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晓东：做的比说的多

王晓东，沂南县一位普通的公安民警，在部队时参与过大兴安岭救火、1998 年抗洪，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奔赴北川县援川 5

个月，援川期间，他岳父患癌症医治无效去世，父亲又身患癌症住院，但他将赴灾区的责任放在首位，将思念亲人的悲悲痛隐藏起来，一
直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没有回家……用他的话说，“援川经历是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灭火、抗洪，始终牢记军人的使命

2 月 2 2 日上午，记
者一行在沂南县杨家坡
镇派出所见到了王晓东。

一身警服，中等身材，戴

一副眼镜，说话谦虚有
礼，但眼神却特别坚定，

典型的沂蒙汉子，这就是
3 6 岁的王晓东给记者的

第一印象。

1994 年 12 月，王晓东

光荣地成为了一名解放军
战士，并在部队一直服役到

2005 年 10 月。11 年的军旅

生涯让王晓东时刻谨记军
人的责任：保家卫国。

入伍第二年 4 月份，

王晓东就参加了大兴安

岭灭火抢险。在大兴安岭

那片白雪皑皑的原始森

林中，王晓东和战友们不

分昼夜地救火抢险，累了
就在零下十几度的帐篷

里眯上一觉。连续一周在

如此严酷的环境中的透

支体力，让他年纪轻轻落

下了关节炎的毛病。

1998 年，王晓东在石家
庄陆军学院学习的时候，他

又和战友们一起到了松花

江抗洪。冰冷的江水中，他

一站又是 5 天，就是那一

次，他右肩受伤骨折。说起
这些经历，王晓东说：“国家
有难匹夫有责，当时我是一

名军人，我就要用军人的责

任感来要求自己，我要尽自

己的最大努力，为国家为灾

民减轻损失，这都是我应该

做的。”

岳父身患绝症，他依然奔赴援川前线

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
2 时 28 分，震动世界的汶川

大地震发生，一幕幕凄惨的

场面，揪动着每一位国人的

心。大地震发生后，作为沂

南县公安局张庄派出所的

一名普通民警，王晓东每天

都关注着灾情的变化，7 月

中旬，山东省公安厅组织民

警援川，他毅然报了名。

王晓东的岳父当年 5 月

初查出肺癌晚期，经过临沂

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几个疗程

的治疗后没有效果，医院放
弃了治疗，后来癌细胞扩散，

老人高位截瘫，生活不能自

理，已经卧床两个多月，靠吸

氧和输液维持着生命。

而王晓东的岳母血压

高，根本不能长期在医院劳

累，妻子孙海霞只有姐妹两
人，妹妹刚生了孩子，无法
照顾老人，妹夫干个体经

营，经常出门到外地，也无
法每天照顾老人。作为女

婿，老人从入院检查到确

诊，一直到后来病情恶化、

卧床不起，都是他在跑前跑

后，忙里忙外。

“所以报名后，所长找
我谈话，问我现在的家庭情

况能走得开吗。我虽然决心

要去，但心里也很忐忑，怕

家人阻拦，到医院跟妻子和

岳父说这个事，没想到病榻

上的岳父给了我最大的理

解和支持，岳父是老党员，

也是饱经风霜的退休老干

部。我还记得老人说‘去吧，

在家里也帮不上忙，国家发
生了这么大的灾难，去了要

好好干，不用牵挂家里。’当

时我就知道，以岳父当时的

病情，可能很难坚持到我完

成任务后的团聚，结果，那

一别，也真成了永别。”王晓

东黯然地对记者说。

当时妻子孙海霞回家

后，一边默默流泪，一边为
丈夫收拾行装。王晓东说：

“我出发后，妻子带着 7 岁

的儿子住在医院里，照顾着

岳父，我感激亲人对我的理

解与支持。”

父亲身患绝症，他仍坚守在抗灾阵地

2008 年 7 月 27 日，王

晓东一行 40 人作为山东省
援川工作先遣队，首批乘飞
机开赴四川。28 日凌晨，抵

达绵阳，简单休整 4 个小时
后，驱车赶往北川县公安局

报到。

王晓东说：“没去四川
之前，看到电视上的画面就

很震动，在从绵阳到北川的

路上，透过车窗看到，外面

很黑，透着远处的灯光隐约

看到，在崎岖不平的路两

边，到处都是倒塌的楼房，

到处都是匆忙的身影，还有

遍地瓦砾和满目疮痍。那一

刻，是心灵的震撼，当时我
就决定，完不成任务决不回

家。”

“让我没想到的是，工作

刚十多天，8月 11 日，就得到

父亲得了食管癌的消息。当

时我就懵了。”王晓东说，得

到父亲癌症住院消息时，他

正在和其他队员一起在县城

卡点执勤，一直到中午吃饭
时，战友看他心不在焉，一问
才知道他父亲又住院了。

战友就给山东省公安厅

带队的领导汇报了他的情
况。晚饭后，组织决定，给王

晓东特批 15 天的假期，让他

回家看望父亲。但思考了一

夜后，12日一早，他就向领导

汇报，不回家，坚持工作。

“父亲生病还有我弟弟

在家里，他能安顿好，我回

不回来都一样，对病情没任

何帮助。而当时北川急需救
援人员。当天中午父亲在医

院打电话叮嘱我不要回去，

说家人都在，凡事有医生照

顾。”王晓东说，紧接着，8

月 14 日，岳父走完了他 61

岁的生命历程。这一次，他

一直忍着，没有给任何人

说，在连续的几天时间里，

两位老人的事让他夜夜失
眠，满心内疚。

王晓东说，父亲确诊后

在济南住院治疗。但是高昂

的手术费，加上住院、生活、

医药等费用让他们一筹莫

展。原本就不多的积蓄，在

岳父病重住院期间，已经全

部花光了，还欠下了很多外

债。“当时多亏了我的领导

和同事，他们一起给我凑
钱，两天凑了两万多元钱，

并亲自送到济南的医院。8

月 21 日，父亲成功地完成

了食管上段切除手术，我从
心底里感激他们。”

帐篷里办公，经常一夜不合眼

遭遇泥石流，他心里只想到救百姓

9 月 2 4 日凌晨 3 时
许，王晓东与其他援川队

员们正在睡梦之中，突然

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
醒。两名惊惶失措的群众

冒着倾盆大雨到派出所报

警，泥石流把他们的房子

冲垮了，村里已经死了好

多人，位于曲山镇任家坪
村西山坡上还有近 800 名

群众被困在山上。

听到这个消息后，队

员们想向上级汇报，但泥

石流冲垮了道路、通信和

电力线，手机没有信号。

王晓东与队员们决定，

与派出所当时的值班人员

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向山

上走去。在任家坪村西山坡
一处濒临坍塌的民房内，队

员们救出了一位 83 岁的老

人，据老人讲，他活了这么

大岁数，还是第一次看到这
么大的雨。随着时间推移，

被围困的群众一个接一个

地被营救出来。当最后一名

群众被成功解救的时候，时
间已经是 9 月 24 日下午 4

点多了。

“当时冒着大雨在山上

走了整整 13个小时，没吃饭
没休息，渴了就喝雨水。事后

大家才后怕，泥石流随时发
生，我们很可能也会全部被

埋在里面。由于泥石流造成

通讯等设施中断，一直到 25

日下午 3 点多，我才给妻子

发了条短信，那时才知道，泥

石流发生后，电视报道了，画

面上北川中学一直在泥石流

中，妻子联系不上我，就和儿

子一起在电话边守着。”

援川归来，全心奉献在治安一线

经过 5 个多月的工

作，灾区情况稳定，难民基

本都进了安置点，灾民的

心态也趋于平和。2008 年

12 月 24 日上午，王晓东所

在的援川工作队圆满完成

任务凯旋归来。

“回家后，看到老父亲
消瘦了很多，原本 130 多斤

的体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瘦得仅有 100 多斤，面色也
大不如从前，我的眼泪瞬

间流了下来。老父亲本就

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只是

拍了拍我的肩膀，眼泪也
流了下来。2010 年 8 月份，

父亲病情复发，也离开了

我们。”

援川结束回到家后，

王晓东继续在张庄镇派

出所默默工作。2009 年 5

月，临沂市委市政府授予
他“人民满意的政法干

警”称号，并记二等功。

2010 年年底，他到沂南县

杨家坡派出所任副所长。

作为一名普通的基

层民警，王晓东每天调解

着各种纠纷，处理着各种

案件，抓捕犯罪分子。偶

尔还会出去走访群众，了

解群众心声，了解各村的

治安状况。沂南县杨家坡
派出所所长陈西伟告诉
记者，王晓东不太爱说
话，做的事情比说的话

多。

本报记者 张希文
解玉洁 实习生 孙蒙蒙

上期“大义临沂人 把

‘扫街’当事业去追求”见报后，

读者们发来短信进行评说：

155*****461：很佩服黄念

慈，每天竟然要跑七八十里路工

作，我以后一定不乱扔垃圾，减

轻环卫工人的负担。

139*****208：“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念慈小妹是我

们最美的“城市美容师”！

158*****923：平凡的岗位

同样能铸就不平凡的人生，我们

都要创造自己的人生价值。

186*****873：每位临沂市

民都要为创建文明城市、大美临

沂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能光靠黄

念慈她们的工作。

130*****898：黄念慈的工

作责任心太强了，但也要多注意身

体啊，身体好了才能更好地工作。

看了“大义临沂人”的感人

事迹后，您有何感想和评论，请
发送手机短信至短信平台，或发

送电子邮件，让我们一起来共议
“临沂大义”，评说人间大爱。您
的来信将在本报择优刊登。

移动、联通、电信用户，请发
送“210 短信内容”(限 70 个字符)

到 106285322(资费 0 . 5 元/条，不

含通信费)；电子邮件请发送至
dyly2011@163 .com.

本报记者 解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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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人物

系

“我们当时到达北川县

公安局后，与其他 8 名战
友，被分配到驻扎在北川中

学原址的曲山派出所工作。

当时住的地方，无手机信

号，无供水、供电，吃饭要到

一公里外的镇上一农户家

去吃，上厕所要到 500 米外

的一临时搭建的卫生间，日

常用水要带水桶到 4 公里

外的擂鼓自去拉。”

王晓东说，他们住的

临时搭建板房就搭建在北

川中学小操场上，离北川

中学倒塌的三座教学楼废
墟只有 10 余米的距离，操

场曾停放过 500 多具师生

的尸体。北川中学共 2800

人，幸免遇难的 1200 人，

还有约 1100 余具尸体仍

掩埋在废墟里。“七至十月

阴雨天气多，下完雨一出

太阳，浓烈的尸臭味就散

发出来，就会有防化部队

前来消毒。持续的高温多

雨和蚊叮虫咬，加之简陋

的住宿条件，很多救援人

员都得了湿疹。”

在北川工作时，王晓东

与其他援川队员每天早上
8 点开始，到北川县城、任

家坪板房区巡逻，维护曲山

派出所辖区的社会治安，同

时徒步调查村居，落实核查

人口。在北川的 5 个多月

里，他所在的小组一共拘留

了 430 多人，其中最多的一
天拘留 27 人。“这些人每天

晚上经过审讯后还要送到

绵阳处理，一天下来，睡觉
最早也在 22 点左右，经常

是一夜不睡。”

他在北川县工作的 5

个多月里，有记录的余震
总共经历了约 200 余次，

其中 6 级以上的余震 2

次，4 级以上的地震 6 9

次。

大义临沂人短信评说

王晓东来到杨家坡镇西石牛村看望 105 岁的王开莲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