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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灾难当作教材

把一线当作课堂

——记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一线战“疫”大课

新冠肺炎疫情带给我们很多思考，也给我们出了一份考卷。社会
即课堂，生活即教育，我们需要共同面对、共同讨论、共同参与、共
同承担，在教学条件、交流空间变化中把灾难当作教材，共同去思
考：
“国家、小家、个人”“使命、担当和奉献”“防疫法律、法规、制
度”“诚信与谣言”“真情大爱与冷漠自私”“隔离病毒不隔离人心”
“健康生活与野生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高尚与卑劣”“真善美
与假丑恶”
“重大疫情防控体制体系与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让我们在这场全面抗击疫情的战争中，上好“爱国教育、生命教
育、信念教育、科学教育、道德教育、法律教育”这一人生大课，这
也是我们火炬人必须要学习的重要一课。让我们“火炬人”在反思疫
情、抗击疫情中与祖国一起成长，用成长的足迹踩踏灾难，让不幸成
为通向幸福的桥梁，我们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
——摘自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叶军峰 《致全校师生的一封信》

觉得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是我们军人
的常态，当兵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尤
其这里是我的家乡，脱下军装后我依
然要保护我的‘小家’
，没有什么值得
赞颂的。
”
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他一直以
党员的准则严格要求自己，并准备在
新学期开学后马上递交入党申请书，
希望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通过学校
去年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我对这 8
个字有了更深的体会。”他说，“我认
为自己要从生活的点滴做起，学习先
锋模范，忠于党、忠于人民。作为一
名老兵，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党和人
民需要，我时刻准备战斗。
”

8℃的坚守

中山火炬职院鸟瞰图

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有无数平
凡小人物的坚守和奋进。自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中山火炬职院的师生
虽然停“课”在家，但他们却始终未
停“学”
。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志愿者的
身份，用爱心、责任、担当自觉奋战
在疫情防控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诠
释着自己的初心和信仰，出色地完成
了爱国、团结、奉献的人生大课。

教师篇
博士“平凡肖”的志愿者经历
有段时间，肖凡平将他的微信名
改为“平凡肖”。
这或许很能代表他的性格和志
趣。他博士研究生毕业，是一名党
员，做过教研室主任、教学系主持工
作的副主任，然而他却将“主任”一
职统统辞掉，做了一名“平凡肖”。
岗位无贵贱，党员有初心。无数
平凡人物的坚守与奋进，才铸就了这
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平凡肖”一张大众化的脸，但耐
看；偏矮的个头，但灵活；说话语气
文静平缓，但温暖。
让我们一起听听“平凡肖”那平
凡而温情的讲述。
2 月 10 日下午，看到学校征集抗
疫志愿者的通知，当时也不知道具体
要做些什么，就在群里回复了一句
——“我报一个”。
那一刹那，我来不及思考和掂
量，在我看来，疫情不仅是个人和家
庭的灾难，也是国家的危难，就像你
在河边看到一个落水呼救的人一样，
没有时间去思考。
我知道前面会有风险，但我更希
望为抗击疫情做点什么。
几天任务下来是有点辛苦，深
夜、寒风、暴雨，一守就是连续 4 个小
时。有一次执勤的时候，裤腿和鞋子
都湿透了，双脚像泡在冷水里一样，
但是想想这份工作的意义，想想那些
日夜奋战在病房与死神抢夺生命的医
务人员，我们这点事算不了什么。
其实，在疫情防控面前，我们并
不孤单。
来往的车辆看起来是在做机械运
动，但我们感受到了无数司机和乘客
暖心的关怀：
“谢谢你们！
”
“辛苦了！
”
“注意安全！
”
有的司机甚至从副驾上掏出口罩
要送给我，我说我们单位有发的，他
们却说可以留给你的家人用。
口罩我都友好地拒绝了，但我拒
绝不了那一股股涌入心田的暖流！
一同执勤的吴医生，热心地教我
们在执勤完后如何消毒和洗手。空闲

之余一同抗疫的警察，还教我们打一
套军体拳暖暖身子。
2 月 15 日夜晚 11 点多，一辆江西
抚州的车平稳地停在我们面前，车上
一家四口，只有司机戴着口罩。
“为什么不戴口罩，你不知道这样
很危险吗！
”警察很严厉地责问。
“我们也是没办法呀，两个小孩，
我们也怕呀，但是全家就剩一个口罩
了，到处都买不到啊！
”中年母亲很无
助地回答。
沉默片刻，警察示意我去拿 3 个
口罩过来。瞬间，我看到了“冷执
法”背后的热心肠。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疫情阻挡
不了春天的脚步，无数涓细的暖流在
龙的传人身上流淌，终将汇聚成强大
的力量，驱散寒潮，赶走灾难！
“平凡肖”在他非专业的课堂上，
为我们讲授了一堂人生大课。

丁博士的特殊岗位
“立春”，这个代表温暖与生长的
节气刚过不久，宅家抗“疫”的人们
还来不及享受“薰风拂面”的美好感
觉，一股强劲寒流突袭岭南大地。
2 月 15 日 的 深 夜 ， 气 温 已 低 至
8℃，北风割耳，湿寒侵肌。中山火炬
职院党员志愿者服务队的 8 名党员教
师来到疫情防控前哨。博爱路七路与
逸仙路的交叉口，就是丁俊健博士当
晚的执勤岗位。
暴雨敲打着挡风玻璃，一辆广州
牌照的奔驰越野车驶入逸仙路大环村
路段，顺着车灯望去，不远处 4 名穿
着反光马甲、戴着口罩、穿着雨衣的
人员在挥手示意靠边停车检查。汽车
缓缓驶进临时搭建的风雨棚。
“请您打开车窗，接受检查。
”
车窗降下，丁俊健博士稳步向
前：
“您好，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身
份证件！请问您从哪儿来？”详细询问
之后，他为车主测量了体温。
“先生，您的体温正常，可以离开
了，谢谢您的配合！”在丁博士的示意
下，车辆驶出待检区域。
短短 10 几分钟，差不多经过了 20
辆车，检测约 30 余人。加上白天一刻
不停地严格测量、把守，丁博士感到
紧握测温仪的手有些酸痛，他甩了甩
手臂，继续投入工作中。
丁俊健博士是学校装备智造学院
的副教授，自疫情发生以来，一直关
注着防控进展。
“大年三十开始，陆续有各地医疗
人员支援武汉，我很受感动。当时就
想自己能够做点什么，正好学校发动
党员志愿者协助道路交通疫情防控工
作，我就报名了。
”丁博士说。
虽然工作繁忙、辛苦，且家里人
担心他的健康，但他说，
“比起奋斗在
一线的医护人员，卡点检查算不了什

么，只要按要求穿戴好工作服和口
罩，做好相关消毒工作，做到不接触
车辆、身体、证件、登记表格等，就
很安全。大多数人都很理解和配合，
都会向我们说一声‘辛苦了’
！”
疫情当前，党员靠前，还有什么
比勇敢担当、守望相助更能温暖人心
的呢？
雨一直下，丁博士将和战友们在
这个特殊岗位坚守到凌晨 3 点，直至
其他志愿者来换班。

冯灿东：扶贫、战“疫”、协
查复工复产，他都在！
“看完群里征集疫情防控志愿者的
通知后，我本能地回了一句——‘我
报名’
。
”
“报完名后，才想起这事儿还没和
家里的‘领导’商量，心里未免有些
纠结。
”冯灿东略带腼腆地说。
这位土生土长的中山本地帅哥，
个头 1 米 8，一张国字脸，说话总是带
着微笑。拿广东话来说，他是标准的
“靓仔+乖仔”。
他说的“家里的领导”
，是他的爱
人，与他一样，是中共党员、学校的
辅导员。
“去吧，家里有我，注意保护好自
己。
”
爱人的欣然应许，反而让冯灿东
多多少少产生了一些内疚。家里两个
小孩，大的 6 岁，正是调皮的时候；
小的才 7 个月，更需要看护。
“可能是出于同为党员、辅导员的
‘默契’吧，关键时刻，你不站出来，
如何对得起胸前的党徽？如何为学生
作表率？”
冯灿东说得没错！辅导员是教书
育人前沿的岗位，直接面对学生，对
学生影响更大的不是老师怎么“说”，
而是看老师怎么“做”。
让冯灿东心怀内疚的，不单单是
这一次的“先斩后奏”。2013 年 6 月，
当时妻子已怀孕 3 个月，他却自作主
张报名去肇庆扶贫了，而且一干就是
一年半。
当志愿者的那段时间，他每天还
要收集整理、按时上报其他两个年级
共计 806 名学生的身体状况数据，数
据必须做到精准无误。他深知，在这
个关键时刻，数据的差错就是对学生
生命健康的渎职！
与数据的高精准要求一样，社区
疫情防控也来不得半点马虎。
“漏掉一人，有可能殃及一家；一
家遭难，社区恐慌；社区恐慌，镇区
戒严。
”冯灿东忧虑地说。
“现在的小区管控非常严格，程序
是繁琐了点，但也只有这样，才能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相信困难是
暂时的，希望居民能理解我们的工
作。
”

“来往的车辆及行人都很配合，有
时甚至让人感觉很暖心。有一次执勤
的时候，检测到一位体温偏高的司
机，我怀疑是由于他开了暖气的原
因，便示意他先靠边停好车，等几分
钟后再测一次。
”
“因为检查站来的车辆有点多，我
不得不先处理好后边来的车辆。等忙
完了，才想起那位司机还在等着，便
赶紧小跑过去再测一次体温。
”
“抱歉，让你久等了，这次体温正
常，谢谢配合工作。
”
“‘配合你们检查是应该的，大
家都是为了防控疫情，辛苦你们了。’
司机很友好地说。
”
“正是因为有他们简简单单的一句
暖心话，在刺骨寒风、瓢泼大雨里执
勤，我并不觉得辛苦，这一切都是值
得的。
”
冯灿东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协
助当地政府到企业检查复工复产。扶
贫、战“疫”、协查复工复产，他都在！

学生篇
2020 年的这个新年，注定铭刻在
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在举国上下一心
抗击新冠肺炎的阻击战中，中山火炬
职院的学生志愿者们在战“疫”一线
收获了成长。

1.5 平方米的坚守
黄锦梓，中山火炬职院包装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91 班学生，2017
年至 2019 年在山西省武警部队服役。
他是学校入党积极分子，目前在茂名
市林头镇参与疫情防控，主要负责在
各个防控地段的路口检查群众是否携
带活禽、排查可疑人员、对村民进行
疫情防控宣传等。
看到黄锦梓发来的志愿者工作
照，他身旁有时候是一个塑料椅子，
有时候是一张桌子，有时候还有一辆
电动车。
“我们村刚开始实施封村，我就参
加志愿者工作了。”他说，“因为有时
候在村口，有时候在村里，远一点就
骑电动车过去，反正村里需要我去哪
里我就去哪里，人民有需要我就去。”
这段时间，他每天如此，不论风雨严
寒，坚守在大约只有 1.5 平方米的简陋
桌子或椅子前，很多时候只有他一
人。他的工作就是对非本村的外来人
员进行劝离，或者对防疫措施不理
解、想外出的村民进行宣导教育。
“我记得还在部队的时候，指导员
跟我说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他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
恶小而为之。我是一名退伍军人，我

吴浩林，中共党员，中山火炬职
院 装 备 智 造 学 院 机 电 185 班 学 生 ，
2013 年至 2018 年在湖北服兵役。他目
前在中山市黄圃镇新地村参与疫情防
控，主要负责对进出该村的群众进行
体温测量、对非本地人员宣传疫情防
控措施。
2 月 16 日清晨，中山的气温已骤
降至 8℃ （实际体感温度仅 5℃），如
果不是戴着口罩，凛冽湿冷的寒风打
在脸上会有强烈的刺痛感。
7 点不到，吴浩林就如常来到新
地村村口的防控点，穿上志愿者的工
作服，开始接下来 8 个小时的坚守。
曾经当兵 5 年的地方现在变成疫
区，他心里特别难过，总想着自己有
机会就要为抗疫做点什么。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吴浩林看到村委会发出组
建抗疫志愿者队伍的通知后，他马上
就报名了。
“这个时候党员就应该站出来，”
他说，“尤其是像我这种年轻的党员，
而且还是退伍军人，更加要参与前线
抗疫，这点不能含糊。
”
从 2 月 8 日至今，除了休息的一
天，无论是前两天的暴雨天，还是最
低温度只有 8℃的寒冷天，他基本都
重复同样的工作，丝毫不敢怠慢，认
真地为每一位出入该村的群众进行体
温测量，对外来人员或者对防疫工作
不太理解的村民进行友善的劝说。有
时，村口附近哪里的交通拥堵了，他
也会被临时安排过去疏导。用他的话
说就是“组织要我去哪里，我就马上
去哪里”。
相比坚守在抗疫最前线的医护人
员，吴浩林认为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
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们在工作中也存在着风险，毕
竟可能要遇上一些去过疫区的群众，
但我觉得这点风险是微不足道的。
”他
说，
“有时候还会有一些本地的群众不
太理解我们的工作，觉得有点繁琐或
者没必要，但在疫情面前，我们不能
存在一丁点的侥幸心理，群众不理
解、不配合的，我们就更要跟他们讲
道理、讲清楚，让他们对疫情防控措
施有真正的认识，大家都生活在同一
个家园，而我们作为抗疫工作志愿
者，更有责任和义务为身边的人筑牢
抗疫防线。
”
“党员”
“军人”
“责任”是他经常
挂在嘴边的词。吴浩林在 8℃里的坚
守，展示了年轻共产党员正在用自己
的方式散发光和热，用无私的奉献、
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毅力构筑中华民
族新的长城。

从“宅小家”到“守大家”
林锐荣，中山火炬职院光电信息
学院通信 183 班学生。在谈“新冠肺
炎”而色变的时候，最初促使林锐荣
走向志愿者岗位的不过是想着“在家
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出来做点有意义
的事”
，林锐荣在自己居住的小区——
肇庆市端州区东安南苑小区做体温测
量志愿服务工作。
2 月 7 日，肇庆市封开县出现广东
首个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封开县当天
实行封城，整个肇庆进入一级戒备。
已经在家“闲”了一周的林锐
荣，于 2 月 8 日报名参加了社区居委会
的志愿者服务队。他每天的任务就是
为出入小区的人员测量体温，做好登
记工作，并将这些信息发送至居委
会。除此之外，林锐荣还负责张贴居
委会派送过来的公告以及宣传条幅，
并按照上级安排做好宣导工作。
“整个小区只有我一个志愿者，每
天的工作内容都差不多，有时会觉得
枯燥。但是想到自己负责整个小区的
安全，是几百户人的临时‘家长’
，就
会打起十二分精神，不会觉得累了。
”
除了责任感，他还坦言，在这次

志愿服务中锻炼了自己待人接物、服
务他人、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每天都接触到不同年龄、职业的
人，每天都有新的感悟，我最大的感
触是，在疫情面前整个小区乃至社区
都特别团结，人心聚在一起，什么困
难都能跨过去！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也
一样！”
从一开始的“闲不住”到现在的
“不 得 闲 ”， 从 “ 宅 小 家 ” 到 “ 守 大
家 ”， 林 锐 荣 在 这 场 特 殊 的 战 “ 疫 ”
中，收获的不仅仅是忙碌，更是宝贵
的成长经历。

“我的人生被拉长了”
蒋加锐，中山火炬职院光电信息
学院应电 185 班学生，在中山市火炬
开发区联富社区负责社区居民出入的
登记以及体温测量工作，这个首批被
标记有新冠肺炎病例的社区，在疫情
防控上也做得十分严格仔细。
刚开始做志愿服务的蒋加锐，遇
到的更多是“不理解”：
“好端端的测什么体温啊，我正常
得很，现在正有事忙着呢！真是耽误
事！”
“哎呀，真是麻烦！”
出入社区的居民将蒋加锐看成是
一种多余，类似的抱怨时有发生，这
让蒋加锐心里多少有些难过，但是并
没有气馁，而是耐心和居民解释：
“我们社区已有 1 例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所以要更加注意防护，请您理
解配合我们的工作。
”
面对误解，他能做的只能是不厌
其烦的沟通劝解，在气温骤降、风雨
交加的室外坚守，在帮助他人的过程
中获得快乐，并以此战胜心底那一丝
可能被感染的忧惧。
“短短几天的战‘疫’，仿佛已经
走了漫长的一段路，我的人生被拉长
了许多。
”
“在志愿服务工作中，我深刻体悟
到‘助人为乐’的真正涵义，在帮助
别人的时候其实也在帮助自己、提升
自己、完善自己。在与人们的沟通交
流、互帮互助中，我收获了善意，收
获了赞许，收获了友谊，丰富了人生
的阅历，收获了心灵上真正的快乐。”
蒋加锐在志愿服务的感言中这样表述。

“我期待脱下口罩、见面微笑
的那一天！
”
黄文静，中山火炬职院光电信息
学院应电 181 班学生，人如其名，一
个文静的女孩。
她在广东省揭阳普宁市负责所在
村子出入人员的体温检测，并对外地
车牌进行登记。
“我在做志愿服务的一开始，更多
的是心累。可能是我们这边疫情不是
很严重，村子里很多人都没有从思想
上引起重视。很多老人甚至都不知道
这个疫情，防范意识比较低，出门根
本不愿意戴口罩，还喜欢聚在一起。
”
黄文静一面忧心不已，一面开启
苦口婆心的劝解模式。
“出门请戴好口罩，现在疫情非常
严重。
”
“请一定要注意勤洗手。
”
“还是尽可能地待在家里吧。
”
起初，黄文静的劝解并不是很见
效，甚至招致某些“顽固分子”的厌
烦，但她却说：
“我只想尽自己的一份
心力，而且我相信努力终会得到大家
的谅解和认同。
”
“我在新闻中看到了很多振奋人
心、温暖人心的人和事，比如全国各
地驰援湖北的捐款者，在湖北武汉一
线救治病人、不顾自身安危的医生，
雪中送饭的快递小哥，等等。
”
黄文静被这些感人事迹深深感动
着、激励着，却不知自己也成了别人
眼中的正能量。
“在这场疫情防控保卫战中，我相
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团结起来，中国
必会渡过这个难关，这场战役也会很
快赢来胜利。我期待我们脱下口罩、
见面微笑打招呼的那一天！”黄文静这
条随感，道出了全国人民共同的心愿。
在这场疫情防控中，中山火炬职
院 共 有 30 多 名 学 生 志 愿 者 奔 赴 战
“疫”一线，有 8 名党员教师沉到社区
协助抗疫，还有 15 名教师后备队员随
时待命。
我们深信，疫情阻挡不了春天的
脚步，无论前面有怎样的困难，我们
都不会放弃努力和期待，必能一起打
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用美好的
青春和坚定的信仰，担负起这个时代
的重托。
（根据志愿者口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