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律师的人道情怀
——记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张巧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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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路琮玮）近日，为应
对逐渐增加的客流，上海市、区、街
镇等各级红十字会组织红十字志愿
者紧急驰援火车站和高速公路道口
疫情防控一线。

按照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统
一安排，上海市红十字会先后两次
发布志愿者招募公告，招募铁路上
海站防控疫情志愿者，由市红十字
会党员、职工带领，每天分批支援铁
路上海站的一线疫情防控工作。各
区、街镇红十字会也根据区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要求，组织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招募志愿者支援相关铁路、
高速道口。在各岗位上，红十字志
愿者们认真学习岗位技能，采取必
要防护措施，指导来沪人员填报《来
沪人员健康登记表》，并协助开展测

量体温、疏导人流、维护秩序等工
作。

在铁路上海站，红十字志愿者
们坚守在旅客出站的第一道“关
卡”，悉心指导旅客扫码填写《来沪
人员健康登记表》。为避免通道拥
堵和人员聚集，他们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一边观测旅客人数情况，一
边调整放行速度，通过科学方法控
制流速，确保体温检测关键通道不
堵塞、不积压，全力保障一线体温检
测任务顺利开展。

在高速道口，红十字志愿者们
迎着寒风，对每辆入沪车辆内的乘
客进行体温测量、信息填报。由于
道口繁忙，志愿者们主动放弃休息
时间，坚守岗位6小时。

上海红十字志愿者驰援疫情防控一线

本报讯 （陕红）近日，面对突
如其来的疫情，陕西省社会各界纷
纷伸出援手，为打赢这场疫情阻击
战贡献红十字力量。

2月7日，雨中情防水技术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网银转款向省红
十字会捐款37万元，支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

2月7日，西安普迈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支部书记李三虎，副
总经理赵延贤来到省红十字会代表
公司捐款 10000 元，代表员工捐款
81113.66元，共计 91113.66元，定向
捐赠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助力陕西疫情防控战。

杨国福集团陕西省代理商范钰
琦先生积极响应，组织本区域加盟
商及管理团队奉献杨国福人的一片
爱心，共筹集捐赠善款54700元。

陕西省典当行业协会第一时间
组织全省会员企业捐款捐物。截至
2月7日，共通过省红十字会向西安
市第八医院定向捐款 97406元。会
员企业还向宝鸡金台区捐赠了价值
127500元的医用酒精，向西安高新
医院和公安民警捐赠医用口罩
5000余只。

陕西瑞拓律师事务所发起献爱
心倡议，21 名瑞拓人共筹集善款
16800元。

四川红十字赈济救援队驰援武汉防疫一线

党有召，我必赴
■ 记者 王达

2月8日元宵节，是四川省红十
字赈济救援队来到武汉的第六天。
当晚，湖北省红十字会专门准备了
汤圆，向远道而来的队员表示感谢。

“我们来武汉主要任务是，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报答湖北人
民在汶川地震、芦山地震、九寨沟地
震中对四川的大力援助，弘扬人道、
博爱、奉献精神，助力湖北红会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四川省红十
字会赈济救护部副部长、救援队领
队蔡庆说。

蔡庆介绍，此次四川省红十字
会共派出6名队员，其中4人来自省
红十字会，1 人来自泸州市红十字
会，1 人来自德阳市中江县红十字
会，都是从多次救灾行动中成长起
来的赈济救护骨干，具有丰富的物
资发放和台账管理经验。

6名队员中，有5名党员、4名转
业军人。

来自泸州的胡坤，有8年党龄，
一个月前，妻子刚刚做了一个大手
术，还在康复中。1月24日（大年三
十），他带着爱人孩子回老家过年，
25 日下午收到市红十字会下发的
紧急通知，26 日紧急赶回泸州，率
市红十字山地救援队奔赴各社区开
展消杀作业。

2月1日中午，四川省红十字会
按照总会要求向湖北派出救援队，
胡坤得知消息后立即请战。随后，
他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我可能要
去一趟武汉。”

“武汉这次是疫情，不是地震，
你去干嘛？”妻子问。

“这次湖北有难，国家有难，组
织让我省去支援。”胡坤回答。

“那你想过没有，这家里老的
老、小的小，我身体也不好？”妻子又
问。

“还只是个意向，不一定安排我
去呢。”胡坤宽慰妻子。

一个多小时后，胡坤重新拿起
了电话：“已经决定了，有我一个。”

“那你就去吧，注意安全，家里
你不用担心。”妻子回复。此时，经
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已经理解了
丈夫的想法。

“其实她是个很大度的人，平时
我参加各种救援行动都是全力支
持。2008年汶川地震，我还没来红
会，想去灾区当志愿者，当时她已经
怀了 4 个多月的身孕，也没多说什
么。”胡坤说，这么多年来，他感觉最
对不住的就是妻子，“真的很愧疚”。

2月1日晚，胡坤匆匆收拾了几
件衣物，搭便车赶往成都，次日中午
在省红十字会集合。和他同期赶到
的，还有来自中江的唐作文。

言语不多的唐作文，看上去颇
有程序员气质，是一位电子表格
（Excel）高手，也是该县招募的第一
批计算机专业大学生。2013 年雅
安地震，他曾受委派前往芦山，作为
中国红十字会应急指挥部的一员，
负责海量救援物资发放数据的归纳
整理。此次赴武汉救援，唐作文的
这一特长又有了发挥空间。“首先帮
他们建立一个云表格系统，可供多

人同时在线操作，随时补充信息，减
轻数据整理压力。”

“到现在，我还没有跟父母说，没
必要让他们担惊受怕。其实我自己
清楚，只要防护到位，没啥大事。”1日
清晨4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征召
通知还没发出，唐作文就给熟识的四
川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主任秦
小利发了一条微信：“省里准不准备
派人支援？去的话算我一个。”

转业军人杨清海，同样具有丰
富的赈济救援经验。2008 年汶川
地震，他服役于武警水电部队，在极
为艰苦的环境下连续作战，奋力打
通马尔康、理县、汶川、茂县的生命
线。2010年转业到省红十字会，又
相继参加芦山地震、九寨沟地震救
援行动，去年刚调岗到项目部门，这
次本可以不用来，却义无反顾地报
了名。

驾驶员杨廷松，同样是一名转
业军人。2月2日下午，因为此后两
天都没有火车前往武汉，省红十字
会临时决定改由救援队驾车前往。
16 时许，杨廷松收到通知，没有二
话，不到一个小时便准备好车辆，17
时出发，驱车 26 小时连夜奔赴武
汉。

唯一一名非党员吴斌，是一位
入党积极分子。他的情况和杨清海
相反，去年刚从财务部门调岗到赈
济救护部。2月1日接到通知后，省
红十字会向他征询意见，他想了想，
决定还是要来。“这是一次赈济救护
实战，我还懂点财务知识，应该能发
挥一些作用。”

当晚，吴斌回家和妻子说明此
事。妻子虽然担心，却对他表示了支
持。随后，他又给父母打了电话。父
亲听完一愣，但没有多说。“他是从医
院退下来的，知道其中利害，所以没
有阻拦，只是让我注意安全，做好防
护，并问了一下我们队伍的情况。”

深明大义的父母，让队员们心
怀感激、心存愧疚。从成都出发的
那天，本来是蔡庆约定回老家接孩
子的日子，因为临时爽约，父亲专门
打来电话询问。他有心隐瞒，告诉
父亲自己只是“出差”。

父亲听完，一时没反应过来便
挂了电话，紧接着又回过味来，赶紧
拿起手机拨了过来：“这时候你们出
什么差？是不是去湖北了？”见儿子
的答复正与自己想象一样，老人心
乱如麻，连叮嘱几句都没顾上，便匆
匆间挂了电话。

“3日早晨，母亲又打了一个电
话过来，别的也没说什么，就是叮嘱
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好防护，认真
做好单位布置的任务，早日把物资
发放下去。”蔡庆说，后来他才知道，
那一晚，母亲一宿未睡。

“真的特别感谢母亲的支持和
理解。”蔡庆说，等到打完“仗”，自己
有个小小心愿，“就是回家好好陪陪
二老，陪陪爱人和孩子 ”。

吴斌的心中，同样藏着一个心
愿：“希望能够在这场特殊的战役
中，火线入党，早日向党组织靠拢。”

“当然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
望大武汉、大湖北，包括我们国家早
日度过难关。”吴斌说。

■ 张春中

近日，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通
过山东省红十字会向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捐赠 100 万元，专
项用于武汉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生
活补助。山东省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李全太向山东康桥
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张巧良颁发
了捐赠证书。

“‘白衣天使’在前方为我们筑
起生命屏障，我们在后方除了祝福
和加油，还要积极行动，踊跃捐款，
奉献爱心，为抗疫一线医护人员提
供基本生活补助。”张巧良说。

目前，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捐
赠的100万元善款已经山东省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指挥部）同意，拨付武汉
抗疫一线。

微信呼吁：群内爱心涌动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社会的
心，也始终牵动着康桥律师事务所
每一名律师的心。

“我们拟通过省红十字会为抗
击疫情捐款 100 万元，如果大家的
实际捐款超过 100 万元，我们将据
实捐赠；如果达不到100万元，将由
康桥律师事务所补齐 100 万元捐
赠。”谈及捐赠目标和初衷，张巧良
这样说。

“1月 31日下午 5时，我在康桥
律师群里发布了募捐呼吁，然后带
头捐了款，瞬间得到东营、烟台、威
海等各分所律师的积极响应。”张巧
良说。

“张巧良首席带头捐款5万元，
在他的带动下，1000、3000、10000元
……群里微信捐款的数字不断更新，
康桥律师爱心涌动，捐款数目不断攀
升。”康桥枣庄分所负责人、高级合伙
人孟令新律师说。他随后通过手机
银行向指定账户捐款10000元。

紧接着，张作成、朱召才、张丽
华、唐长伟……一个个捐款过万元
的律师在群内频频出现。

“有的捐了1万，有的捐了5万，
很多实习律师或者行政人员，也根
据自己的能力，纷纷献出了自己的
爱心。”孟令新说。

“我刚刚生完孩子，这几天没看
群消息，才看到同事们以这种方式
向疫区捐款，如果不算晚的话，我也
尽绵薄之力，以表心意。”一位分娩
不久正在家里“坐月子”的女律师看
到微信募捐通知后，唯恐落下自己，
当即捐款1000元。

身在南极的刘建中律师看到微
信第一时间捐款 10000元。为疫区
奉献爱心把四面八方、天涯海角康
桥律师的心紧紧连结在一起。

“看春晚的时候，主持人有一句
话对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所有人
在过年，但是‘白衣天使’在过关。
他们现在是在抗击疫情一线，是用
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为我们筑起生命
的保障，我们在后方唯一能做的，就
是尽一下我们的绵薄之力。”康桥律

师事务所律师明月说。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

于风雪。为自由开道者，不可令其
困厄于荆棘。康桥人所做的只不过
是感于人性的光辉，而聊增一点社
会的温情。”张巧良在微信群动员募
捐时这样说。

精英律师，大爱情怀。最终，山
东康桥律师事务所400多名律师共
捐款100万元。

“感谢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对
疫情防控工作的关心支持，这充分
体现了康桥律师的人道情怀和大爱
精神，省红十字会将按照省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处置领导小
组（指挥部）统一部署和捐赠方意
愿，尽快拨付这笔善款。”李全太说。

法律服务：助力人道事业

张巧良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沂蒙
汉子，朴实内敛、为人低调，但在热
心公益和助力人道事业方面却旗帜
鲜明、矢志不移。

他和他领衔的山东康桥律师事
务所自 2018年起，就受聘担任山东
省红十字会的常年法律顾问。在省
红十字会重大问题决策、重要文本
起草、重点项目实施过程中，律师团
队积极发挥顾问作用，为山东省红
十字会依法治会和标准化、规范化、
制度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法律支撑。

2018年，山东省红十字会授予
康桥律师事务所“年度人道奉献
奖”，为张巧良、孟令新两位律师分
别颁发了“支持红十字事业发展特
别贡献奖”和“支持红十字事业发展
先进个人”。

“康桥律师事务所‘坚守、责任、
包容、奉献’的价值观与“人道、博
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内涵高度契
合，将与省红十字会共同探索法律
与红十字工作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在人道救助领域搭建合作平台，承
担更多社会责任，展现担当作为、奉
献社会的良好形象。”张巧良说。

作为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张巧
良对于法律从业人员参与公益事业
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至于个别人
善意的担心钱的最终用途，首先，我
相信相关机构会不负我们的期待；
其次，我非常认同特蕾沙修女所说
的“我宁愿你在仁慈中犯错误而不
是在不仁慈中创造奇迹”。

“下一步，我们将梳理红十字工
作运行中的法律风险点，形成分析
报告，为红十字会依法履职提供保
障。”张巧良表示。

根据约定，山东省红十字会每
年要支付康桥律师事务所3万元法
律服务费。但从 2019年起，张巧良
就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向省红十字
会每年捐赠 3 万元法律服务费，用
于社会救助，康桥律师无偿为省红
十字会提供法律服务。

“律师本身就是在做匡扶正义
的事情，在捍卫法律的同时，我要求
康桥律师必须要有社会担当和责任
感，在投身社会公益事业中陶冶情
操、提升自己。”张巧良说。

■ 徽红

这个春节，席卷而来的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
心。有人临危受命展现“最美逆
行”，有人主动“请战”共同抗击疫
情，有人倾其所有捐献爱心，只为疫
情防控助力。安徽省红十字会自公
布接收防疫捐赠热线和方式以来，
江淮大地的爱心捐助纷至沓来，4
位古稀老人捐助善款的义举温暖了
人心。

夫妻共献爱心

2月1日早上，省红十字会赈济
救护部接到电话：“我和老伴腿脚不
便，也不会用手机捐，我们取了1万
元现金，现在就放在家里，想表示一
下我们的心意，你们能不能想想办
法？”家住合肥市的黄老先生着急地
询问。

原来，80多岁的黄老先生夫妻

是已经退休20多年的老党员，一直
省吃俭用。这个春节，老两口每天
都关注着武汉疫情的电视新闻，看
到全国各地都在支援武汉。老人
说，现在党和人民遇到困难，我们作
为老党员应该为党和人民做点好
事、实事，钱应该花在刀刃上。于
是，他们决定把平日里积攒下来的
1万元存款全部捐给省红十字会用
于武汉市的疫情防控。

在了解了老人的实际困难和捐
赠意愿后，当天，省红十字会派出两
名工作人员来到黄老先生的家，现
场办理了捐赠手续，并向他们颁发
了荣誉证书。

五保户的500元捐款

2月1日，省红十字基金会的工
作人员接到宣城来电。一位住在敬
老院的66岁的宋爷爷，想把积攒的
500元现金捐献出来。

“老人家，您会不会用智能手机

呀？我们在网上可以捐的。 ”“没
有呀。”“敬老院因为疫情已经闭
院，出不去了。”他显得很着急，“我
得去找找其他人帮我用手机捐了，
谢谢你啊！”

一刻钟后，省红十字基金会收
到了这笔捐款。宋爷爷是村里的五
保户，自小眼睛就不太好，但是宋爷
爷却爱关心时事。只要听见新闻报
道哪里有灾情，就一定会捐款。
2008年汶川地震时，宋爷爷也请志
愿者帮助他向灾区捐款 100元。这
次捐款 500元是宋爷爷在敬老院多
年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人要知
足，要学会感恩。”这是宋爷爷常常
挂在嘴上的话，“共产党照顾了我，
我才能活下来，他们（指武汉）现在
有困难，我们要先考虑人家，再考虑
自己。”

最大额的个人捐款

1 月 31 日上午，太和县红十字

会收到了一笔用于疫情防控的最大
额捐款150万元，这也是截至目前，
全省红十字系统收到的最大额个人
捐款，这笔捐款来自88岁的老人张
月兰。

老人说，这些钱是她的 6 个子
女以她的名义向红十字会捐赠的。
其实，在前几天，张月兰老人的儿媳
樊萍已经向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
孙媳于穆涵以张月兰老人的名义向
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捐了价值 10
万元医用酒精。

汶川地震时，在老人的支持下，
几个子女也曾以她的名义捐了 150
万元，为灾区建了一座小学。

据悉，自疫情爆发以来，安徽省
红十字会紧急启动抗击疫情爱心捐
款行动，通过官网、官微发布募捐公
告，拓宽捐献渠道，先后开通云闪付
APP、微信捐款码等捐款渠道，筹集
款物阻击疫情。

爱心捐赠暖人心
——安徽四名古稀老人为武汉防疫捐款侧记

陕西社会各界踊跃捐款捐物

■ 记者 杨振宇

2 月 10 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
红十字会支援湖北一线救援队抵达
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

这支队伍由 10 人组成，包括 5
名护士和 5 名司机，他们分别来自
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妇幼保健院、
中医医院、第三医院、肿瘤医院，具
有丰富的呼吸科、重症医学科救治
护理经验和救护车驾驶经验。他们
中年龄最大的 51岁，最小的 26岁，
其中有8名党员，1名共青团员。在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紧急
关头，他们主动请缨，驰援武汉。

抵达北京已是深夜，队员们却
毫无倦意。

12小时前，内蒙古自治区中医
医院护士陈辰正在家中和爱人准备
午餐。此时，医院护理部主任打来
电话：“可以去湖北吗？”

“可以，我早就准备好了，随时
出发！”大年三十，陈辰就递交了支
援湖北的请愿书。

得知女儿要去“前线”的消息
后，电话那边的母亲哭得稀里哗啦，
陈辰安慰妈妈：“您放心吧，我是党
员，组织派我去是对我的信任，也是
对我的考验。”

出发前，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
会召开动员会，指导救援队成立了
临时党支部，陈辰任党支部书记、救
援队队长。她说：“希望疫情赶紧结

束，所有人都完成任务，平安回家！”
救援队支部委员、副队长陈丽

华是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护
士长。她说：“作为党员、医护工作
者，我义不容辞，我想为湖北人民做
点实实在在的事。”

陈丽华有着 20 年的护理工作
经验，对于此次任务，她说：“疫情虽
然严峻，但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会把
我的经验运用到工作中，把我们的
10 名队员安安全全地带回内蒙
古！”

8 日晚，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
健院救护车司机李云鹏正在陪孩子
看电视，接到了支援湖北的消息。
李云鹏坦言：“接到通知后，内心很
复杂，如果我被感染，这个家怎么
办？”

考虑再三，他下定决心，并努力
做通了父母的工作。“我是党员，要
有担当，关键时刻必须挺身而出；我
是孩子的父亲，我要给孩子做个好
榜样，我想让孩子知道，爸爸是个英
雄！”

2月10日中午，李云鹏和其他9
名队员登上了开往武汉市的高铁。
他说：“我现在只想一件事：尽快去
一线，尽快去帮他们！”

唯一不是党员、共青团员的 90
后司机侯磊申请火线入党，并担任
救援队副队长。他说，确定了支援
湖北的名单后，自己和同事陈辰一
下子成了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的

“焦点”，医院和同事们为他们备齐
了吃的、穿的、用的，“我自己只带了
几件内衣，其余的都准备好了，我们
一点后顾之忧都没有”。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司
机霍现宾是一名转业军人，曾赴利
比里亚参加维和行动。 数年后，再
次接到光荣任务，他心里既激动，又
有一丝担忧。但是这种担忧转瞬即
逝，霍现宾说：“我会牢记自己的入
党誓言，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切！”

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司
机李革新也是转业军人，此次前往
武汉，他得到了同事和家人的大力
支持。他说：“我不担心，不害怕，一
定完成任务！”

9 日中午，内蒙古自治区精神
卫生中心护士李维娜正在买菜，准
备回家给孩子做顿饭。此时，她收
到了下午4点出发的通知。她来不
及做饭，立刻把孩子送到妈妈家，赶
到单位。

出征前，李维娜收到了很多家
人朋友的关怀和叮嘱。“很多朋友对
我说，‘等你回来，请你吃饭’，今天
一上午已经欠下好几顿饭了！还有
一位朋友说，‘你去吧，等你回来，你
想做什么我都陪着你！’”

“我知道有危险，但总要有人
去。”李维娜说。

51 岁的秦瑞文来自内蒙古自
治区肿瘤医院，转业军人，1990 年

入党的老党员，也是这支队伍里的
老大哥。

秦瑞文是单位车队负责人。
2003年，他曾参加过非典患者的转
运。出征前，在内蒙古自治区肿瘤
医院 1000 余名工作人员的微信群
里，同仁们的加油信息刷了屏：“秦
队加油，李阳加油！做好防护，早日
凯旋！”

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派出的
另一名救援队队员是护士李阳，他
曾在急诊、ICU 工作 7 年，经验丰
富，同时担任救援队支部委员。李
阳说：“我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我
们会努力完成任务，认真做好防护，
绝不让意外情况发生！”

救援队队员的行李中，有两个
比其他箱包大一号的、沉甸甸的、鼓
鼓囊囊的行李箱，他们的主人是 26
岁的陈佳乐，救援队中年龄最小的
队员，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护
士。

行李箱内，是同事们给他带的
衣服、食品，以及防护用品。“同事们
都把我当亲弟弟。”陈佳乐说，“请同
事们放心，我们一定平安归来；请家
人放心，这将是我成长中的宝贵经
历。”

2 月 10 日 下 午 17 时 09 分 ，
G401次列车抵达武汉，队员们迅速
下车，奔向前方。

车厢内，一名列车员伸出大拇
指，向着红十字人的背影点赞。

出发，目的地武汉！
——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支援湖北一线救援队驰援武汉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