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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红会慰问防疫志愿者
本报讯 （黄红）2 月 21 日，

安徽省黄山市红十字会、市文明
办和公益团队等赴黄山高铁北
站、黄山火车站和黄山机场等交
通站点实地走访，为“疫情防控
党员先锋队”第二批市直机关党
员志愿者送去自热米饭、面包、
麦片和口罩等慰问品，全力做好
防控疫情后勤保障服务。当天
共慰问党员防疫志愿者 50 余
人。

赣州红会开展帮扶工作
本报讯 （严小梅）2 月 20

日，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开
展“千名干部帮千企，防控疫情
促生产”工作部署，江西省赣州
市红十字会副监事长黄子珑带
领帮扶工作队赴兴国县联点企
业，了解企业疫情防控、复工复
产等情况，收集企业有关问题及
意见建议。

达州巴山救援队进小区消杀
本报讯（聂立超）2月20日，

四川省达州市巴山救援队组织红
十字志愿者为通川区金兰小区开
展义务防疫消杀工作。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该救援队组织红十
字志愿者自费购买药物 2 吨、喷
洒炮机 3 台、喷雾器 2 套，297 人
次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2079
小时，消杀范围 50 多万平方米，
平均每天喷洒药水 100 升，用水
40吨。

在沪台胞捐助350万元
本报讯（张鹏）2 月 20 日，在

沪经商多年的台胞、泛太平洋集
团董事长潘思源先生委托专人
来到上海市黄浦区红十字会，代
表他捐赠人民币 350万元。其中
250万元给战斗在上海疫情防控
一线的工作人员，100 万元捐助
给上海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用
于帮助受到疫情影响的困难师
生。

余姚红会慰问医护人员家属
本报讯（余红）2月22日，浙

江省宁波市余姚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走访慰问了驰援武汉的医护
人员家属代表，对他们支持家人
援助湖北疫情防控工作表示由衷
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铜川成立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武玲娟）2月12日，

在全市抗“疫”火线上，陕西省铜
川市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红
十字志愿服务队成立，该志愿服
务队共 6 名成员，这是市红十字
会在疫情防控期间接收的第一支
志愿服务队。随后，他们即刻前
往市公交公司、市交警支队等单
位，为一线人员送去消杀用品，并
迅速投入到铁诺社区天使小区疫
情防控工作。

游仙区红会助力企业复工
本报讯 （岳丽蓉）2 月 19

日，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红十字
会赴四川杰邦科技有限公司，将
爱心捐赠的 450 只一次性口罩
（非医用）捐赠给该公司。这是区
红十字会连日来主动上门到辖区
企业开展走访服务，帮助企业开
展疫情防控，推动全面复工复产
的举措之一。

和也公司采购物资驰援武汉
本报讯 （安红）近期，和也

公司经多方渠道采购一批医疗防
疫物资，分别通过浙江省湖州市
安吉县红十字会、湖北省武汉市
武昌区卫健委送往安吉县公共卫
生机构和武汉定点医院，以驰援
一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这
批物资主要包括医用口罩、护目
镜、空气净化器，总价值200余万
元。

长海县志愿者制作抗疫MV
本报讯 （程瑶）在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阻击战
中，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 50 余
名红十字志愿者不仅帮助做防
疫工作，还录制了一首 MV《让
世界充满爱》，为抗疫工作人员
加油。

劳动桥红十字会助力抗疫
本报讯 （董建标）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江苏省淮安市金湖
县黎城街道劳动桥社区红十字服
务站志愿者们在社区挨家挨户进
行宣传和排查。截至 2月 22日，
已发放防疫宣传资料 11000 余
份，测量体温 1500 余人，公共设
施消毒86次，排查重点人员信息
142 人次，为 78 户重点居家隔离
家提供庭生活保障，大大减轻了
社区防控压力。

■ 杨琴珍 唐家盐

近日，云南省大理市南涧县全
民健身中心广场，多辆大理交通运
输集团南涧分公司班线客车、首汽
约车及私家车停放在这里，车身都
贴有醒目的“红十字志愿服务爱心
车队”标识，身穿红马甲的红十字志
愿者随时待命。

一声号令积极响应

南涧县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饶
耀东介绍，县红十字会 1月 28日向
社会发出组建爱心车队倡议后，得
到首汽约车、大理交通运输集团南
涧分公司、帮邦行网约车及许多私
家车主响应，共有 235 辆车加入爱
心车队。目前县红十字会共调配使
用车辆34辆，主要参与防控物资运

输、需留验人员运送、医务工作人员
接送等工作。

截至 2月 21日晚，车队共出车
199 车次，其中接送留验人员及滞
留旅客 80车次 159人，接送一线防
控工作人员 86 余人，运送折叠床、
棉被、医用酒精、喷雾车和大衣、84
消毒液、消毒粉、药品等物资119车
次。此外，车队还对接县融媒体中
心新闻采访、市场监管局流动宣传、
县城两个监测卡点工作用车等服
务。

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尹文俊介
绍：“抗疫运送物资、运送人员都很
辛苦，志愿者经常用方便面充饥，但
他们毫无怨言，尤其是运送滞留旅
客，虽然也有担心，但在做好防护工
作的前提下仍然很好地完成了任
务。”

舍小家，顾“大家”

35 岁的李国秀是志愿者中的
一员，家住南涧县无量镇烂泥箐村，
有两个小孩，丈夫在昆明一工厂上
班，父母在家务农。

2019 年 7 月，李国秀加入首汽
约车公司并贷款购买了一辆 7 座
汽车，开始网约跑车补贴家用。崭
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新冠肺炎疫
情来临，身边的人有家不能归，自
己有劲不能使，李国秀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恰好这时，县红十字会招
募志愿者，李国秀便在公司带领
下，参加了县红十字志愿服务爱心
车队。

1 月 30 日，爱心车队正式出
征，李国秀就被安排到拥翠乡接送
2名从湖北返乡人员。因为疫情突

发，大家心里都有些恐慌和不安。
“30 公里左右的路程，开出了 300
公里的感觉。”事后回忆，李国秀
说。等把人安全送到留验站后，李
国秀回到县红十字会，由于紧张，
待在一旁一句话也没说，经队友们
开导后才慢慢放松心情。第二天
一大早，李国秀又义无反顾地出现
在县全民健身中心，等待接受新的
任务。

2月1日傍晚，李国秀和另一名
队友欧阳仪接到新的任务，到下关
运输疫情防控急需物资。接到任务
后他们立即出发。到了下关，两人
肚子饿得咕噜直叫，可所有餐馆都
关门了，他们草草吃了一点自带的
干粮便继续赶路。等到把货拉回南
涧并卸完，已是凌晨 1 点。“当时最
想做的事，就是回家美美地吃一

顿。”李国秀说。
10 日清晨 6 点，天空飘着绵绵

细雨，李国秀接到新的任务，远赴省
城昆明运输一批 84 消毒液。朋友
在微信朋友圈写道：“小雨淅淅沥沥
一直在下，看着车子缓缓启动那一
刻，一句‘慢走嘎’，期待我们的勇士
平安归来。”

自 1 月 29 日递交“请战书”至
今，李国秀每天奔赴在彝乡抗击疫
情第一线，没有任务也时刻待命。
她一共出车 8 次，接送往返需留观
察验人员 4车次 10人，长途运输防
控物资2车次，县内防控物资运送2
车次。

志愿服务队为抗击疫情提供出
行保障，提供免费交通出行服务，他
们没有震天的口号，只有默默的守
候。

抗疫路上最美“逆行车队”
——云南省大理市南涧县“红十字志愿服务爱心车队”助力抗疫纪实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红十字会志愿者杨勇将《新型肺
炎抗战曲》以吉他弹唱形式录制下来，每天拿着小喇叭带上收养的小狗
在社区附近向居民群众进行宣传，劝导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出门戴口罩，
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

今年40岁的杨勇是乾元镇红十字会的一名志愿者，12年前，因一场
意外导致高位截瘫。

德红/摄

为抗疫加油！

本报讯（杭红）2月18日，浙江
省杭州市江干区坚守防疫一线干部
韦长春突发心梗，不幸离世。得知消
息后，市红十字会高度重视，党组成
员、专职副会长章仕才2月19日下午
赴丁兰街道慰问韦长春家人。

为关爱防疫一线干部，市红十
字会于近日出台《关爱慰问新冠肺
炎抗疫工作人员办法》。办法指出，
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突发死亡的抗
疫工作人员，发放慰问金 10000元；

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突发疾病（住
院）的抗疫工作人员，视情发放慰问
金2000至5000元不等；为参与疫情
防控工作一线家庭突发变故或家庭
困难的工作人员，发放慰问金 1000
元至 5000元不等；对新冠病毒感染
者治愈后自愿捐献血浆用于其他新
冠病毒感染者治疗的发放慰问金
1000元。

慰问资金从红十字会历年累积
捐赠资金中列支。

杭州红会出台慰问抗疫一线人员办法

本报讯（季茗 陈时）近日，为
平稳渡过企业员工返岗“高峰期”，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提早谋划，统
筹推进，500 余名红十字志愿者积
极参与，精准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
产。

无锡市新吴区是国家级高新技
术开区，作为无锡市产业高地，无锡
高新区共有企业约2.4万家，外来员
工多达57万人。

“既要应对疫情，也要恢复生
产。”新吴区红十字志愿者走上“驻
厂一线”开展防控。为提高复工审
批效率，150 余名红十字志愿者经
过统一培训后奔赴各街道，下沉一
线企业，广泛宣传政策要求，解答企
业疑问、帮助解决问题，帮助建立企
业防控体系、工作方案，落实企业防
控措施。

走到“宿舍一线”防控值守。
随着辖区内企业陆续复工复产，返
锡人员增多，开工企业员工所居住
的“宿舍楼”“公寓楼”“员工楼”等
集中住宿场所管控压力剧增。区
红十字会主动与街道、社区两级网
格管理员对接，每天安排至少两名
志愿者到全区 27 个企业集体宿舍
值班值守，“三班倒”落实24小时在
岗在位，积极做好各项防控工作。
对重点人员落实居家隔离、严格防
控措施，配合医务人员每天两次对
隔离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医疗检
测。与物业联合组成组成疫情防
控巡逻队，每天对宿舍区进行巡逻
排查，对聚集人员进行劝离驱散。
配合网格员做好复工人员健康申
报和管理工作，每天对公共设施和
场所进行两次全面消毒。

积极做好“心理一线”志愿服
务。区红十字会积极与辖区企业沟
通，全面统计企业返锡员工信息，严
格落实居家或集中医学观察措施。
与此同时，成立新吴区“抗疫心声带
线上公益心理咨询服务团”，123位
心理咨询师志愿者队伍上线服务，
通过微信、电话等线上方式，与居家
观察期的企业职工、外来人员进行
语音沟通，核对询问其居住环境，做
好人员每日体温登记、信息反馈等
工作。通过连线，向居家观察人员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关注其身体及
心理健康，进行“不见面”心理疏导，
帮助疏解压抑情绪，引导居家观察
人员消除焦虑、恐慌心理，增强战

“疫”信心与决心，为复工企业的职
工戴上“心理口罩”。

共同战“疫”助力复工
无锡市新吴区红十字志愿者精准服务企业

■ 黄娟

“您好，是县红会吗？我看到你
们发的捐赠公告，我要捐款 1000
元。”

1 月 27 日，湖北省黄冈市英山
县红十字会《接受爱心捐赠公告》刚
发布，就有人打电话要捐款。这位
爱心人士名为马建军，是一名80后
回族青年，在英山经营一家面馆。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县红
十字会全员出击，全力以赴对接全
国各地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和善
款，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防疫保障
力量。

28 日，马建军再次联系县红
会，主动请缨参战一线，称自己是一
名退伍军人，有 19 年的大客车驾
龄，愿意做志愿者。

为了及时将受赠物资送往抗疫
一线，马建军驾驶自己的车，当起了
运输员，每天开车去邮政、顺丰等物
流点拉运物资，再送往一线医疗单
位，累计运输医疗防护物资20趟。

没有搬运工，他就自己搬；来不
及吃饭，他就吃泡面……有时医疗
防护物资到货时间比较晚，马建军
主动帮忙搬运，一直到晚上近10点
才离开。妻子不仅没有责怪他，还
大力支持他，主动把照顾两个孩子

的重担和家务活全包下来，让丈夫
安心地做志愿者。

马建军是一名党员，当了解到
红十字会联系的社区急需人手时，
他又主动加入了社区服务党员志
愿者行列。入户排查、监测登记、
消毒消杀……随着温泉城区管控
升级，他又迅速变身快递小哥和服
务员，仔细登记居民生活物资采购
需求并帮忙采购配送，让居民安心
待在家。

“来英山四年了，我很喜欢英
山，这儿的人很实在，我想尽一份力
让英山早日恢复以往的热闹和生
机。”马建军如是说。

“让英山早日恢复热闹和生机”
——黄冈市红十字志愿者助力抗疫侧记

本报讯（呼红）2月21日，内蒙
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收到

“博爱萌娃”抗击新冠肺炎捐助爱心
款5195元，这笔捐款来自于61个家
庭的69个“博爱萌娃”。

“博爱萌娃”是呼和浩特市红十
字会“博爱寸草心”助学项目长期资
助的孩子。2013年以来，共有 1085
名单亲家庭留守儿童长期得到市红
十字会资助，红十字仁爱妈妈博爱公

益学堂爱心志愿者和辅导老师们给
予了孩子们悉心呵护和教育，对他们
的生活和学习都有极大的帮助。

这次疫情牵动着每个孩子和家
长的心，他们想尽自己的一份绵薄
之力，回馈红十字会对他们的关怀。
他们纷纷把平日里积攒下来的钱捐
献出来，由两位仁爱妈妈和两位博
爱萌娃家长代表通过市红十字会向
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表达爱心。

“博爱萌娃”捐赠善款支援抗疫

本报讯 （东红）“街道红十字
志愿者每天都在社区，他们为返京
人员登记、测量体温、提醒居民佩戴
口罩。最近天气不好，不是有雨就
是有雪，你们能不能给他们配个遮
阳伞呀？”

近日，北京市东城区红十字会
在每日例行随访中了解到上述基层
需求后，立即开展为辖区基层防疫
点送遮阳伞活动。很快，第一把遮
阳伞送到了龙潭街道夕照寺社区，
其余社区将于本周全部领到。

为志愿者撑起一把伞
东城区红十字会为辖区社区配备遮阳伞

本报讯 （临红）近日，甘肃省
临夏回族自治州红十字会通过厦门
市红十字会向厦门市卫健委定向捐
赠一批价值 10 万元的医用连体防
护服。厦门航空获悉捐赠信息后，

免费运送了这批紧缺医疗物资。
2 月 20 日晚，这批物资抵达厦

门高崎国际机场，厦门市红十字会
安排专门人员直发市卫健委，支援
厦门市抗击疫情一线。

临夏州红会捐赠物资 厦门航空免费运送

本报讯 （成红）近日，由 15 名
志愿者组成的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红十字出租汽车志愿服务队整装以
待，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T2航站楼
出租汽车客点设立抗击疫情服务宣
传点，开展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宣传服务活动。

服务活动中，志愿者们积极主
动为老、弱、病、残、孕等乘客提供帮
助，向广大乘客和营运中的出租汽
车驾驶员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发放无偿献血倡议；为营运出租汽

车进行消毒，为驾驶员测量体温；主
动协助现场执法人员维护站点秩
序，引导乘客有序乘车，受到广大乘
客和汽车驾驶员的一致称赞。

截至目前，志愿活动共向乘客、
交通执法人员、交通警察和出租汽
车驾驶员，发放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宣传资料 200余份，搬运行李 89人
次，为128台出租汽车消毒。

疫情期间，成华区红十字出租
汽车志愿者将持续设点宣传，下一
步将在成都东站开展专项宣传。

成华区红十字志愿者开展抗疫宣传

本报讯 （王蕙）“这 1000 元是
张中星捐的，这 1000元是徐秀华捐
的……”2月19日，一位精神矍铄的
老人来到江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为
抗疫捐款5000元。

老人名叫张中星，是原盐城纺
织厂退休职工，今年81岁。这5000
元是纺织厂包括他在内的8名退休
职工一点点存起来的“爱心小金
库”，专门用于救助困难家庭及应对
灾害等。

“看到身边一些家庭特别困难，
有的甚至看不起病，我和老伴想力所
能及地帮助他们，于是就成立了一个

‘爱心小金库’。这个想法一经提出，
我们一起玩的8个老人都表示同意，
于是每人每月存入20元，需要用时，
大家商量一下就可以了。”张中星说。
除了参加集体捐款，张中星和徐秀华
两人又额外各捐了1000元。

“能帮助别人我们都很开心，希
望疫情早日结束。”张中星说。

盐城8名老人组团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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