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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颗爱心都落地生花
——记江苏省红十字会赴武汉工作组

■ 记者 杨振宇

3 月 22 日上午，江苏省红十字
会赴武汉工作组7名成员圆满完成
任务，平安凯旋。

在武汉，工作组协助武汉市红
十字会承担三个仓库物资发放和五
个捐赠账户的账目清理工作，完成
台账资料 23 份，编制物资、资金账
目表 280 余个，处理捐赠数据逾
11.3万条，获得了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驻湖北工作组和国家审计署工作
人员高度评价。

7名工作组成员说：“红十字同
仁的支持，家人的关怀，给了我们无
穷的动力。”

聂城：“让每一份爱心落到实处”

“这次来武汉支援，我们收获满
满，没有任何遗憾。”聂城说。

2月2日中午，江苏省红十字会
赈灾救济部部长聂城得到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尽快集结出发的命令，他
立即抽调手下的精兵强将，准备奔
赴武汉。

得知这一消息后，爱人关切地
问：“非你不可吗？”

聂城笑着反问：“你说呢？”他嘱
咐妻子，“如果父母亲和岳父岳母问
起，你帮我应付一下。”

接到命令 5 个小时后，江苏省
红十字会赴武汉工作组集结完毕，
立即启程。

当晚，岳母在电视上看到了聂
城奔赴武汉的消息，给他发来微信：

“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放心吧，家
里的事情有我们呢！”

2 月 2 日 17 时 50 分，工作组第
一批 5 名成员从南京出发，星夜驰
援武汉。次日凌晨 1时 40分，工作
组抵达武汉。短暂休整后，当天早
上便投入工作。

“从在部队至今，我始终保持着
战斗状态，随时准备出征。”聂城从
江苏省红十字会卫生救护部调任赈
灾救济部尚不足一个月，有同事担
心他工作上有困难，他只回答三个
字“没问题”。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这支队
伍责任心非常强，大家在工作中都
力求完美。”3 日至今，聂城和他的
同事们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最
晚的一天，大家奋战到凌晨 4 点才
休息。

按照流程，捐赠物资要明确接
收、发放记录，捐赠人的名字、单位
名称、联系方式，以及物品名称数
量、折价金额都要一一登记。然而
有些捐赠人在发货时没有登记完整
的信息，有的司机卸完货就走，没有
留下捐赠人信息，这给捐赠信息的
及时公示带来了困难。

前期1万多张手写的入库单要
全部复印，并录入电子台账，决不能
有一点差错。聂城说：“对账的工作
要求思路不能断，要一鼓作气地顺
下去，一旦停下来，第二天还要从头
再捋一遍。实在熬不住了，就点支
烟继续奋战。”他的房间里，一个能
装一斤茶叶的铁罐已被烟头塞得满
满当当。

对于捐赠信息不完整的条目，
工作组通过志愿者回访、快递公司
查询、在武汉市红十字会官网发布
征集公告等方法，让每一份爱心都
落到实处。曾有一位捐赠者询问自
己捐赠的一箱口罩的去向，聂城用

了半天时间查找，最后给了捐赠人
一个满意的答复。

同事们的敬业和关怀令他倍受
感动。需要外出时，大家都说：“聂
部长，您在这里，我们出去。”聂城总
是一口回绝：“我带你们出来，就要
对你们负责。”

平时在家，下厨的都是聂城。
连日来，爱人经常会给他发来自己
做的饭菜照片。聂城回复妻子：“挺
好，看起来色香味俱全，我回去后可
以下岗了。”

经过全国人民艰苦努力,湖北
疫情形势好转。3月 19日，得知归
期的队员们很激动：“我们可以回家
了。”

聂城告诉他们：“不要高兴得太
早，工作完不成绝对不能走。”

爱人对聂城说：“湖北抗击疫情
就要胜利了，如果派你去国外援助
你去不去？”

聂城再次反问：“你说呢？我是
军人出身，服从命令是天职。”

得知自己不在家，儿子的学习
成绩反而更好了，聂城在电话中问
他原因，儿子说：“爸，你都冲到一线
了，我的成绩要是不好，不是给你增
加后顾之忧嘛，我不能给你添麻
烦。”

聂城感慨道：“儿子，你长大了。”
武汉是聂城经常来并且深爱的

一座城市，他常常告诉上高二的儿
子，考大学最好考到武汉来，这里的
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都非常好。

钱鹏：“如果需要，我会一直坚持”

出发前 6 小时，南京市红十字
医院医务科科长钱鹏接到医院领导
通知，他将作为江苏省红十字会赴
武汉工作组的一员，赶赴武汉。

南京市红十字医院是当地发热

门诊定点医院之一，疫情爆发之后
工作繁忙。接到命令后，钱鹏立即
与同事交接工作，做好相关准备。

随后，他给同样是医生的爱人
打了个电话，并把两个孩子交给父
母照看。在这个有两位医生的家庭
里，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已是一种习
惯，一种家风，钱鹏的决定得到了家
人全力支持。

此次赴汉，钱鹏的任务是协助
工作组做好捐赠医疗物资核对和汇
总，同时负责工作组人员的自身防
护工作。“我是共产党员，必须服从
命令听指挥，而且我也符合条件
——学医出身，有相关管理经验。”

来到武汉第一天，一个当地人
对钱鹏说：“你们来了，我们更有信
心了！”

工作中，钱鹏常常忙到凌晨。
完成工作任务后，如果不是太晚，他
会给家人打个电话，问问孩子的情
况。“大的上初中，小的才两岁。作
为父亲，我有些内疚，对孩子照顾得
少；但是作为党员，作为医务工作
者，关键时刻舍小家顾大家，是我义
不容辞的责任。”

元宵节当天，秦淮区政府、区卫
生健康委以及医院的领导看望慰问
了钱鹏的家人，这让他深受感动：“领
导的关怀让我更有动力、更有信心，
我会不断努力，发挥专长，把工作做
好。如果需要，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钱鹏说：“回去之后，我想回到
家好好陪陪家人，抱抱孩子。然后
尽快回到工作岗位，和同事们继续
并肩作战。”

周同政：“投入这场战斗，
是我的荣幸”

大年初六，江苏省红十字会赈
灾救济部工作人员周同政连夜从安

徽蚌埠赶回南京，与聂城一起前往
海关对接，打开境外捐赠物资的入
关通道。

2月1日下午，聂城告诉他：“总
会可能要调集我们去湖北。”

军人出身的他，马上意识到必
须尽快完成手头的工作，做好奔赴
武汉的准备。

“我是党员，也是转业军人，需
要我冲上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挺身
而出，没什么好考虑的。”周同政说。

他没有把出征武汉的消息告诉
姐姐和年逾七旬的父母，结果姐姐
在电视上看到了新闻报道，他只好
交代了实情。

周同政说：“武汉需要我们。我
会尽我所能把工作做好，完成红十
字会应该承担的任务，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决不辜负
党和人民的期望，不辜负总会对我
们的信任。”

2014年起，周同政负责赈济工
作。近年来，江苏省红十字会的应
急救援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作为总
会赈济救援队培训的师资，周同政
也一直在努力。“练兵千日，用兵一
时，总会此次抽调精干力量支援湖
北省、武汉市红十字会工作，我觉得
我对得起‘精干’二字。”

回顾 40多天的攻坚经历，周同
政说：“我们举全国之力，坚决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狙击战。能够投身这
场战斗，是我的荣幸。”

“回到南京之后，我想看看父
母，告诉他们‘我从武汉回来了’。
然后我会认真总结经验，为今后的
工作提供借鉴。”周同政说。

顾亮：“我曾是军人，
冲锋陷阵是我的使命”

2月1日下午，江苏省红十字会

赈灾救济部工作人员顾亮正要下
班，聂城把他叫到办公室：“你可能
要跟我一起去武汉。”顾亮脱口就
说：“好的！”

“没有任何犹豫，我是军转干
部，以前我是在部队一线带兵的。
我常和父母爱人说‘如果要打仗，我
肯定会冲锋陷阵，这是我的使命’。”
回想起当时那一刻，顾亮说。

回家的路上，他和爱人联系：
“聂部长选我到武汉去。”

“为什么是你？”爱人有些担心。
“没有原因，这是我的职责，不

要跟爸妈和孩子说。”顾亮柔声道。
到家之后，顾亮发现爱人已经

提前回来了。妈妈告诉他，儿媳在
房间里。

顾亮轻轻推开门，看到爱人泪
流满面……

爱人对顾亮说：“作为妻子，我
不太想让你去，毕竟有风险。”

“我不能当逃兵！”
爱人工作很忙，辅导孩子功课

一直是顾亮负责。出发前夜，他忙
到凌晨 4 点，把小孩一年级的寒假
作业全部规划完，并把手工作业和
孩子演讲用的 PPT 提前做好。“我
还写了个条子，把小孩学习的事跟
父母和爱人都交代好了。”

2月3日抵达武汉后，看到昔日
九省通衢有着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此
刻冷冷清清，顾亮心里很沉重。“但
是也好！看不见市民，说明大家都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说明大家都在
努力。胜利迟早会到来，我希望这
一天能早一点到来。”

如今，抗击疫情已取得重大进
展,胜利在望。顾亮说：“回家之后，
我想好好陪陪孩子……”

这个从军营中走出的流过血的
硬汉，在那一刻泪眼朦胧。

杨洪：“很想家人，
回去后好好陪陪他们”

2 月 2 日 17 时 50 分，江苏省红
十字会赴武汉工作组启程，驾驶员
是到省红十字会工作不满3个月的
司机杨洪。

夜间行车 7 个多小时，杨洪全
神贯注，不敢大意。他说：“让大家
平平安安到武汉是我的责任。”

谈及此次任务，杨洪笑着说：
“没啥可说的，这就是我的工作，总
要有人来嘛！爱人肯定要支持，这
么大的事，不支持也得支持呀！”

杨洪每天都会和家人视频，看
看 4 岁的孩子。“很想他们，来了之
后就要把心思放在这边，再想家也
不能说走就走不是？全国都在支援
武汉，现在跑了那不是逃兵嘛！”

3 月 22 日上午，杨洪坐进驾驶
室，江苏队踏上归途。

“回到南京后，我会好好陪陪家
人。”他说。

黄春、陈婷：“即将返程，有些不舍”

江苏省红十字会卫生救护部工
作人员黄春、联络与合作中心职员
陈婷是省红十字会第二批赴武汉工
作组成员。

2 月 19 日下午，两人接到驰援
武汉的命令，于 20 日中午抵达武
汉。截至 3月 22日，他们已经在武
汉连续工作32天。

接到出征命令后，黄春给父亲
打了个电话。他说：“我平时每天下
班都要和父母一起吃饭，肯定是瞒
不过去。”

父亲对他说：“注意安全，领导
让你去是对你的信任，去了一定要
好好干！”

黄春和陈婷抵达武汉时，第一
批5位工作组成员已在这里奋战了
18天，“他们扛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为后期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黄
春和陈婷的任务是对前期数据的核
实和补充。

一个多月以来，和四川省红十
字赈济救援队多次接触，给黄春留
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我深刻体会
到了‘全国红会一家人’这句话的含
义，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共同在总
会工作组指导下开展工作，大家都
把这里的工作当成自己的事去做，
谁都没有‘临时性’的想法。”

“这段时间经历了很多事，这是
我最大的收获，以后在工作中遇到
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了。”黄春说。

陈婷曾在办公室做过财务工
作，经验丰富。她说：“派第一批工
作组的时候我就想参与，这次终于
如愿以偿了。”

得知女儿要去武汉，父亲给她
发了一条短信：“支持，光荣，骄傲
——领导如果问你家里人的态度，
我们全家就这6个字！”

在武汉，陈婷每天忙完工作，晚
上 10 点之后还要给上三年级的孩
子辅导功课。

得知即将离开武汉那一刻，
陈婷说：“心里竟有些不舍……”

聂城在朋友圈写道：“今日撤
离，友问：何心情？吾曰：身虽撤，心
犹在！武汉必胜，中国必胜！”

工作组 7 位成员有个约定：
“明年这个时候再来武汉看一看，
重温一下这段日子的感动和激
情。”

临走时，他们给工作人员留下一封感谢信
■ 叶真

3月 22日上午 9时，江苏省红十字会
援湖北工作组从武汉启程回家。临走前
一晚，他们给驻地武汉东湖大厦的工作人
员留下一封感谢信。

“自 2 月 3 日凌晨入住以来，承蒙 50
天的悉心照料和服务。每每拖着疲惫的
身躯回到房间，映入眼帘的总是温馨与整
洁。谢谢你们的优质服务，让我们这些异
乡客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没有一个冬
天不会过去。愿疫情的阴霾早日散去，愿
您能早日摘下口罩，一展笑颜。愿武汉人
民重拾往日的欢愉和美好，让我们共同期
盼着、憧憬着、见证着……”

300多字的感谢信，诉说着江苏省红
十字会援湖北工作组的感激之情。江苏
省红十字会援湖北工作组组长聂城说：

“我们前往武汉支援，代表江苏，他们对我

们的帮助，我们一直记在心中，真心感谢
他们为抗疫的辛勤付出。”

2月 4日，江苏省红十字会援湖北工
作组进驻武汉市红十字会。此后，他们承
担前期武汉市红十字会全部 3个仓库的
物资账和 5个账户的资金账的分类整理
工作，共计形成台账23份，制表280多个，
处理数据条目 11.3万条。平均每位队员
每天工作时间为17至18个小时。由于早
出晚归，当一天的工作完成后，看见一尘
不染的房间，心里多了一丝安慰。

聂城说，在东湖大厦暂住的50天里，
他发现，负责几个楼层工作的工作人员只
有一个人，非常辛苦。“每天早上 8点，服
务人员会征求我们的意见，是否需要打
扫。若需要打扫，他们会把房间整理得干
干净净的，每周三上午消毒一次。”

疫情期间，大家互相帮助，默契也在
不断形成。由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每天

晚上回到宾馆都是七八点之后，东湖大厦
客房部经理杨春玲会把江苏省红十字会
援湖北工作组七人的饭菜送到房间。并
微信留言：如果回来饭菜凉了，可以
到一楼微波炉上热一下，如果不合
胃口，厨师可以重新烧。

“我记得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客
房部经理杨春玲、餐饮部经理胡椰、
保障医生申利和徐沙丽。谢谢他
们！”聂城说。

在支援武汉的日子里，江苏队
队员们也收获了感动。临走之时，
聂城也留下了一张小纸条：“来时，
友问：何日归？吾答：疫情消，君自
回。今日撤离，友问：何心情？吾
答：身虽撤，心犹在！武汉必胜，中
国必胜！”

正如感谢信中所写——你我都
在各自的岗位上付出着、奉献着、奋

斗着……都在为抗疫的胜利默默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期待来日再赴武汉，一睹三
镇之喧嚣，乐享樱花之浪漫！

▲3月22日，江苏省红十字会援鄂工
作组在武汉连续工作整 50 天后，撤离武
汉。撤离前，他们给酒店留下一封感谢信
和“豆腐块”被子 （受访者供图）

▲江苏省红十字会赴武汉工作组7名成员合影 （付春来/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