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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那场意外，再过几天，他将年满60岁，他会穿

上整洁的警服，出现在他的从警谢幕礼上，行一个标准的军

礼，接过那块沉甸甸的荣休勋章，正式告别他钟爱一生的职

业……

但一切都来得那样突然，2020年6月2日晚上22时许，

南海公安分局丹灶派出所联安社区民警中队值班民警罗棉

生刚处理完上一个警情返回单位休息，此时，他已经连续工

作14小时。22时30分，接警电话再次响起，“有群众走失、

需要民警救助”，罗棉生立即从座位上起来准备处警，可就在

这时，他不慎被椅子绊倒在地，随即失去意识。紧急送医后，

他陷入长时间的昏迷。

2021年 1月18日17时50分，因多器官衰竭，昏迷了

230天的罗棉生永远停止了呼吸，享年59岁。“他真的很想撑

下去，但他撑得太久了，他太累了。”联安社区民警中队副指

导员高益崧强忍着悲痛说。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叶敏玲 摄影报道）1月

29日上午，丹灶镇2021年春节

前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在丹灶镇

人民政府机关大院开展，此次

活动共216名市民献血，献血

量达到70580毫升。

父子一起无偿献血
上午 9时许，参与献血的

市民排起小长队，所有人员均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佩戴口罩、

保持一米间距并在工作人员的

指导下有序填写表格。为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在操作前

后都会做好手部消毒，并为每

一位献血者测温验码。

刚满 18岁的陈骏轩在父

亲和姐姐的带领下，来到机关

大院进行人生中第一次无偿

献血。这是父亲为他筹划已

久的成人礼。“无偿献血是一

件有意义的事情，能让孩子在

年满18岁时感受成年人的责

任和担当。”父亲陈裕光说，18

岁成人礼以参加无偿献血的

形式“庆祝”，成为了家庭的一

种“仪式感”，陈骏轩的姐姐陈

芷莹在18岁时也参加了献血。

第一次献血的陈骏轩坐在

椅子上，手心就开始冒汗，盯

着护士用酒精消毒，准备好血

袋等物品。陈骏轩按照护士

的指示，看着血液经过输血管

流出，“原来一点都不痛，玩了

一会儿手机就结束了。”献完

血的陈骏轩脸上洋溢着自豪

的笑容。父亲陈裕光也献了

300ml血液，姐姐因其他原因

本次未能献血，却在弟弟身旁

不断为他加油鼓劲。

多渠道宣传献血活动
与第一次献血的陈骏轩不

同，丹灶社区居民张增和一脸

淡定。这是他第31次献血了，

从2000年开始加入无偿献血

行列当中，至今已献血20年，

总献血量超过10000ml。“献血

不仅可以帮助他人，还能促进

身体血液循环。”张增和看到朋

友圈的献血信息，便邀请好友

共同参与。“在自己身体允许的

情况下，会一直坚持参与无偿

献血，希望能为有需要的人提

供帮助。”张增和说。

松芝大洋冷热技术（大连）

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生产科主

任邓海波在丹灶工作已有 6

年，第一次在丹灶参与献血。

“以前不知道哪里可以献血，看

到公司工会发布相关信息，便

立刻接龙报名。”邓海波说，自

己一直想为社会贡献一份力

量，希望通过无偿献血帮到有

需要的人。

每月12日，丹灶镇卫生健

康办公室联合南海血站在丹灶

文化广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为镇内想献血的居民提供便捷

渠道的同时，号召广大市民朋

友加入献爱心行列当中。

目前正处于疫情防控期，

想献血的居民可携带本人有效

证件，到现场献血，但需要配合

工作人员做好防疫工作，如测

量体温、出示绿码、佩戴口罩等

防疫措施。

在献血后，献血者及其家

属可以无偿使用一定量的血

液，从而实现爱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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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说：“多好的人啊，
怎么就走了呢”

“我原本还打算趁他退休前，给他

写点啥。”关于罗棉生的故事，高益崧说

他脑子里装得太多，不过高益崧口中更

多的，是关于这位老友的乐观阔达、乐

于助人。高益崧回忆，平时交往中，罗

棉生很少提起家中的事情，“一旦提及，

一定绕不开他的一对儿女，父亲的爱是

藏不住的。”

中队的同事都知道，罗棉生的家庭

条件比较困难。生前，他和妻子陶燕华

共同照顾瘫痪的女儿和患自闭症的儿

子，罗棉生一人要负担起全家人的生活

来源。每天，住在丹灶的罗棉生都会起

个大早，开车将女儿送到20公里以外

的南海区人民医院做康复训练，之后再

赶回单位上班，虽然路途奔波，但他从

来不会迟到早退。

单位为了减轻罗棉生的家庭负担，

多次想要替他申请困难补助金，但都被

他拒绝了，“我这把年纪，什么困难没经

历过？我们全家吃得饱穿得暖，还是把

机会留给更困难、真正需要照顾的人

吧。”

工作中的罗棉生认真严肃，可一

旦回到家庭，又展露出为人父的温

柔。完成工作之余，他总是以家庭为

重，下班之后包办家务活，伺候儿女穿

衣吃饭，守在儿女身边，陪他们锻炼，

一切都打点得井井有条。在照顾好家

庭的同时，罗棉生对邻里的老人也关

心有加。遇到邻居有需要，他都会第

一时间站出来帮忙解决问题。罗棉生

去世后，邻居一阵惋惜：“多好的人啊，

怎么就走了呢？”

罗棉生乐观、热爱生活的天性感

染着每一个人。高益崧回忆，罗棉生

曾欣喜地告诉过他，自己在住宅的楼

顶种了菜，每天都给种子浇水、精心

打理，“虽然还没发芽，但只要细心照

顾，总会有希望。”2018年，罗棉生家

庭被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评为“最

美家庭”，2019年罗棉生的妻子被佛

山市公安授予“全市十佳警属”荣誉

称号。

文/珠江时报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陈思颖

“他总说对待群众要比对

自己更好，群众认可，他就很知

足了。”同一个值班组的丹灶派

出所刑警中队副中队长陆达

文回忆起罗棉生，声音低沉、数

度哽咽，他万万没有想到，再也

没机会与罗棉生并肩战斗了。

1996年，陆达文还是刚到

丹灶派出所的新警，领导让经

验丰富的罗棉生当他的师傅。

陆达文清晰记得，初次见

面，罗棉生首先教他的是，缩小

警察和群众之间的距离。“首先

要沉到老百姓当中去，逐门逐

户去了解、去走访，只有和老百

姓熟络了，老百姓才不会拿你

当外人。”陆达文回忆起罗棉生

曾说过的话。

就这样，陆达文每天坐在

罗棉生的摩托车后座上，穿行

于弯弯曲曲的乡间小巷，一家

一户跑、逐个村民认识。看着

对社区大小事务如数家珍的

师傅，陆达文眼里满是钦佩和

敬仰，暗暗下定决心，要做得

和师傅一样好。渐渐地，大家

也都知道罗棉生有个小徒弟

叫陆达文。

2018年 9月 16日，台风

“山竹”来袭。天刚亮，罗棉生

便走进地势低洼区域开展安

全巡逻。坐落在田间地头的

零零散散几十户房子大多是

平房、危房，台风一旦来袭可能

会造成房屋倒塌，必须在台风

到来之前，将村民转移到安全

地带。

于是，他冒着大雨，挨门

逐户劝说居民疏散离开。有

不配合的，他便想方设法、苦

口婆心地耐心劝说；有行动不

便的，他便一个个搀扶着转移

到安置点，一个不落。这边刚

疏散完，联沙大道又有一生锈

的中大型铁架被大风刮倒，罗

棉生不顾疲惫，立即赶过去支

援，组织人员开展清理工作。

据统计，抗击台风当日，

罗棉生共参与转移群众400余

人，排除危险杂物20余个，劝

离停工、停市、停业厂房、商铺

200余间，他所负责的区域没

有发生人员伤亡。

“我们一起共事25年，他

就像一盏航灯，指引我不断前

行，未来也是。”时间见证传承，

如今，陆达文一忙完案子就会

抽时间下社区，同群众唠家常、

聊时事、话人情，时间久了，群

众会敞开心扉，主动说起自家

的喜事，也会向陆达文竖起大

拇指点赞，就像他们之前对罗

棉生做的那样。

罗棉生曾当过 5年军人，

1987年从部队转业后，他告诉妻

子：还是想穿制服。于是，在妻

子的支持下，罗棉生脱下戎装，

穿上警服。

“他总是替别人分忧，把重

活揽到自己身上。”这是和罗棉

生共事过的同事对他的一致评

价。从警33年，不管是打击犯

罪、治安巡逻，还是化解矛盾、服

务市民，罗棉生总是冲在最前

面。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

如其来。中队领导考虑到罗棉

生年纪较大，担心他身体吃不

消，便安排他跟进单位内部的防

疫工作。罗棉生急了，几次跟单

位申请，“现在人手不够，我能顶

一顶！等退休了，我再好好休

息！”最终，领导拗不过他，同意

了他的请战。

就这样，59岁的罗棉生每天

铆在西二环金沙出口防疫检查

站上，和同事一起指挥车辆、检

査人员身份和测量体温。起初，

有同事被困在外地赶不回来，罗

棉生二话不说，连着几天主动为

他们顶班，在检查站一站就是8

个小时。

每天忙完检查站的工作后，

罗棉生又带领着巡防组的辅治

人员投入到村居的防控工作

中。他挨家挨户敲开群众的家

门，了解人员情况，开展防疫宣

传，并指导村居卡点的检疫工

作。“每个人、每辆车，我们都要

认真检测一遍、检查一遍，一点

问题也不能出。”

“那个时候，看他的样子憔

悴了很多，脸都浮肿起来了。”

高益崧回忆起那段时间的一次

闲聊，罗棉生提到自己头痛了

几天，高益崧立即让他回家休

息，他却笑笑说：“没事，人老了

就是有这些毛病。”想到这，高

益崧沉默了一下，继而悲痛地

说：“当初真应该拦下他的，不

过关键时刻不冲锋在前，也就

不像他了。”

就在罗棉生出事半个月前，

5月12日凌晨1时许，社区发生

一起寻衅滋事案，罗棉生马上赶

到现场处置，但犯罪嫌疑人已经

逃走。为了快速抓获嫌疑人，罗

棉生连着几天几夜，查阅案发周

边所有录像、走访多位群众，硬

是从这些冰冷的数据中把嫌疑

人揪了出来。5月 20日 10时

许，收网时机成熟，罗棉生又主

动带队，成功抓获7名嫌疑人。

他说：“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他说：“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同事说：“再也不能和他并肩战斗了”

丹灶开展节前无偿献血公益活动

216216名市民共献血超名市民共献血超77万万mlml

邓海波（右）与同事

一起参与无偿献血。

护士为居民进行献

血前检查。

▲

▲

■罗棉生参加高速路口设卡防疫检查。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