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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散

我毫不犹豫地
回答“听从指挥，随
喊随到”

4 月 15 日，当我拿到
长沙县卫生健康局颁发的

《解除医学观察告知书》，
就意味着我这段特殊的人
生经历正式告一段落。作
为一名所谓的武汉“逆行
者”，那些奔波在武汉三镇
的过往，必将铭刻在我的
内心深处。

农历新年前后，武汉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一
直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
看到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心里慌乱而沉重，根本不
能静下心来继续之前一部
长篇报告文学的创作。面
对如此的灾难，作为一名
青年报告文学写作者，觉
得自己有责任和使命用手
中的笔记录正在发生的历
史事件。

我 在 新 闻 中 关 注 到
“95后”青年女医生甘如意
的事迹之后，深受触动，她
只身一人骑单车 4 天 3 晚，
逆行300多公里，从老家返
回武汉抗“疫”一线，路上
的曲折与艰辛时刻考验着
年轻且瘦小的她，是身为
医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
支撑着她最终抵达武汉。

甘如意有她的责任和
使命，我也有我的责任和
使命，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有
自己的一个定位，也会有自己的一份责
任。

近年来，我创作的视角主要聚焦当
代青年群体，之前我采访大学生西部志
愿者的时候，和甘如意母校的老师有过
较多的联系，于是通过她的老师与她取
得联系。去武汉之前我就已经在电话和
微信上开始了采访，创作的报告文学《甘
心》发表于《光明日报》。

当真正接到中国作协赴武汉一线采
访的通知时，我有些诚惶诚恐，担心自己
水平有限，完成不了任务。二月份的武汉
疫情形势仍然严峻，面对凶险的病毒，正
常人的思维应该都会有所恐惧。但我还
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听从指挥，随喊随
到。”

通过有关部门的协调，2 月 26 日中
午，我乘坐高铁从长沙抵达武汉。那天阴
阴沉沉，寒意逼人，目光所及，冷冷清清。

我们的采访是在中央指导组宣传组
的统一安排下进行的，在武汉与几位老
师会合后，通过分工，我继续聚焦以“90
后”为代表的青年抗“疫”群体。

“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
哪里搬”

截至 4 月初返回长沙隔离观察，我
在武汉采访的时间近40天。受当时抗击
疫情的氛围影响，感觉每个人都在奔跑，
都在抢时间。所以我的采访节奏也比较
快，几乎每天上午、下午甚至晚上都在外
面跑。

有次采访1992年出生的青年志愿者
郑能量，先是去硚口区荣华街建国社区给
有需要的人送盒饭，后来为武汉市中心医
院搬运物资，去湖北省中医院送出院患者
回家。那天到了后半夜一直下着雨，等我
回到驻地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
再做好消杀工作，三点多钟才睡。

郑能量是长沙人，大年初一他从长
沙开车逆行武汉做志愿者。他表示：“我
志愿进入疫区做志愿者，志愿接受最脏
最累的一切任务，这都是我的选择，也都
是自己的社会责任。”郑能量穿梭在武汉
三镇，先后义务帮助有需要的市民出行、
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运送医疗物资，甚
至协助运送死亡的患者。连续3天，我一
边采访，一边跟郑能量及车队一起当志
愿者，用他的话说就是：“我是一块砖，哪
里需要哪里搬。”我眼看着他时刻保持待
命状态，只要接到求助电话，就立马出
发，每天开车送人、拉物资，奋战十七八
个小时，跑四五百公里路。从他身上，我
真真切切感受到广大志愿者们为这座城
市做出的奉献。

在武汉的采访过程中，我被许多平
凡普通人的善良大爱所感动。因为我关
注的是整个青年群体，所以采访面比较
广，去的地方也比较多。比如医护人员，

我采访了北京、湖南、辽宁、
四川、贵州、浙江、河北等省
市的援鄂医疗队，也采访了
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这些
新建的医院，还有同济医
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
汉市中心医院、第四医院这
些本地医院的医护人员。

我采访了许多志愿者，
有的是接送医护人员的爱
心车队司机，也有帮助运送
物资的爱心团队，他们大部
分是自己贴钱在做好事。还
有雷神山、火神山两座医院
的建设者，有些人在医院建
成之后选择留守下来，维护
医院的设备运转。他们都是
普通平凡的劳动者，但从他
们身上折射出那种朴实善
良的光，让我感到温暖。

在水果湖街北环路社
区的那次采访，让我记忆犹
新。1991 年出生的张忻欣
是社区的二把手，因社区一
把手、三把手都确诊或疑似
了，仅剩下她带着社区几个
人管理着一个近两万人的
大社区。她数次目睹死亡，
还要处理许多复杂的突发
事情，她仅仅是一个 20 多
岁的女孩，突然被这次疫情
裹挟着推到了最前台，挑起
了最重的担子。我采访的时
候，她回想起“应收尽收、应
治尽治”每户上门排查的那
些“兵荒马乱”的时刻，眼泪
汹涌而出，浸透了口罩，令
我万分感慨。换作是我，身
为比她还大几岁的男子汉，
都不知道能否担得起这副
沉重而艰巨的担子。

跟消防队员去隔离点
做全面消杀那次的经历，让
我深切体会到穿防护服的
难受。为了给楼道做彻底消
杀，我从一楼爬到五楼后，
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胸

闷、气短、呼吸极为不畅，嗓子里根本发
不出声音。尽管那天气温较低，但我依然
大汗淋漓，护目镜模糊一片，几次摔倒。
结束任务后，整个下午依然处于一种缺
氧的状态，头晕晕乎乎的，真正感受了抗

“疫”最前线人员的艰难。他们每天都如
此全副武装地工作，身体遭受巨大的考
验。

文学的最终价值是温暖人心

在整个抗击疫情的群体中，医护人
员和志愿者是主力队伍，其中“90后”甚
至“00 后”占比最高，以 4.2 万名援鄂医
疗队员为例，“90 后”超过三分之一，是
武汉保卫战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采访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青年
一代在茁壮成长。他们承担责任，履行义
务，国家面临危难之际勇敢地站出来，冲
在前线，在抗疫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差一点也是“90后”，看到他们朝气蓬
勃的身影，仿佛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希望
和未来。

在不同的采访对象身上，我都看到
了一股积极向上的蓬勃力量，他们从不
同的侧面共同反映了这个精神内核。比
如志愿者郑能量，他身上那种青年的奉
献担当与责任感夺目耀眼。还有方舱医
院众多“90后”女医护人员，特别是来自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谢宇雯
和湖南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的田芳
芳，她们悉心照顾病人，给患者带去温暖
与温馨，她们乐观开朗的力量，朝气蓬
勃、生机盎然的气息，使得患者身心愉
悦，放下心理负担，成为治愈轻症患者的
一剂良药。

在武汉一个多月，我紧锣密鼓地采
访，创作了《爱的温暖与力量》《温暖的
光》《甘心》《迎风吐蕊 朵朵花开》《生命
的节点》《湘水北去》等一批报告文学作
品，先后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文艺报》等报刊，还有些作品被期刊留
用，近期陆续也会刊发出来。

我觉得，文学的最终价值是温暖人
心。报告文学写作在此次抗击疫情过程
中起到了文学“轻骑兵”的作用，深入现
场，见证历史，记录抗“疫”前线的伟岸风
景，以及每个个体背后的动人故事，让他
们身上映射出的希望之光照耀更多人的
内心。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身为一名
青年报告文学写作者，我更应该肩负起
责任与担当，做时代的书写者和记录员。
根据采访收集的素材，我正在创作一部
反映青年抗“疫”的长篇报告文学，书写
战“疫”中的青春之歌，全景式地反映新
时代青年在国家危难时刻不畏艰险、冲
锋在前、舍生忘死的精神风貌，暂定名为

《青春脊梁》。因为这些青年就是我们国
家的未来，也将是我们国家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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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唐银波创新工作室”灯火通明，攻关

前的诸葛亮会，9名成员全部到位。
唐银波先说：前线告急——防护口

罩、医用防护服告急！“211”硬核行动打
响，国资委下属 6 家中央企业上前线，都
是国家队的“尖刀连”：“航空工业”用
歼-20 技术制作全自动口罩机；“中国船
舶”集中了造航母、潜艇的尖端科技；“中
国兵器”用“汉阳造枪炮”、装甲技术，拿下
任务……

“师傅，放心。我们知道自己拼的是什
么——是同胞的生命！”大家急着开工。

“好，干活！”
当日，图纸、工艺、采购、下料、加工……

全面启动。
张鑫，工作室成员之一，本次突击队

的主力队员，负责难度系数大的零件加
工。接到任务的第一天，拦路虎就挡在了
面前：一个从未见过的异形小齿轮，齿形
太特别，从哪个角度铣齿都不好切入。师
徒几个查找了很多技术书，讨论到深夜，
还是没能最终突破。

“师傅，上！技术一把刀，没你破不了
的难题。”

这可不是起哄。唐银波，是中华技能
大奖获得者、中国兵器首席技师、全国劳
动模范。只说他一个画面：他能操纵通俗
铣床，在厚度仅 0.2毫米的鸡蛋上铣出一
个圆，且不穿破蛋壳内膜……他曾带领
工作室成员连续加班一个月，终于锁定
某军工重要部件，误差为 0.01 毫米；他
破解的“极板”难题，正式应用于航天、航
空、核潜艇和医用制氧领域，成了整个集
团的骄傲……

面对眼下的“异形铣齿”，唐银波将
“超薄板抗变形加工技术”“近圆加工法”
“数控铣床加工能力拓展加工法”等20余
种工作室的“加工宝典秘籍”想了个遍，最
终他脑海里冒出了年轻人的时尚智慧——
采用电脑编程。“臭皮匠”们一拍即合，再
经技术高手张鑫几次调试，终于快速拿下
了铣齿任务。

就在唐银波他们通宵达旦、你追我赶
时，江麓集团各部门都在为“211 硬核行
动”挑灯夜战。

兵贵神速——公司上下昼夜奋战，完
成了自制件、外购件、标准件汇总表的整
理，12 小时完成了 1054 张图纸绘制，24
小时完成了 2146 份工艺文件，分别下发
物资采购和生产单位；

粮草先行——材料科、电器科党员王
行东、刘佳、严立峰快速行动，马不停蹄地
到广东、深圳等地，确保了 262 项 15078
件外购件全部采购到位；

运筹帷幄——靠前指挥、挂图作战。
每天下午 5 点“211”专项生产协调会，统
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推进。

奋力拼赶——六分厂人歇机不停，仅
用一天时间，完成了口罩机、压条机 570
项8165件自制零件毛坯的下料任务。

江麓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刚利感
慨地说：口罩机、压条机大部分零部件都
是在公司自制，时间紧、任务重。平均分配
到每个生产工人身上的任务量比平时多
三分之二……

大国军工的全局资源整合能力、关键
要素供应能力、重点难点突破能力，在急
难险重的战役面前，都凸显成中央企业、
国家脊梁的“神兵利器”！

“211”硬核行动：

大国军工 神兵利器
——湖南央企复工转产口罩机侧记

唐银波身着蓝色工装，白色口罩遮住了
大半边脸，露出炯炯有神的眼睛更显专注。这
位70后的中国兵器首席技师、全国劳动模范，
急速地走向江麓机电集团技术中心会议室。

鼠年春节，疫情十分严峻。口罩，成了护
佑生命的装甲，抵挡毒魔大军的利器。2月11
日，国务院国资委向 6 家中央企业吹响集结
号——全力推动口罩机、压条机等紧缺医疗
设备的研制生产。

六家中央企业之一的中国兵器工业集

团将简称“‘211’硬核行动”的首战指令下达
到江麓机电集团——“口罩机、压条机各 5
台，交货时限本月30日。”

军令状闪着逼人的光。会议室出现了几
秒钟沉默。一无图纸工艺，二无现成原材料和
配套件，三无熟悉加工装配的技术工人，采购
运输、生产组织、十多道工序……但军工人从
不退缩！

走出会议室，唐银波微信喊话9位干将：迅
速集结，连夜赶活。还有，别忘了多带些口罩。

“白衣战士们在死神手里抢人，我们要抢时间保他们！”
一个个车间，连空气都是严谨的，车、

铣、钳、磨、镗各工种一齐上阵；模具、齿轮、
涡轮及不规则的零部件，整整齐齐摆放在工
架上；机器飞转，一刀一刀如雕刻艺术精品。

被称为“金蓝领摇篮”的唐银波创新工
作室，平日众人向往，都是毛遂自荐比武竞
岗而来的精英；战时，一专多能、吃苦耐劳，
全是不负众望的技术高手。

“有人说我们‘大炮打蚊子’，只要能灭
病毒，国家用尖端科技、我们用命堵枪眼，都
值！”唐银波的鼓劲总是很及时。

徐新，车工班班长，工作室成员之一。口
罩机 9种零件主要工序都在车工班，他带领
6名突击队成员，日夜泡在车间，连续6天没
见到孩子了，一天深夜，这位七尺男儿实在
按捺不住思念之情，凌晨2时37分在朋友圈
发出几张孩子照片：“深夜未归，想两个小朋
友啦。”

夫妻同战。郭娜这个顶呱呱的车工，又

是 4岁孩子的母亲，偏偏在生产室负责配料
的老公，因会战中许多原料急缺，每天左冲
右突，积极寻求社会力量，缩短技术生产转
化时间；于是两夫妻一边是丈夫比妻子更没
时间顾家，一边是主攻手郭娜连续五个晚上
奋战生产一线。2月19日，她从上午8点一直
干到第二天中午 12 点，整整在机加一线干
了30个小时没合眼。

“困了吧？辛苦了！”三分厂刘欣侠书记
握住了她的手。“比起那些白衣战士算不了
什么。他们在死神手里抢人，我们要抢时间
保他们！分工不同的战士，抱团往前冲！”

可提到孩子，郭娜哽咽了：“我已经几天
都没和崽崽说话了，每天出门他还没醒来，
晚上回家他已熟睡。白天，孩子打电话哭着
说想妈妈，攻关节骨眼上我怎能缺席？”突击
战，她不仅亲自加工完成11种248件产品的
车工工序机加任务，还与同事们将后期近
700件零件100%交验完工。

接下来，是一场绝无仅有的接力赛。领
衔主导的工艺设计，3天时间所有人员吃泡
面加班加点，机加、钣焊、特种等工艺流程完
成定额2000余份；

电炉班班长梁健接过了第一棒，带着韩
泽、陈波、郑本符 3 人赶制口罩机毛坯。装
炉、淬火、回火、交验，经近 8 个小时的连续
奋战，17种调质件毛坯顺利产出并交付；

为确保顺利“交棒”下道工序，车、铣、钳
派出19名专项突击队员，对近790件产品进
行连夜突击。

2 月 24 日，5 台压条机只用一天就完成
了总装调试任务，但口罩机却像患了感冒，
咳嗽不断，梗着口罩推送不畅。

主任李冀山，总调度刘鹏，钣金工刘湘
文，调试陈志光、蔡亚敏，电气工陈勇，一个
个都是了不得的角色。最初，“211”行动没有
603车间参与，可江麓战车参加国际军事大
赛多次获第一名，厂方不希望这支团队分
散。他们参加多个科研产品试制及国庆阅兵
战车保障，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的团队，一直抱团冲锋，次次成绩斐然。这次
战疫，他们集体请缨参加。集团特批——上！

昔日战神连“卡壳”的小事都处理不好？

一个个查，突破肠梗阻！第一环节，每分钟生
产上百片口罩没问题；第二环节耳带焊接机
推送出问题了。调度王维和老师傅刘湘文、
80后曹万华共同分析，输送轮摩擦力偏小，
按常理输送轮上应该有滚花来增加摩擦力。
对比鼻梁输送轮图纸——发现上道工艺漏
加工滚花0.3mm——症结找到了！

总装再调试口罩机，人机合一，一气呵
成。

车间一片欢呼声。电气工陈勇最激动，
他迫不及待连打两个电话，一个给从六分厂
退休的老劳模父亲，一个给他怀孕 7个月的
妻子，报喜！

“咱们江麓有力量，嘿，咱们江麓有力量……”
半夜里，压条机、口罩机生产线旁，有人轻声
却有力地哼唱，又迅速集合成一支铿锵有力
的合唱……

“好样的！”总指挥黄帅丹和工会的同志
带餐点、牛奶慰问来了。赶上这一幕，黄总激
动地说：“与死神抗争，从来不只有白衣天
使。你们按下的是汉阳造传承的军工指印，
喊响的是吴运铎用钢铁炼成的誓言。拼技
术、拼责任、拼体能、拼奉献，个个是江麓版

‘拼命四郎’，国家脊梁！”

“与死神抗争，从来不只有白衣天使。
你们按下的是汉阳造传承的军工指印。”

从江麓员工把最后一张“军工制造”标
签贴在压条机上，标志着江麓集团“211 硬
核行动”全面交付完工。与口罩机一起交付。
比原定交货时间提前了整整13天！

何止江麓集团，又何止唐银波创新工作室？
全国口罩日产从2月初约2000万只，增

长到3月初的1.1亿只。其背后的力量是军工
人与央企人以战争时期抢造枪炮的速度，加快
口罩机研制生产。

——航空工业集团 16天研制出首台口
罩机、压条机样机，全自动口罩机达到 100
片/分钟的设计指标；

——中国船舶集团仅用 11天时间完成
了两类样机的研制，15 天就实现量产设备
连续供货；

——兵器工业集团、通用技术集团等 4
家企业已初步具备日产压条机约35-40台，
平面口罩机约25-30台，立体口罩机约3-5
台的产能。

防疫关键时期，突破医疗物资生产供应
的设备瓶颈，从2月11日国务院国资委吹响
集结号，截至 3月 7日，6家中央企业累计制
造完成平面口罩机 153 台、立体口罩机 18
台，并全面接受预订。这样的速度和产量，对
于医疗物资巨大的市场缺口是一种及时的
缓解！

这时，全球拉响了疫情警报！
大国风范的中国，央企主力军、军工国

家队与全国人民一起，向世界伸出了援手。
一个个带着体温、心跳的故事，述说着“有一
种温暖叫中国援助”！

马来西亚 SCGM 公司是我国“一带一

路”合作企业，得知兵器工业集团研制了口
罩机，强烈要求采购。军工系统刚出产的全
自动口罩机成功实现首批出口。

病毒无国界，援助意大利医疗队的专机
上，就有中央六企业生产的口罩、防护服等
医疗物资。这天，戴上“中国造”，罗马市民紧
缺的口罩得到了缓解，他们用最真挚朴实的
情感表达对中国援助的感谢——“雷迪罗
马”地铁站附近居民区，伴随大声高喊“谢谢
中国”，唱响了中国国歌！

又有新任务下达，新研制仍在进行中。
依然图纸资料不全，智慧与决心连进世

界地图；无专用刀具，自己设计，像拿出中国
绝技——治疫的中药秘方。

机床边，和时间赛跑；闯时艰，与困难博
弈。军工人也像白衣战士，凝聚起通力合作、
跨栏式的冲锋！军工加速度，谱写共和国抗
疫新篇章！

一架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货运包机缓缓
降落在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机上各种抗疫
医疗物资，合计重量69.91吨。

“那一箱箱口罩，没准就是我们的机器
造。”“太小儿科。更大的集装箱是我们的口
罩机。机器一开，口罩自来，那才是全球赞誉
的——中国造！”

工作室几员大将在午餐食堂看
着电视议论着，唐银波却独自在工位
上拿卡尺琢磨着手中的零件。静悄悄
的车间里，响起他曾经的一句话：劳
模风范、工匠精神，全部内涵就是精
益求精、追求卓越，专心专注把一件
事做到极致……

“我们知道自己拼的是什么
——是同胞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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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硬核驰援：以战争时期抢造枪炮的速度，
用央企责任践行全球担当。

唐银波和他的工作室的同事们。
江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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