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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志愿者成立战疫先锋队

本报讯 （庐红）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安徽省合肥市红
十字志愿者、劳动模范元运竹
牵头成立肥东县劳模战疫情先
锋队，第一时间进村入户宣传
劝导，为村民发放口罩 7 万多
只、消毒液、酒精 200 多件，捐款
捐物 6 万多元，并为县一线值班
人员调度 3 辆房车，让他们有一
个流动的“家”。先后组织 9 次
蔬菜捐赠，帮助销售蔬菜 20 余
车次，方便小区、机关、工厂不
出门采购。

南安红会全时“在线”防疫

本报讯 （南红）疫情发生
后，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红十字
会党员24小时“在线”，做好捐赠
款物咨询解答和防控协调工作。
截至目前，接收捐赠口罩 507080
只、手套13万只手套、防护服400
套、海鲜菇 10 吨、贞芪扶正颗粒
1080盒，接收物资已及时移交定
向单位或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统一调配。

东台救援队开展消杀工作

本报讯（杨玉明）2月23日，
江苏省东台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受梁垛中学的邀请，安排 6 名队
员至梁垛中学开展校园预防性防
疫消杀行动。

桐城500名志愿者奋战一线

本报讯 （胡亚林）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安徽省安庆市
桐 城 市 红 十 字 会 志 愿 服 务 队
500 名红十字志愿者紧急集结，
协助防控指挥部做好“疫”线后
勤保障，协助市卫健委等部门
做好“疫”线物资分发，协助党
委政府和社区落实联防联控措
施，助力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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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
人民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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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表示感谢和敬意。

秦淮区红会积极防疫

本报讯 （秦红）疫情发生以
来，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红十字
会6名公务员，带领3名红十字志
愿者加班加点，第一时间开展募
捐，并购置一批口罩、体温枪、防
护服、酒精等防护用品，将企业捐
赠款物转交给区新冠肺炎防控指
挥部，发放到街道社区一线。将
捐款下拨到 12 个街道防控指挥
部和卫生局用于购买一线急需的
防控用品。

西城区红会快速分配物资

本报讯 （西红）近日，北京
市西城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冒
着风雪奔赴位于大兴区黄村镇
桂村的北京隆兴号方庄酒厂有
限公司，接收该公司捐赠的的 2
吨酒精，随后带领 10 余名红十
字志愿者与区民政局党员干部
一起驰援西城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物资仓库帮忙搬运捐赠物
资。当天，共为 15 个街道配送
民 用 口 罩 25393 只 ，检 查 手 套
9380 只，消毒液 4.125 吨，酒精 2
吨。

富阳区开展心理志愿服务

本报讯 （富红）近日，浙江
省杭州市富阳区红十字心理救援
队全体队员轮班值守岗位。截至
目前，电话心理咨询 186人次；利
用微信平台累计为 1360 人次相
关人群进行情绪疏导和心理危机
干预；为武汉及本地确诊患者、隔
离人员提供 12 人次线上心理干
预服务，对区援鄂医疗人员实施
心理援助6人次。两名心理咨询
师驰援江干区，指导和开展心理
援助工作。

东兴区红会及时分配物资

本报讯 （东红）2 月 24 日，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红十字会
接受内江市惠尔家超市有限公
司 捐 赠 矿 泉 水 1000 件 、鲜 蔬
3500 斤。区红十字会组织 10 余
名红十字志愿者及时将该批物
资分配给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
员以及镇、街道、环卫岗位等一
线抗疫工作人员和居家观察不
便出行人员。

梁溪区少数民族群众捐款

本报讯（季华）2月25日，江
苏省无锡市梁溪区 12 名循化县
撒拉族群众来到梁溪区红十字会
捐款 7000元支援武汉，为打赢疫
情阻击战奉献爱心。

3天，1264箱慰问物资，316个居委会
上海市杨浦区红十字志愿者化身“快递小哥”，为抗疫一线送物资

■ 郑红

2 月 25 日，受湖北省疫情防控
指挥部和河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联
合委托，郑州红十字蓝天应急救援
队奔赴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人民医
院，运送疫区急需的新冠肺炎核酸
检测仪。此次运送任务是郑州民间
专业志愿组织首次承担疫区运送服
务。

14时55分，核酸检测仪器物资
装车完毕。队长李志鹏大声对队员
说：“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要又好又

快到达目的地，660公里，大家有没
有信心？”

“有！”
“线路明确，休息地点明确，分

工明确，出发”。
16 时 30 分，阳光明媚，微风徐

徐。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已出

发，请你等待。”
20点15分，队伍到达信阳罗山

服务区，天色已黑，高速路上偶尔有
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信阳，是此
次河南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重的区

域。李志鹏说：“10分钟，大家抓紧
时间休息，这里不能久留，注意自身
防护。”

22 点 05 分，突降大雨，车辆不
得不减速行驶，高速路上已经看不
到其他车辆。

26日上午10点，雨还在下。行
驶 660 公里，车辆终于安全抵达并
成功将新冠肺炎核酸检测仪送到黄
石阳新县人民医院。

搬运完仪器，队员们浑身冒着
热气。

春雨微凉，却很温暖。

郑州红十字蓝天应急救援队驰援湖北

660公里送新冠肺炎核酸检测仪

本报讯 （深红）“太好了，又募
集到 2000 套防护服！”广东省深圳
市红十字会物资接收与分配组的小
钟放下通了近40分钟的电话，大声
说道。截至目前，市红十字会已接
受来自20多个国家的价值500余万
元的防护物资。

1月21日市红十字会召开疫情
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市红十
字会24小时热线立刻启动。

1 月 23 日，大家还沉浸在准备
过年的喜悦中，小钟接到了第一个
捐赠电话，一家企业要捐献价值
100多万元的消毒液。

随着疫情形势愈发严峻，1月25
日，市红十字会通过公告和媒体向
外公布了热线电话，电话骤然多了
起来。起初是境内联系居多，随着
库存防护物资的减少，更多的捐赠

单位开始向境外采购，来自境外的
联系慢慢占了主体。为了更及时更
方便地推动捐赠，物资评估分配组
和热线咨询组除了接听热线，还加
了各种捐赠微信群，因为时差原因，
沟通不分白天黑夜，都是秒回。

截至目前，市红十字会已接受
来自20多个国家的价值500余万元
的防护物资。

“红十字会的‘客服’工作可没
那么简单，确定对方的捐赠意向后，
要确认物资所在的国家、品名、数
量、物流信息，之后还要拿到捐赠
函、物资清单、采购小票、装箱单，再
与海关和定向接收方联系对接。”小
钟说。

“感觉咱们就是全球接单、深圳
通关的‘大客服’。”小钟如此总结相
关工作。

“全球接单、深圳通关”的“大客服”
深圳红会24小时热线接受20多个国家价值500余万元防护物资

本报讯（南红）2月17日，浙江
省湖州市南浔区红十字会赴驻点
服务企业湖州天宏钢绳有限公司
开展“三服务”活动，全力帮助企业
解决复工复产难题。

湖州天宏钢绳有限公司是一
家生产经营磷化钢丝企业，春节前
接了订单，马上要交付产品了，老
板急得团团转。区红十字会了解
情况后马上为企业紧急支援防护
口罩300个和红外测温仪1台，帮助

企业顺利复工。
2 月 19 日，区红十字会得知该

企业装货车辆来浔有困难，又马上
帮助协调，最终顺利解决难题。

在驻点服务中，区红十字会深
入企业车间、职工食堂、职工宿舍
等场地，详细了解企业疫情防控工
作、职工复工回岗等情况，并要求
企业严格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保
障职工生命健康安全。

南浔区红会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基层红会信息

■ 杜娟

近日，一群身穿黄色马甲的“快
递小哥”穿梭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大
街小巷，黄马甲上都印着鲜红的“红
十字”，他们是区红十字会志愿服务
队的志愿者。

2天时间里，3支志愿服务队兵
分三路，足迹遍布全区12个街道的
316 个居委会（含筹建），将 1264 箱
慰问物资送到抗疫一线的社区。

这些“快递小哥”，都是大咖
级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区人大代表葛海英领衔的葛海英
博爱驿站，母女齐上阵；全国红十

字模范校同济小学同晓志愿服务
队，孙燕菁校长现场指挥，还派出
党员青年教师武佳、孙建伟 2 位强
将；上海市红十字系统博爱申城
优秀项目团队御视康公司董事长
曹宏、志愿服务队队长唐莹，特邀
好友大学教师张庆一起来当“快
递小哥”。

接到区红十字会召唤后，各志
愿服务队立即响应，第一时间集
结。区红十字会为大家准备了防
护用品，并在物资仓库现场举行了
简单的发车仪式，为大家助威、打
气。

杨浦区总面积60.61平方公里，

计划要在 3 志 4 天完成全部 316 个
居委的分送任务，合理安排路线显
得尤为重要。专业物流公司签下
这单计划也要15天，况且一些志愿
者对杨浦的情况并不熟悉。接到
任务后，大家赶紧做起了攻略：有
的将一个个地址查出制作地图，有
的打电话联系所在区域同事了解
情况，有的和司机探讨路线方案。
每个服务队各显其长，做好充分准
备。

非常时期，很多居委会都封门
封路，道路都是单行道；有些小区
弄堂小，大车开不进；留给大家的
居委会电话又总是忙线，很难打

通，这些都对派送工作带来了极大
不便。“快递小哥”们沉着冷静，想尽
办法将慰问品放置在安全位置，保
证无接触送达。

要说“姜还是老的辣”。葛海英
率领4名团队骨干不仅率先完成了
分配到的 4个街道 119个居委的派
送任务，还主动帮助其他团队完成
了15个居委会的配送任务。

特邀志愿者张庆平时站立三尺
讲台传道授业解惑，这次和曹宏双
剑合璧当了回“快递小哥”，觉得非
常有意义，朋友圈获得满屏点赞；对
社区工作也有了新的认识，最大的
感受就是两个字：辛苦。

派送途中遇到困难时，居民区
书记的热心帮助令志愿者们感动。

五环居民区的虞净书记，认真
回答志愿者的提问，还让工作人员
在路口等候并引领进小区。当提出
有个居委会始终没人接电话时，虞
净马上拿出笔画了线路图帮助指
路。三湘居民区和浣沙六村的书记
们更是经验丰富，与志愿者一起规
划路线，向周边几个居委集中发放，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大桥街
道，志愿者们感受到像家人一样的
温暖，所有的疲劳和委屈都一扫而
过，这让他们更加有信心做好抗疫
一线的慰问工作。

2月17日，隆隆的轰鸣声响彻重庆市忠县白石镇4个街区、3个养老
院及忠县人民医院一线医护人员轮休基地，阵阵白雾携着刺鼻的消毒水
气味四散开来。这是忠县红十字志愿者们在对白石镇街道、养老院、居
民楼道、垃圾站等公共场所及辖区机关单位进行喷洒消毒杀菌。

疫情发生后，忠县红十字会蓝天救援服务队自购消杀机器和消毒液
等，自2月7日开始，每天背负着重达70多斤的消毒机和消毒水，马不停
蹄地奔走在县城区和乡镇街道的每一处角落、每一个楼道。截至2月17
日，已累计参加疫情防控消杀志愿服务600余人次，消杀面积97万余平方
米。 刘荣琼/摄

与病毒较量

■ 贾玉凤

2020 年，对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的 90 后杨世雄和他的女
朋友来说是特殊的一年。爱情的
长跑结束，他们决定一起步入婚
姻的殿堂。时间定在 2 月 10 日。
酒店已经定好，请柬和喜糖也已
送出。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
这个美妙的计划。未婚妻作为医护
人员早早投入到防疫一线。看着窗
外值守小区的一线防控人员冒着严
寒，忙碌宣传、劝导、登记的身影，想
着在医院一线工作的未婚妻，赋闲
在家的杨世雄想为这场战役做些事
情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2月5日，杨世雄加入乌拉特前
旗红十字会志愿者队伍，成为“逆行
者”中的一员。面对杨世雄的决定，

未婚妻非但毫无怨言，反而全力支
持。面对亲人的担忧，两人说道：

“2020年对我们来说必将是铭记一
生的一年，虽然婚礼没能如期举办，
但却让我们对生命和生活有了更深
的理解。”

有了未婚妻的支持和鼓励，杨
世雄将全部精力投身到疫情防控工
作中。他不仅踏实做好每一项工
作，还及时与一线工作人员进行协
调、配合、补位。他的虚心、认真、钻
研，礼貌、勤快，很快为身边同事带
来温暖和动力，同事门都亲切地称
他“小杨”“杨子”。

杨世雄是一名战“疫”捐款接
待员。每天早晨 8 点半到岗，接待
咨询捐赠相关事宜的来电、来人；
协助工作人员做好接收捐赠的登
统和名单录入；按照申领出库单清
点发放物资。夜幕降临，他还要继

续坚守，为在红十字会公众号里精
准及时公示当天的捐赠情况，每次
都要认真细致地反复核对，争取做
到零差错。

每当有现场捐赠物资活动，或
者是到一线检测点慰问，杨世雄还
会不遗余力地帮忙装卸、搬运，不怕
脏也不怕累。

按照社区安排，红十字会在
新世纪花园小区执行 24 小时值班
制度。自加入疫情防控队伍以
来，杨世雄的身影便每天穿梭在
新世纪花园小区和办公大楼之
间。伴着严寒和风霜，他和红十
字会干部们一道，对照台账、查核
人员、测量体温、查看证件……不
间断值守。

此外，他还自己设计制作了兔
展H5，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和措施，
共有1400多人关注阅读。

“对生命和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记呼和浩特市抗“疫”一线90后红十字志愿者杨世雄

本报讯 （吴姗姗）近日，上海
市金山区红十字会收到作家韩寒为
助力家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捐赠的
100万元。

韩寒表示，这次疫情让人揪心，
总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上海市
金山区是他的家乡，同时也是上海
防疫的重要战线。此次捐赠100万
元，用于疫情的防治与家乡医疗卫

生建设。
除了捐款，在抗疫物资非常

紧缺的情况下，韩寒还想方设法
从国外购买了一台 ECMO（体外
膜肺氧合）及医疗耗材。ECMO
作为目前针对严重心肺功能衰竭
最核心的支持手段，将由韩寒直
接捐赠至湖北。

韩寒捐款100万助力家乡抗疫

本报讯 （李俊杰）2 月 17 日，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医院奋战在一
线的医护人员忙完工作后，翻看
手机发现自己有了一份价值 22 万
元的人身安全保险单告知通知
书。

保单人数 213 名，保单总价值
4686万元。

谁为他们买了价值这么高的保
单？最后，市人民医院红十字会志
愿服务队长王志杰告诉大家，是保
险公司营业部一名叫闫雪鸽的经理
自己出钱为他们买的人身安全保
险。

2 月 15 日上午，市红十字会志
愿者闫雪鸽正在公司上班，无意间
看到禹州市领导欢送赴武汉疫区医
疗队的信息，看到 7 名医护人员昂

扬的斗志，被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
感动。“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她
想。

闫雪鸽是中国太平人寿保险
公司营业部经理，2月 12日公司推
出了一项针对目前疫情和呼吸系
统疾病的“畅无忧”人身医疗保险，
每个参保者只需交纳 29.9元，即可
获得 22 万元的人身安全医疗保
险。

想到这里，闫雪鸽突然有了
“你为抗疫做贡献，我为你来买保
险”的想法。她立刻打电话给市红
十字会副会长刘果岭。在中国太
平人寿保险公司和市红会共同努
力下，连夜为禹州市 213 名一线抗
疫医护人员，每人购买了一份保
险。

一张4686万元的保单
河南省禹州市红十字志愿者为213名一线医护人员购买保险

本报讯 （包红）近日，建设银
行民族东路支行为内蒙古自治区包
头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资金开户银
行，提供快捷、便利的应急金融服

务，特殊时期特别为资金汇划开辟
绿色通道，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全力
认真配合做好疫情防控专项资金的
划转工作。

建行为包头红会资金汇划开辟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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