽管往前
冲， 家， 我们替你们守着！” 对
于胡洁夫妻的决定， 双方父母把
担心放在内心深处， 选择了默默
的支持。

“爸妈都很担心我们的安
全， 每天一遍遍地嘱咐我们要注
意防护 ， 不论多晚都会等我回
家， 让我吃口热乎饭。” 谈及此，
胡洁有些许的沉默， 良久后她坚
定地说， 战胜疫情， 以后每年都
陪父母好好过年！

同事前赴后继赶往施工一线

“现在， 同事们放弃假期，
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施工一线，
保障工程顺利进行， 我真心希望

大家都为他们点赞！” 谈到陆续
汇集而来的铁投人， 胡洁说， 他
们都是最可爱的人。

据了解， 胡洁丈夫钟昊所在
的武汉火神山医院， 目前已经交
付使用 ， 建设神速的背后是近
700名管理人员和4000余名工人
（两班倒） 昼夜奋战的成果， 他
们如钟昊一样， 舍小家顾大家，
与时间赛跑。

胡洁所在的武汉雷神山医
院 ， 总建筑面积扩大至约7.5万
平方米， 病床超过1500张 （最多
可容纳约1600张）， 工程进展同
样神速。 胡洁说， 跟他们夫妻一
样， 每一个参建同事的背后都有
一个家庭， 每个家庭都在这场疫
情保卫战中默默付出。

负责通道口车辆协调指挥工
作的90后女孩张航月， 家中有两
个孩子，小儿子只有6个月大。 雷
神山项目第三党支部书记张帆，
接到中建铁投党委的通知后，第
一个站出来组建援建队伍。

继第一批铁投先行者20人驰
援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后， 又有
19名铁投人火速集结， 投入到抗
击疫情的一线工作中……他们来
自不同省市， 最终都汇集到武汉
雷神山医院。 目前， 还有更多的
铁投人积极踊跃报名， 希望为雷
神山医院的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
量， 为武汉助力！

如胡洁和钟昊夫妻一样， 众
多铁投人主动请缨， 他们不畏疫
情， 前赴后继， 守护武汉； 他们
不分昼夜鏖战， 与时间赛跑， 与
疫情斗争； 他们坚定信心， 团结
一致 ， 共克时艰 ； 他们是先行
者， 更是逆行人， 疫情面前， 铁
投人不退！

同城相望两地书

“我们劳模要在疫情面前体
现劳模的示范带动作用！” 大年
三十儿，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 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
北京丰顺工贸集团董事长安钟岩
收到丰台卢沟桥乡政府部门的通
知， 要求统计企业及社会组织在
京人员的出勤情况。 安钟岩一宿
没睡， 一个一个通知员工， 让员
工报一下平安， 现在什么地方，
身体什么情况， 是否接触过疫区
人员， 将上级有关防疫的命令指
示传达给所有人， 确保本组织人
员可防可控 。 通知完最后一人
时， 天已大亮。

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 让防
护用品日趋紧张。 安钟岩积极响
应丰台区总工会 “以多种方式投
身疫情阻击战” 的倡议， 全身心
投入到疫情防控中去。 她多方联
系， 先期购买了两万多元口罩和
一万多元药品捐赠给一线防疫工
作者。 当听说河北还有一些生产
厂家有医用口罩后， 1月29日一

早， 她就往返七百多公里， 历时
约八个小时 ， 路途中几乎没歇
息， 一口饭都没吃， 拉回了8000
个一次性医用口罩， 送给定点发
热门诊医院和急需口罩的社区防
疫工作人员。

1月31日下午， 安钟岩通过
丰台区总工会将4000个口罩捐赠
给丰台区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处，
此批物资将全部用于一线职工的
疫情防控工作。

“如今疫情这么艰难， 这都
是我们应该做的！” 目前， 安钟
岩已累计购置价值八万余元的口
罩、 药品、 消毒水等物资， 分别
送至丰台区政府服务中心、 丰台
区商务局、 医院发热门诊、 派出
所等物资短缺部门。 除此之外，
安钟岩还积极发动北京市女企业
家协会的会员们捐款捐物， 为防
疫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下一
步， 安钟岩准备将医用物资直接
捐到武汉， 为抗病救灾继续奉献
爱心。

每天到驻地督导检查疫情的
防控工作， 询问一线员工的身体
情况， 为大家讲解口罩的正确佩
戴方法， 参与日常的清洁消毒工
作……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的严峻形势， 自春节以来， 首
发生态公司养护事业部支部书
记、 经理张军积极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 带头落实上级决策部
署、 全面开展摸底检查、 宣传引
导职工群众。

“我是一名党员，做好防控疫
情的各项工作是我的职责和使
命，凡事都冲在最前面。 ”张军说。

6点， 在养护事业部微信群
里， 张军的一条向部门全体职工
传达公司疫情防控工作的消息把
大家叫醒， 这样的提醒短信已成
为了惯例， 他时刻要求大家认真
落实上级部署要求， 充分认识疫
情的严重性，提高自我防护意识。

8点， 张军又带领着部门督

查小组， 对各项目中心驻地及劳
务单位驻地的消毒杀菌情况进行
摸底检查， 不厌其烦地强调值班
人员及工人在工作中要做好自我
防护工作。 这一检查就是一天，
即便晚上回到家， 他还会继续关
心有发热情况的员工， 持续掌握
事业部70余名一线员工的身体状
况， 并随时处理一切涉及新型肺
炎防控事项。

由于特殊时期， 为了避免交
叉感染， 张军利用微信群、 QQ
群以及通过召开视频会的形式随
时随地向员工宣达上级部门关于
疫情防控的宣传内容， 引导员工
不信谣、 不传谣， 这就是他近日
来的紧张工作状态。

张军经常对大家说的一句话
就是： “我们部室一线员工多，
防范疫情一定全力以赴， 要为打
赢这场防疫攻坚战贡献最大的
力量。”

防控疫情我在前
□本报记者 白莹

张军：

奔波在“大家”和“小家”之间
□本报记者 王路曼 通讯员 徐宇

赵童：

8点， 密云上河湾社区门口，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
者赵童开始对进入小区的车辆和
居民逐一登记。 “师傅，请停车，您
是本小区车辆吗？现在特殊时期，
需要凭车证入内， 您要没来得及
去居委会办， 我现在核实完信息
就给您发证，稍等一下。 ”

赵童是密云区文联的一名干
部， 响应区里让机关干部到社区
蹲点防疫情的号召， 身为入党积
极分子的他主动报名。 但是不为
人知的是， 前几天他的父亲还住
在CCU （心内科监护病房） 里。

1月27日中午， 赵童的父亲
被确诊为心脏主血管堵死， 经过
两个小时的手术救治成功， 父亲
被送进CCU （心内科监护病房）
进行监护。 就在此时， 赵童接到
单位下社区参与疫情防控的工作
通知 ， 他反映了当下自己的情
况， 领导非常体谅， 要他先照顾

好父亲， 也照顾好自己。
但在医院陪伴父亲的日子

里， 赵童时刻关注着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不断攀升的
数字令他揪心， 参与疫情斗争的
医护人员和各行各业的付出让他
感动。 1月29日， 父亲转危为安，
赵童主动联系单位， 表明自己强
烈要投身到一线队伍当中的决
心 ： “父亲已经从CCU转到普
通病房了， 我能上岗了。”

上岗后的赵童， 每天早早起
床，先到医院看望父亲，确定一切
无恙后，匆匆赶去社区工作。在温
度零下的环境中登记外来人员、
为居民办理出入证、 统计居民信
息等工作， 有时碰到对工作不理
解的居民，还要耐心解释，尽量让
居民明白防控疫情的重要性。 中
午稍微休息后， 他又要赶忙去医
院照顾父亲， 像陀螺一样奔波在
“大家”和“小家”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