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疫”先锋

先先锋锋队队里里的的““三三叉叉戟””组组合合
□本报记者 闫长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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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的北五环外有全国闻名
的回龙观、 天通苑两大社区。 背
靠两大社区， 有个派出所叫———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霍营派出
所。 派出所里有支 “军转干部先
锋队 ”， 由12名社区民警组成 ，
12人全部是军转干部， 占社区民
警总人数的70%。 在今年的疫情
防控工作中， 先锋队兵色不褪、
兵劲不减。 这支军转先锋队中，
“拼命三郎 ” 耿胜 、 “老黄牛 ”
陈国胜、 “书生” 余小强更是因
成绩突出， 被大家称为先锋队里
的 “三叉戟” 组合。 曾经， 他们
在军营， 挥洒青春、 热血奉献；
如今 ， 他们汇聚警营 ， 风采依
旧、 续写华年。

三人单兵作战各个是强手

耿胜， 霍营派出所副所长，
兼任第二社区警务队队长。 曾是
野战军侦察兵的他， 性格耿直 ，
做事雷厉风行 ， 人称 “拼命三
郎”。 作为社区警务队队长， 刚
来到霍营派出所时， 他就立下了
军令状： “给我3个月时间， 带
不好队伍我自己辞职。” 他把警
务队中每个民警、 每个社区特点
了解一遍， 先解决民警困难， 让
民警无后顾之忧地去工作。

陈国胜， 社区民警， 兼任霍
营街道新干线家园社区党委副书
记 ， 当 过 17年 的 消 防 兵 。 陈
国 胜 像老黄牛一样少言寡语 、
沉稳内敛 ， 严肃认真又踏实勤
快， 是社区居民心中的定盘星。
刚来派出所当社区民警时， 他仅
用两个月的时间就整理出120本
社区台账， 对社区的每家每户情
况了如指掌。 紫金新干线社区共
有47栋楼， 近4400户 ， 约2万余
人。 他在每栋单元楼门口都贴上

自己的照片和手机号码， 只要是
群众的需求， 就有求必应。 “群
众求助的事情保证不打折扣完
成。” 陈国胜说这是部队留下来
的作风， 是纪律， 是一辈子也改
不了的习惯。

余小强， 社区民警， 兼任霍
营街道华龙苑南里社区党委副书
记， 曾是空军飞行员。 他性格温
润， 喜欢读书， 感情细腻， 和辖
区群众聊起天慢条斯理， 娓娓道
来， 俨然一副书生模样。 他好像
天生适合社区工作， 刚到派出所
没几天像是工作了很多年一样。
白天跟在师傅后面， 笔记本不离
手， 师傅说到重点和经验， 余小
强赶紧记下来， 晚上自己一个人
再总结 ， 按自己的理解梳理成
篇 ， 再加上天生善于跟人打交

道， 与群众沟通起来游刃有余。

三人完美组合 将各自
优势发挥到极致

3个本没有交集的人， 从部
队转业后先后走进警察队伍， 因
为有过共同经历， 共同的感受 ，
很快就熟络起来。 抗疫期间， 他
们更是捆绑作战， 亲密无间。

疫 情 发 生 后 ， 耿 胜 拿 出
“拼 命三郎 ”的劲儿 ，出警有他 、
勤务有他，检查工作有他，宣传防
疫知识有他……随便找个地方就
能睡着， 有点儿动静一个激灵立
刻起来继续工作，面对各种矛盾、
冲突，就没有往后躲的时候。

辖区一小伙儿从外地回北
京， 需要做核酸检测。 小伙儿一

开始很不理解， 耿胜就像个知心
大叔一样， 多次跟小伙子沟通聊
天， 耐心劝说。 最后小伙子说：
“耿哥， 咱民警太敬业了， 我这
就去做。”

陈国胜在紫金新干线社区工
作了12年。 今年春节期间疫情发
生了， 他第一时间赶回社区， 和
社区干部连夜研究制定社区防控
方案 ， 联系防疫部门 、 社区干
部、 组织志愿者， 形成 “平安大
联盟” 守护家园。

3月的一天， 气温骤降。 已
经在辖区卡口值守7个小时的陈
国胜接到一位姑娘送来的 “礼
物”。 “陈警官， 您辛苦了！ 这
是我买的暖宝宝， 您贴上就会暖
和些。” 姑娘说完就匆匆离开了。
手里拿着暖宝宝， 陈国胜觉得心

里都暖暖的， 对他来说， 这是至
高无上的荣誉， 老百姓的心像金
子一般弥足珍贵。

疫情防控期间， 余小强每天
早上6点半就奔向社区卡口，一直
到晚上9点半才回。 “有他在，很多
难题我们都能顺利解决 。 哪怕
余警官调休的时候， 我们麻烦
他，他也从无怨言，都积极处理。
抗疫期间，看见他在门口执勤，还
有居民要主动和他合影， 说他是
社区‘最帅’民警。 ”华龙苑南里社
区党支部书记寇云清说。

今年4月， 余小强接到辖区
一位女士报警： “女儿要自杀！”
余小强到现场后很快稳定住情
况 ， 接着跟小女孩了解轻生原
因。 原来这是个重组家庭， 一直
很和睦。 但疫情防控期间， 父母
生意受影响总发生口角， 让小女
孩没了安全感， 想通过轻生保住
这个家。

余小强把原因告诉了孩子父
母， 二人恍然大悟， 并保证以后
一定会注意。 他还告诉小女孩，
父母很爱她， 会给她完整的家。
小女孩停止哭泣， 惊讶地看着余
小强。 余小强耸耸肩： “真的，
他们向我保证了。” 临出门， 他
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小女孩，
也留下了温暖和希望。

派出所所长武长江感慨 ：
“我们所里这些老兵， 每个人就
是一面旗帜。 他们也许不是做的
最好的， 但他们都是最用心的，
肯花精力 、 花心思在群众工作
上， 他们身上就是有股子不怕付
出 、 全身心投入的执著劲儿 。”
军转这两个字， 别人读懂只需几
秒， 而对于警营老兵而言却需要
一辈子。 他们常说， 从军队到警
营， 脱下的是军装， 穿上的是警
服， 不变的是忠诚。

刘秀英 ， 女 ， 1958年5
月出生， 怀柔区渤海镇三岔
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她带领村民铺路修桥治
水通电话， 引进纸皮核桃树
发展种植业， 请来技术人员
指导板栗产量高三成……25
年间三岔村 人 均 收 入 增 至
26000元。

王淑芳， 女， 1972年11
月出生，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
中心高级工程师。

曾参加两代北斗导航系
统筹备建设的她， 转业后带
动600多万台北斗终端和千余
家北斗企业进入交通领域。

丰台区新村街道怡海花
园社区

怡海花园社区在疫情中
形成了居民商户企业派出所
警卫站等各路力量全方位参

与的联防联控机制。
宋家峰， 男， 1972年11

月出生， 国家速滑馆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

全程参与 “夏奥 ” 建设
的他投身 “冬奥” 国家速滑
馆建设后， 率团队解决了世
界最大跨度的索网结构屋面
等诸多难题。

李润梅 ,女 ， 1963年4月
出生， 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居民。

她坚持20年清扫全楼13
层所有楼道。 她还带领家人
亲朋每年参加公益捐赠， 为
贫困地区、 敬老院和太阳村
的孩子送去温暖。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
京榜样官方 网 站 ， 或 关 注
“北京榜样”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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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5岁的北京协和医院重
症科副主任医师张宏民， 在疫情
发生伊始， 就积极报名， 奔赴武
汉 “抗疫” 一线， 在ICU病房驻
守了整整80余天

“像H1N1这一类的传染疾
病我都接触过， 也有一定的应对
经验。” 张宏民说， 他在重症科
十几年积累了很多经验， 去了武
汉肯定有用武之地。 就这样， 在
武汉的80多天里， 张宏民每天都
在 ICU病房与同事们全力以赴 ，
尽可能地挽救更多病人。

新冠肺炎病毒传染性较强，
刚到武汉时 ， 张宏民也略有担
心 ， 但很快平复了心情， 他说：
“我们团队里有相关专家， 大家
对于如何防护病毒都有一定的专
业积累 ， 如何穿脱防护服 、 到
了 病 房 应该注意些什么 ， 都有
专门的培训 。 而且真正到了病
房， 一呆好几个小时， 一忙起来
就什么都忘了。”

每天都在ICU病房里， 工作
难度和危险性可想而知。 面对从
没 接 触 过 的 新 疾 病 ， 张 宏 民
和 同 行们只能在实践中摸索 ，
在诊疗中学习。 ICU面对的都是
重症患者， 游走在生死边缘， 医

生们必须全力以赴， 尽可能挽救
更多的患者。

张宏民回忆， 有次一名病人
需要上呼吸机， 但由于病情危重
存在很大困难， “病人始终处于
低氧状态 ， 血糖很低 ， 心率很
快， 整体情况非常危险。” 张宏
民说。 当他和同事们正忙碌时 ，
一位呼吸科医生在转病房时看到
后， 便主动加入， 3个人用了一
个小时终于完成插管。 “当时我

们浑身都湿透了 ， 但心里挺高
兴， 因为患者救回来了。 而且大
家团结一致挽救患者， 真的挺感
动。” 回京前， 张宏民还特意找
到这位医生一起拍照， 留下这难
忘的一刻。

在武汉的两个多月里， 张宏
民与同事们的班次会根据需要不
停轮换， “今天上白班， 明天或
者后天又可能上夜班。” 不规律
的工作节奏， 给他带来了一些睡
眠方面的困扰， 有次忙碌完出病
房时， 他甚至有点窒息的感觉。
不过这些都没有动摇张宏民的信
念， 他心中想的就是尽可能把每
一个生命 “往回拉”。

回京后经过正常的隔离期，
如今的张宏民已经回到了工作岗
位， 开始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而他的母亲也终于放下担心， 恢
复了 “刷剧” 的生活习惯。

“我在武汉那几个月里， 平
时不太爱看新闻的母亲天天看新
闻， 关注疫情发展的情况， 尤其
是武汉方面的消息。 我知道， 母
亲是担心我的安危， 又不愿意打
扰我的工作， 她用这种方式来缓
解担忧。 现在她又可以笑着集中
精力看电视剧了。” 张宏民说。

□本报记者 王路曼

———记市公安局昌平分局霍营派出所“军转干部先锋队”

张宏民:驻守武汉ICU病房80余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