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保家卫国安全
到守卫社会财产安全

在老山前线， 汤国兴守卫的是祖国安
全，而现在，他守卫的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
安全。

1986年 12月，汤国兴光荣退伍，被分配到
建设银行上海奉贤支行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
是守卫银行金库，这是一份平凡的工作，由于
那时奉贤支行人手不足，只能安排他独自一人
看守。从星期一早上 8点钟到星期日早上 8点
钟，他每天 24小时守在金库外，吃喝拉撒睡都
在狭小的空间里解决，一周只有一天时间能回
家休息。

“确实是比较难熬，没有人说话。”汤国兴
坦言，第一份工作与他想象的不同，让他有些
失落，但他没有抱怨，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因为
他觉得，“和牺牲的战友相比，我又有什么资格
做不好这份平凡的工作呢。”

一年以后，随着新人的加入，汤国兴的工
作时间渐渐缩短， 但最少也要连续工作 2天 2

夜才能休息。 这样一直坚持了 4 年多， 直到
1991年，因为新婚不到两年的妻子身体不好需
要照顾，自己不再适合该岗位，他才向组织提
出，希望能够换到白天工作。

1991年以后， 汤国兴从事现金押运工作，

到了2002年， 他被安排到奉贤支行的安全保
卫部，负责守卫支行大楼、各网点、现金押运，

以及客户的安全等。 一直到今天，32年来，汤
国兴始终坚守在一线基层岗位，任劳任怨、无
怨无悔。

与奔赴战场的轰轰烈烈相比，他的工作是
平凡的，甚至是琐碎的，比如监督押运现金时
安保人员的站位是否符合规定；检查银行网点
每个灭火器、烟雾探测器、入侵探测器是否功
能正常，以及该关闭的电器关了没等等。但再
琐碎的事也容不得半点马虎， 因为安全无小
事，“只要有 1%出了问题， 哪怕其他 99%做好
了，最后也是 0，前功尽弃。”

如果说退伍前，“头可断血可流，祖国寸土
不可丢”是汤国兴坚守的初心，那进入建行后，

“支行年年安全无事故”便是他的初心，几十年
来，他初心不改，默默奉献，踏踏实实做好每一
项工作，圆圆满满完成每一次任务。也正是因
为这份初心，建行上海奉贤支行连续多年被评
为市分行安全保卫目标等级管理年度考核 A

级单位，而他自身也年年获评先进个人。

为避免公共财产损失
他第一个冒雨来到

有一年的夏天，奉贤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暴
雨，降雨量远超道路排水系统的负荷，积水水
位急剧上升，灌入当时的支行大楼。位于大楼
底层的银行金库岌岌可危， 眼看就要进水了。

当时金库里不仅存放着现金，还有一些重要的
档案和凭证，如果进水，国家财产和客户财产

都将遭受损失。

正值周末，汤国兴在家休息，他记得是下
午 3点左右， 门卫打电话告诉他金库的情况。

没等门卫说完，他就从沙发上跳起来，抓起一
件背心套在身上就往外冲。此时，路面上的积
水已经漫到膝盖位置，虽然住的小区离单位不
算很远，但这段路路程却异常艰难———狂风暴
雨阻挡着行人前进的步伐， 闪电划破长空，照
亮乌云遮挡下的大地，轰鸣不断的雷声，如炮
火在天边炸响，让汤国兴觉得自己仿佛穿越回
战场之上。

值班人员回忆，汤国兴是第一个赶到现场
的人，到达后，他便投入到抢险工作中，一会儿
一包又一包地背沙包地堵水，一会儿一脸盆又
一脸盆地往外舀水。为防止积水再次倒灌威胁
金库安全，他又和后续赶来的同事一起将金库
里的物资搬往 2楼安全地带。

随着支援同事的人数不断增加，支行金库
渐渐转危为安，汤国兴终于有时间休息一会儿
了。这时他才发现，许多同事看见他后都冲他
笑。原来，因为出门着急，他的背心穿反了，脚
上的两只拖鞋竟也有着不同的款式和颜
色———其中一只是他的妻子。

负责银行安全保卫工作的汤国兴经常需
要半夜出动， 因为不法分子喜欢在夜间搞破
坏，在自助存取款机上动些手脚，威胁银行客
户的资金安全。虽然客户深夜前来存取款的概
率较小，但只要发现了，汤国兴就会立即赶往
现场，与网点值班人员一起拆除坏人加装的东
西，或采取关闭机器等紧急保护措施，同时做
好取证工作，将监控里不法份子的特征信息报
给公安部门，为他们破案提供依据。

十几年来不知有多少次， 他已经进入梦
乡，却被同事的电话呼醒，有时候网点发生突
发事件需要去现场处置，他二话不说就起身离

开温暖舒适的被窝。

但这样的付出， 汤国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是我的工作，守护银行和客户的财产安全，

我把它做好难道不是应该的么？”

战火中归来后
牺牲奉献精神不减半分

在老山，汤国兴多次主动请战，要到战斗最
激烈的一线去。“当时大家口号是 ‘头可断血可
流，祖国寸土不可丢，情愿站着死，而不愿后退半
步生，人在阵地在，要与阵地共存亡’，不仅是我，

人人都写血书请战， 我们觉得为国捐躯是最热
血，同时也是最荣耀的事。”

战火中归来， 汤国兴的这份牺牲奉献精
神并没有减少半分， 而是在建行得到了另一
种体现。

安全保卫部经理何国平介绍，每逢遇到什么
事，汤国兴总是第一个赶到行里；任何工作或任
务，只要安排给他了，他从来不会拒绝，不会打折
扣，一定把工作做到最好；甚至有时候，明明不是
他的份内工作，他也会主动去做。

何国平回忆，有一次奉贤支行组织员工到较
远的社区做营销推广， 很多不是营销岗位的人
都不愿意去，但汤国兴这个“外行”却主动提出
要参加推广队伍。“我想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
挑战，不过，要是害怕挑战，他就不是我认识的
汤国兴了。”

今年年初，奉贤支行组建志愿者团队，利用
双休日时间到基层网点分流客户，回答客户的问

题，减少他们在网点的排队等候时间。面对这样
的额外工作， 年近 60岁的汤国兴像往常一样自
告奋勇报名。 他说，“我是党员，要起到先锋模范
作用，组织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哪里最困
难，我就去哪里。”

1985年 9月，汤国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是
他最自豪时刻。33年来，他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
以律己，不辜负党寄予的厚望，始终顾全大局、

无私奉献、不求显赫、不为功名，坚决服从组织
的安排。

在部队时， 周围年轻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
高，到了建行以后，汤国兴发现，文化知识成了自
己的短板，这也成了他最在意的事情。

为了提高工作能力，初中毕业的他自学了金
融业务和安全保卫知识，取得了助理经济师资格
和保卫师职业资格证书，还取得了大专文凭。

由于取得保卫师资格证书需要通过英语考
试， 零基础的汤国兴每天 4点钟起来背单词，愣
是一次便通过考试，相比之下，有些大学生都要
考两次才能通过。

不过，他也并非“战无不胜”，在一些更专业
的领域，他觉得自己学习起来确实吃力。也是因
为感受到自己的不足， 汤国兴更加卖力地工作，

在能够胜任的岗位上尽心尽力。

战功卓著荣立一等功
每当别人问起总笑而不答

奉贤支行副行长方健 1995 年进入建行工
作，他对汤国兴的第一印象是，这位前辈看起来

比较和蔼可亲，待新人不错，会热心地帮助其他
同事， 虽然一直在基层岗位上， 但工作极为认
真。不过，当时方健并没有感到汤国兴有何特殊
之处。

有一次，方健听一些老同志说起，“别小瞧老
汤，他可是打过仗，立过一等功的人。”当时他觉
得老同志们在开玩笑，因为自己“看过许多电影，

总觉得英雄的形象都是很高大的，完全无法将汤
国兴和英雄人物联系在一起。”

方健后来也会开玩笑问：“老汤，你到底有没
有立下一等功啊？”每次遇到别人问这个问题，汤
国兴总是笑而不语。

2017年，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之
际，建行上海市分行开展了一场退役军人评比活
动， 各支行也首次收集整理行里退伍军人的资
料。因为这个契机，汤国兴的故事才被证实，许多
人第一次发现，原来身边竟有这样一位有着战功
卓著的老同志。

方健觉得，换做其他人，为了祖国出生入死，

在战斗中荣立一等功会是一个可以显摆一辈子
的资本，但汤国兴却并不居功自傲，把厚厚的军
功章压在箱底，认为过去的事并不值得再拿出来
炫耀。任何人能做到这一点，都是不容易的。

军功，是一份荣耀，也是一段充满痛苦的记
忆。汤国兴回忆说：“请战前往高地那晚，军工班
班长拿了很多吃的给我，我却吃不下饭，还说‘班
长，不要给我吃，我活不了三天的’，没想到……”

说到这时，他无语凝噎，双手捂住自己的双眼，不
想让别人看见他的眼泪掉下来，半天才断断续续
地挤出后面的话来：“军工队共抽调 4 人和我一
起去了高地并组建了一个临时班，没想到撤下阵
地时………2位战友牺牲了。”

刚从前线回来那几年，汤国兴晚上总是睡不
好觉，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逝去战友们
的音容笑貌。但他从来没有后悔参加对越自卫反
击战，就像现在作为安全保卫部一级业务员在建
行守卫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安全一样，守卫祖国的
安全是他作为军人义不容辞的义务。

“现在想想，或许是因为那段经历包含着失去
战友的痛苦，所以他才从不主动提起。”方健说。

战场上不畏生死永远向前
平安时兢兢业业淡泊名利

周围人都能感受到， 汤国兴是淡泊名利的，

再加上他和妻子的身体情况都不是特别好，有些
老毛病反复发作，这更让家里的经济状况蒙上一
层阴影。

何国平说，私下交流时，汤国兴也会说起家
里的情况， 但他不会把家里的带到工作中来，也
不会和行里的领导提起。

不过， 支行的领导却看在眼里。2008年妻子
从奉贤印刷厂下岗，女儿还没找到工作，全家的
重担都落到他一个人身上。 行里考虑他的困难，

打算为他女儿推荐工作。他却一次次婉拒说：“领
导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心领了，我现在还在建
行的岗位上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暂不需要组织
来帮忙，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当支行工会为汤国兴送上慰问金时，他也
毫不犹豫地拒绝：“目前我的生活虽然不算好，

但也勉强过得去，行里现在还有一些员工条件
不好，生活上有困难，这笔钱应该给更需要的
职工。”

汤国兴身上有着老党员的真诚和坦诚，一方
面，他不愿意接受组织给他的特殊待遇，另一方
面，他确实觉得自己的生活并不困难，有人比他
更需要帮助。因此，虽然家里条件不好，但各类捐
款活动他却从不落下，积极走在前头。

方健评价，虽然生活已回归平淡，但汤国兴
始终能够保持干劲，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全力
以赴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像他这样，在战场上出
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在平安环境中淡泊名利、

一头扎进安保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向组
织提任何要求的同志，对党“绝对忠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永葆本色的好战士、好党员、好员
工是建行的一笔宝贵财富。

今年，各单位都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在方健看来，汤国兴就是身边
最好的榜样。

真正的战士，永远是阵地的坚守者
———记建行上海奉贤支行安保部业务员汤国兴

当炮弹在不远处爆炸， 弹片卷起炽热的空气划过脸

颊，21岁的汤国兴一定不会想到生活能够回归平静。

1984年 7月至 1985年 6月， 汤国兴随中国人民解放

军陆军第一师奔赴中越边境老山， 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

面对敌军雨水般倾泻的子弹和密集的炮火轰炸，他穿越当

时最危险的“百米生死线”数十次，将一批又一批支援的将

士带至战斗一线，并将受伤和牺牲的战士背回营地医院。

汤国兴回忆说：“身边的战友不断地倒下， 我也抱着必

死的决心，每次冲出去心脏都跳的厉害，不知这一次能否活

着回来。”

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战后，他参与坚守的步兵阵地

被中央军委授予“钢铁阵地”称号，并被誉为“80年代的上甘

岭”，而汤国兴也因为英勇的表现荣立一等功。2019年，汤国

兴又被评为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

■ 文/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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