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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我们每天的工作量有大
概 500 条甚至更多，随着志愿者的
不断增加，我们的任务量也有所减
轻，现在每天领到任务人均 300 条
左右，大家都希望在这个特殊时期
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的马前程

同学说道。截至 2 月 9 日 24 时，这
支队伍累计连续工作 779 小时，录
入捐赠信息46743条，无一笔失误。

随着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
一笔笔捐赠信息，一份份温暖爱心，
在大学生志愿者们锲而不舍的远程
支持下，终于晒在了阳光下。

本报讯（黔红）2月14日上午10
时38分，贵州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尹秋莲接到贵州省援助鄂
州医疗队前线指挥部指挥长、省政府
副秘书长吕劲松电话，告知天气预报
显示鄂州将面临天气变化急骤降温，
前线和疫区急需一批棉被、床等物资。

贵州省红十字会立即在正在召
开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碰头会上进行
安排部署，及时将有关情况和物资需
求上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请求得到

支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针对疫情防
控特事特办，当天中午就答复可以从
总会湖北仓库分库调拨1200床棉被、
600张折叠床，并于当天下午装车运
往鄂州。

同时，贵州省红十字会要求备灾
救助服务中心迅速盘点物资库存，决
定往鄂州调拨105个家庭箱（每箱内装
棉被1床，毛毯1条、棉衣1件、大米10
公斤、清真糖果1公斤）和180床棉。2
月15日下午16时，该批物资抵达鄂州。

贵州红会紧急调拨物资驰援湖北鄂州

■ 记者 陈娟

2020年春节，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有
人主动请缨展现“最美逆行”身姿，
有人力所能及捐献爱心，只为疫情
防控助力。近日，山东和内蒙的两
位耄耋老人在当地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帮助下，各自捐献出一份爱心，助
力一线防疫。

“为祖国出力是一个军人的荣耀”

“战疫情，不能少了我这个老
兵。如果年轻几十岁，我也和大家
一起去武汉支援。”2 月 8 日，89 岁
的退伍军人左文平在女儿陪伴下，
来到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红十字
会，将 10000 元捐款交到了工作人
员手里，希望把这笔钱用在武汉疫
情一线。

左文平老人 1946年参加革命，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
过解放战争、抗美援越等战争，并多
次立功受奖。1976 年转业回到沂
源县后，左文平不忘乡情，回馈乡
里，带头为家乡张家坡镇兴旺村捐
钱，大到修路、架电，小到给贫病孤
寡老人购买羽绒被、蚊帐、拐棍、收
音机等生活用品，左文平都为村里
人办得妥妥帖帖。

据女儿左新菊介绍，老人从上
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一直用自己
的工资资助农村困难学生，只要从
新闻中得知哪里有灾害，有人受困
难，他总会想办法给当地寄一些衣
服和钱。

大年初二，老人通过电视了解
到武汉疫情严重，一直心系疫区，希
望能做点什么。考虑到老人身体和
当地的防疫要求，儿女们没有同意
他出门，“但是我父亲还是军人的性
格，说做就一定要做，所以情况好一

点后我就陪他来了。”左新菊说。
1992年离休后，左文平从入党

五十周年开始，每一个十年都会向
党组织缴纳一笔大额党费。2018
年入党七十周年，他一次性缴纳了
一万元党费，用左文平的话说，我还
能再活十年吗？要趁活着多为党尽
义务。“为祖国出力是一个军人的荣
耀。”左文平的话掷地有声。

圆一个老党员的心愿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钱不多，
希望能帮上一点忙。”2月 10日，97
岁高龄的离休老党员张万全颤颤巍
巍地从口袋里掏出 10000 元，交到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手中。

张万全老人1943年参加革命工
作，1984年离休于原伊盟农牧场管理
局，是一名有70年党龄的离休干部。
当天，得知鄂尔多斯市委老干部局、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能上门接受捐
赠时，他身穿蓝色衬衫配黑色裤子，
口罩戴得齐整，整个人很精神。

据其儿子张俊清介绍，张万全
老人在帮助他人时十分慷慨，只要
知道有需要的人和事，他都会主动
伸出援手。春节过后，新冠肺炎疫
情成了老人的一件心事，早上听广
播时专门守着相关的频道，详细了
解疫情的最新情况。

去年，张万全获得了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他
很宝贝，“这个纪念章是国家给我最
高的荣誉，现在疫情这么严重，身为
一名老党员我还躺在家里，什么忙
也帮不上。”得知防疫一线缺少物
资，张万全从1月底就开始想着捐款
的事，希望能为疫区捐款10000元。

“联系上了鄂尔多斯市红十字
会，也算是帮父亲圆了一个心愿。”
张俊清说。

献一份爱心，永远跟党走
山东89岁退伍军人、内蒙古97岁老党员为武汉疫情捐款

2 月 13 日，是江苏省无锡市红
十字会救援队突击队志愿者连续奋
斗抗击新冠肺炎的第 21 天。自大
年三十救援队接到指挥部指令起，
突击队员们连夜在高速公路入口搭
起了帐篷，展开抗疫志愿工作。

无锡市红十字会救援队是省、
市志愿服务先进集体，也是该市第
一支参加抗击新冠肺炎战斗的志愿
者队伍。突击队主动对接无锡火车
站、大型广场、敬老院、基层派出所
等公共场所，为有需要的老百姓进
行专业消毒工作。

得知有确诊病例的社区消毒任
务比较艰巨、缺乏专业设备和专业
人员后，救援队队长余雷主动组织
突击队先锋组带上专业的消毒机
器，在严格保护措施下走入社区进
行全面消毒行动。

92 年的女队员娟子（化名）是
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护士，
也是红十字救援队突击队先锋组的
一员。2月10日是娟子的轮班休息
日，在本职工作岗位上连续工作 24
小时后，她马不停蹄地赶到滨湖区
雪浪街道南苑新村和其他7名骨干
队员汇合，做小区消毒的准备工作。

之前该小区有一名居民被确诊
为新冠肺炎，社区得知无锡有一支公
益防疫消毒专业志愿队伍，就联系了
救援队，请他们帮助该小区进行一次
全面消毒行动。余雷接到请求后，立
即同队部负责人许亮商量，决定在防
护措施周全并确保队员安全的情况
下为小区进行专业消毒工作。在突
击队工作群内招募队员时，明确了任
务地点和要求及存在的高风险，但队
员们仍踊跃报名，娟子是其中之一。

工作现场，娟子和队员们换上
防护服，戴上防护镜，同时检查消毒
机器，补充油、葯、水，并展示了专业
机器：“消毒机器是背后三个桶，两

大一小，两个大的一个是药箱，一个
是水箱，一个小的是油箱（烧汽油
的），一套装备在 50 斤左右。由于
装备比较重，所以我们是2人一组，
轮流背。”根据分工，队员们分 4 个
战斗小组，4 台消毒弥雾机器也开
始工作。

当天连续四五个小时的工作时
间里，娟子和队友背着专业的消毒
机器走遍了小区的每个角落，连垃
圾桶等死角也没有放过。工作结束
后，娟子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但
这个 90 后姑娘一句喊累的话也没
有，反而笑着说：“用这个机器工作
的第一天结束回家吃饭时连碗都端
不住，现在习惯就好啦。大家工作
都很团结，也都很不容易，在非常时
刻，能用我们专业志愿者的专业技
能做点事，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帮
助到有需要的人，就觉得很开心。”

余雷竖起了大拇指：“娟子入队
已有两三年，是队里唯一坚持下来
的90后。经常主动参加志愿工作，
总是抢着重活、累活、脏活干，而且
绝对服从命令，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任劳任怨。记得有次在做马拉松志
愿工作时，有个参赛者不舒服呕吐
得厉害，她不怕脏，第一个冲上去帮
助清理呕吐物并细致照顾参赛者。
疫情期间每次做消毒工作她都主动
多背沉重的机器，说自己年轻就该
多承担些，让我们很感动！”

余雷把娟子请愿去抗疫一线的
信息展示给大家：“余队，要是去湖
北记得带上我啊！首先我是医务人
员，而且我没结婚没小孩比其他上
有老下有小的同志更合适去。”接受
采访时，娟子特意表示，希望报道不
要写她的全名和具体单位，问及缘
由，娟子害羞地笑了：“我只想做一
个默默无闻的开心的志愿者。”

（转自《无锡观察》《江南晚报》）

90后女志愿者和一台消毒机
——江苏省无锡市红十字会救援队90后志愿者参与防疫消杀侧记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
出车161次，转运患者546名
本报讯 （记者 王达 杨振宇）

截至2月16日24时，中国红十字会
救护转运车队已转运546名患者。

2月8日上午，中国红十字会救
护转运车队首批6名队员抵达湖北
省武汉市，协助当地急救中心、定点
收治医院开展新冠肺炎患者转运工
作。截至2月16日24时，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共向武汉派出 24 名救护
车驾驶员、24 名医护人员，累计出
车161次，转运患者546人。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由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从北京、上海、青
海、内蒙古等四省（自治区、直辖市）
征召，其中青海省红十字会选派 5
名驾驶员、5名医生，内蒙古自治区
红十字会选派 5名驾驶员、19名医
护人员，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选派
8名驾驶员，北京市红十字会999急
救中心选派6名驾驶员。

青海队共有 10名队员，分别来
自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青海红十字
医院、青海省中医院、青海省心脑血
管专科医院、中国红十字会（青海）
赈济救援队、青海省红十字搜救救
援队。出征前，有几名队员剃成了
光头。青海队临时党支部书记、队
长王海涛说：“上班的5个小时里，我
们尽量不喝水，不吃饭，不去厕所。
一个班下来，贴身的衣服都湿透了，
外面天气冷，衣服里面不透气，真正
体验了‘冰火两重天’的感觉。但是

再苦、再累、再危险，没有一个人抱
怨，更没有一个人后退，我们共同的
愿望就是患者早点好起来。”

内蒙古队23名队员中，包括5名
救护车司机、7名医生、12名护士，分
别进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和武汉市急救中心，执行
患者转运任务。内蒙古自治区中医
医院护士陈辰任救援队临时党支部
书记、队长，她说：“临时党支部作用
不‘临时’，驰援武汉，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我们一定会服从组织安排，在
命令面前不畏惧、不退缩、不计得失，
强堡垒、当先锋、战疫情。”

上海市红十字会从上海市医疗
急救中心100名递交请战书的队员
中，选调了8名具有丰富救护车驾驶
经验的队员，这支队伍平均年龄 38
岁，全部是党员，队员们参加过传染病
患者转运任务,具有丰富的救护车驾
驶经验和防护意识。作为上海队队
长、临时党支部书记，刘轶重任在肩，
他说：“我们一定听从指挥，做好安全
防护，与医护人员通力合作。请大家
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完成任务！”

2月7日下午，北京市红十字会
999急救中心6名驾驶员抵达武汉，
队长陈科表示：“执行新冠肺炎患者
的转运任务，心理压力虽然有，但这
不是问题，我们会认真做好个人防
护，坚决完成任务，用实际行动展示
首都红十字的形象。”

“我要为女儿做个好榜样！”
——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队员、红十字志愿者陈丽华

■ 记者 杨振宇

连日来，在湖北武汉，活跃着一
支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派出的救护
转运队，这支队伍由 24 名医护人
员、24名救护车驾驶员组成。48名
队员来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医院。
在人们眼中，他们是最美的疫区逆
行者。

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支援湖
北一线救援队支部委员、副队长陈
丽华即是“最美逆行者”中的一员。

39 岁的陈丽华是内蒙古自治
区国际蒙医医院护士长，有着20年
的护理工作经验。2月 10日下午，
陈丽华和同批9名队员一起抵达湖
北省武汉市。此次作为红十字志愿
者出征武汉，她说：“作为一名党员，
哪里需要我，我就义无反顾地奔向
哪里。我会把我的经验运用到工作
中，救助患者的同时，把我们的 10
名队员安安全全地带回内蒙古！”

出征时，陈丽华在自己的红十
字马甲上，戴上了一枚鲜艳的党徽，
抵达武汉一周以来，这枚党徽伴着
她奔走于医院之间，进出危机四伏
之境。她说：“我是一名普通的医疗

工作者，我做的一切工作要对得起
胸前的党徽！”

在武汉，护士长陈丽华成了队
员们的“陈姐”。队员们说，陈姐是
标准的大姐，她对大家的照顾无微
不至，从个人防护到饮食起居，时时
刻刻，亲力亲为。

逆行疫区，做好个人防护是首
要任务。从 1月 31日开始，内蒙古
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便开始为出征
武汉做着准备。工作之余，医护人
员们每天要参加培训，穿脱防护服
的规范动作练习了无数次。

“训练虽然辛苦，但这不仅是为
了我们的安全，也是为了患者的安
全。”陈丽华说：“出发前，我们已经
准备好了！”

在疫区的工作与平时的护理工
作有很大不同，不仅工作要求严格，
而且换班时的每一步都要更加严格
规范地执行。2月 10日，刚刚抵达
武汉驻地后，内蒙古队的10名队员
就开展了培训。10 名队员中，有 5
名是救护车驾驶员，陈丽华从洗手
开始，教他们个人防护知识。她说：

“我要确保队友们的安全，这也是我
的任务。”

2 月 12 日上午，陈丽华开始执
行第一次转运任务：将患者从武汉
市第一医院转运至湖北省第三人民
医院。一路上，上海队的两名经验
丰富的救护车驾驶员，刘轶和薛凯
华，仔细地给她讲解转运患者的注
意事项。

这次任务不同于以往，陈丽华
不敢有一丝大意。洗手消毒，戴工
作帽，戴防护口罩，穿防护服，戴护
目镜，戴手套，穿鞋套，戴第二双手
套——整个流程耗时近30分钟，脱
下这身装备则要花费更多时间。

穿着密不透风的三级防护隔离
服，浑身说不出的难受，在这身厚重
装备的束缚和保护下，陈丽华曾连
续参加转运任务7个小时。

完成一天的转运任务，疲惫的
队员们回到驻地，但还不能立即休
息，大家要对衣物进行消杀，然后洗
澡。忙完这些，饭菜已经凉透了。

没有转运任务时，陈丽华会帮
队员们整理装备，用碘伏擦拭护目
镜，减缓雾气的产生。她还在内蒙
古队的微信群里分享自己转运患者
的经验，“要熟悉负压救护车上所有
医疗设备和用品的位置和使用方

法”“转运需要吸氧的患者，要先把
氧气打开后再让患者上车”“护送重
症患者，要在患者身边，小心患者掉
下担架”“转运患者之后，要把救护
车和防护服彻底消毒”“近距离接触
患者后，所有内外衣物都要用消毒
液浸泡半个小时”……

陈丽华说：“我们一再强调让大
家注意细节问题，就是要在保障患
者安全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安
全。照顾好患者和队员是我的责
任。”

临行前，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
医医院给陈丽华带上了一份特殊的
防护用品——用麝香、阿魏草、红花
等9种药材制成的“抗疫香囊”那格
布，清热解毒，芳香辟秽。来到武汉
后，陈丽华给每名队员带上一包，清
香扑鼻的“抗疫香囊”，是来自草原
家乡的气息。

2 月 16 日，陈丽华在换洗衣服
时发现衣兜里有一个小小的布包，
打开一看，是11岁的女儿给她画的
小卡片，上面写着“平安”“加油”。
陈丽华愣住了，泪水瞬间溢出眼眶。

“我一定要为我女儿做个好榜
样！”她说。

一夜风雪送“战袍”
河北两名退伍老兵自驾近6000公里为湖北防疫一线运送物资

■ 记者 王达

2月 14日 21时许，接到出车任
务通知时，退伍老兵杨玉丰正在给
父亲打电话报平安。

“出车的这些天，每晚都要给父
亲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免得老人担
心。”杨玉丰说。此时，他刚从上海
往武汉送了一批医用物资，正在邢
台某医院接受主动隔离。

给杨玉丰派发任务的，是河北
省邢台市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园负责
人陈建。两天前，他们刚刚进行了
一场合作，从上海瑞金医院向武汉
运送了一批可用于装备 10 辆负压
救护车的车载医疗设备，包括呼吸
机、监护仪、除颤仪等，总重1.5吨。

“老杨，刚接到红会消息，三星
集团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湖北
捐赠 8000 套防护服，急需运往孝
感，能去吗？”电话那头，陈建问。

“去呗！”杨玉丰没有多想，挂上
电话后，立即用微信语音通知了老
搭档周富涛。

“好！”陈建挂上电话，随后紧急
办理了出车手续，包括取得从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开具的证明函。“因为
老杨他们刚从武汉回来，正在进行
隔离，想要再出任务，必须有红十字
会的证明。”

23 时 10 分，杨玉丰、周富涛驾
车出发。“其实去上海拉物资之前，
就有朋友劝我，说老杨你也挺大岁
数了，大小是个老总，还亲自跑这
活，干脆花点钱雇个司机呗。”完成
任务后，老杨坦言，自己并非无畏勇
士，“但我打心底愿意去跑这趟活，
而且我们本来就是跑运输的，就像
医护人员在医院救治病人一样，这

也是我们的战场。”
邢台距离天津只有 140 公里，

但是因为下雪，路面湿滑难行，直至
15日上午 8时，二人才赶到天津提
货仓库。一路夜车，除了周富涛在
换班时眯了两个小时，杨玉丰一晚
没睡。

“还是紧张，其实我没怎么开过
货车，更别提下雪天开夜车了，但是
哪怕我不开车，也不能睡，我得陪着
小周，帮他看路，陪他聊天，免得他
犯困。”杨玉丰说。

9时42分，257箱防护服装车完
毕，二人来不及休整，立即驱车奔赴
武汉。“当时收到天气预警，说河北
正在下雪，我们就想着尽量把时间
往前赶，争取能在天黑前出河北，接
下来路就好走了。”

10时36分，货车抵达荣乌高速
天津站。因为下雪，路面正在进行
除雪作业，高速封闭。“这时候，有个
细节让我特别暖心。”杨玉丰说，“当
时我们正在排队等，有个工作人员
远远看见我们车上挂的条幅，就跑
过来问我们拉的什么。我告诉他是
一批送往武汉的防护服。他立即让
我出列，不用等待，引导我们从旁边
的闸口进了高速。”

从天津前往湖北孝感的路上，
需要穿越河北、河南，原本直线距离
只有 1400公里，但是因为孝感高速
路口封闭，地图导航出错，两人对路
况又不太熟，绕了不少弯路，直至
22时30分才抵达河南信阳，距离孝
感尚有300公里。

“当时的路况很差，因为刚下过
雪，雪水融化后结了一层薄冰，路面
很滑，而且还起了雾，刹车时能明显
感觉到不受控制。”想起当时场景，

杨玉丰仍有些后怕。为了确保行车
安全，哪怕是二人倒班，但是谁也不
敢合眼，相互之间不断提醒，唯恐大
意犯困。

远在邢台、武汉，所有密切关注
这趟行程的人，也在为二人担心不
已。“老杨，别开了，就近停下！”

“找个最近的服务区，安全第一！”微
信群中不断发出警告。

“一点点走，小心点没事儿！”
“时间尽量往前赶！不知道明天路
况如何呢！”杨玉丰回复。

飘着雪花的午夜，就在货车一
米一米的挪行中缓缓走过。16 日
凌晨 1 时许，微信群中密切关注二
人行程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再也忍
不住，又一次发来信息：“不能再开
了，就近停下！你再继续开的话，到
了我也不接货！”

“要不，咱们就在附近服务区休
息休息？”杨玉丰和周富涛商量。考
虑到距离孝感已经不足 140 公里，
杨玉丰拍板：“咱们就先睡上三小
时，不然四五点钟到孝感，大家正在
休息，也不合适。”

夜风刮得很凶，驾驶室里也并
不温暖，但杨玉丰、周富涛很快进入
梦乡。他们实在太困了，从14日23
时出发，直到16日凌晨1时，他们几
乎没怎么睡过，若非精神意志支撑，
身体早就熬不住了。

3 个小时后，杨玉丰被闹铃惊
醒。此时，风雪早已停歇，天色刚刚
泛白。二人匆匆抹了把脸，再次上
路。

5 时 38 分，货车抵达孝襄高速
安陆段，进入孝感境内。“这时高速
又封路了，正在撒融雪盐，我们就准
备从路口下去，这时一位交警同志

走过来告诉我们，把通道给我们打
开了，还特别叮嘱一定要走中间，千
万不要走两侧。”杨玉丰说，走过 20
公里后，剩下的路还没来得及撒盐，
但是这时天亮了，而且距离目的地
已经不远。

8 时 42 分，经过长达 1400 公
里、近 34 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后，二
人驾驶的4米长厢式货车，拉着257
箱防护服，终于抵达孝感。

卸货、入库，二人正要返程，又
接到新的任务通知，要跑一趟长沙。

“因为当时三星捐赠的 8000套防护
服，一共装了 300 多箱，我们拉走
257箱，剩下的76箱实在装不下，只
好走物流运到长沙，再拉到孝感。”

二人顾不上休息，立即驱车奔
赴长沙。还好，此次的荆楚大地，雪
后初霁，不复来时凶险。二人的心
情，也因为刚刚一批“救命物资”的
交付，变得愉悦起来。

14时44分，二人抵达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15时03分，76箱防护服
装车完毕。20时38分，货车返回孝
感，全部物资移交完毕。稍作休整
后，二人立即星夜返程。

17日上午11时许，二人返回邢
台，接受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安排，
前往指定地点进行14天隔离。

前一天，邢台市红十字会、邢台
市志愿服务联合会、邢台县红十字
会专程赶到创业园，向杨玉丰、周富
涛表示慰问，为每人送去 2000元慰
问金。“杨玉丰、周富涛驾驶老兵车，
短短五天，行程近 6000 公里，为武
汉疫情送去‘救命物资’，体现了共
产党员和退役老兵的担当，值得我
们所有人学习。”邢台市红十字会负
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