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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浙江省红十字
会系统进入“战时”状态，每一名红
十字人都为打赢疫情防控战奔波
着、忙碌着。全系统全力以赴，自觉
放弃春节假期，坚守工作岗位；广大
会员、志愿者主动报名，积极参与联
防联控等工作，在危急时刻体现了
红十字人的责任、本色和担当。

陈强：红十字人应该挺身而出

陈强，杭州市红十字会备灾救
灾中心工作人员。杭州市红十字会
发出社会公开募集公告后，陈强的
手机、座机就忙个不停。面对捐赠
企业和个人提出的问题，他总是耐
心地予以解答。

晚上 9 点半，发完当天最后一

批备灾物资，捐赠热线终于降温
了。此时，会领导的电话却打了
进来，领导通知陈强，第二天早上
5点前往上海浦东自贸区接收一
批物资。忙了一整天陈强疲惫不
已，但他仍旧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下来。

第二天，会领导看到从上海
匆匆赶回的陈强，想让他休息一
下，陈强却说：“这次疫情对我们
红十字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证
明自己的机会，我们红十字人应
该挺身而出！”说完，他又投入到
了工作中。

随着一批批捐赠物资的抵
达，陈强也开启了高速运转模式。
捐赠前，他是接线员，需要详细地

把捐赠政策介绍给爱心企业和爱
心人士；货物来了，他是收货员，
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装卸 300 多
箱货物，回到家时腰酸背痛。

疫情发生以来，杭州红十字
会捐赠物资做到日到、日分、日
清，高效率支持一线防疫工作，被
人民日报官微转发，得到广大媒
体和网友的肯定，为杭州抗疫工
作增光添彩，陈强和他的同事们
功不可没。

杨斌：妻子援鄂，他在后方战斗

杨斌，宁波市镇海区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省红十字一级救护
师。2月 9日，他的妻子、镇海区
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姚蕾主动请

战，随同英雄团队奔赴湖北前线。
得知妻子报名奔赴武汉，杨斌给予
坚定支持。

在疫情防控期间，杨斌每天一
早都会来到结对社区——镇海区骆
驼街道中街社区东邑家园，向居民
宣传防疫知识，测量体温，对公共区
域消毒，协助社区开展防疫工作。

此外，杨斌还组织带领区红十
字救援队队员们筹集防疫物资、协
助开展定向捐赠工作，第一时间为
基层一线运送帐篷、一次性雨披、消
毒用品等。

工作结束后，忙了一天的杨斌
晚上还要陪伴两个幼小的孩子。2
月26日，杨斌获评镇海区战“疫”先
锋个人。

战“疫”中的红十字人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全省红
十字会员、志愿者，在防疫领导小组
指挥下，投身联防执勤和社区防控。

湖 州 市 红 十 字 会 先 后 组 织
1000多名会员、志愿者进行岗前培
训，在市域各高速路口卡点，协助做
好归乡旅客体温测量和人员登记排
查等工作。杭州、温州、绍兴、金华、
台州、衢州、舟山等市红十字会员、
志愿者分别在机场、高铁站、高速路
口、主干道、城乡郊区岔路口、社区
出入口等地执勤服务。

随着疫情好转，全省各级红十
字会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一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决
策部署要求，积极开展“三服务”活
动，助力当地复工复产。

东阳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累计
组织6批次近百人次赴贵州、江西、
河南等地接回返东复工人员 2000
多人；长兴县虹星桥镇红十字会组

织会员和志愿者，帮助厚全村葡
萄基地的农户拉皮纸搭大棚，在
汛期前做好防雨措施；衢州市红
十字会组织人员为该市首列复工
专列外来务工人员送上开工礼物
——每人一个口罩、一个温度计、
一份宣传册，让“新衢州人”感受
到衢州的温暖。

“衢州椪柑很甜，谢谢你们！”

在衢州市衢江区横路办事
处，衢江区红十字救援队队员们
正在忙碌着。一批从村民家中采
购的爱心椪柑正在装车，准备发
往武汉。

现场几名女性志愿者的身影
显得格外醒目，她们干起活来也
毫不逊色。志愿者平燕说：“一箱
30 斤左右，我们早上 8点半就开
始搬了，不知道搬了多少箱。”

从城区到山乡，哪里有捐赠

物资，哪里就有志愿者的身影。6
天时间，他们共搬运137吨17500
箱椪柑和5吨1850箱生姜。

为了尽快把物资送达武汉，
队员们每次都会准时到现场。救
援队志愿者说：“虽然我们不能去
前方，但可以守护好后方！”

3 月 11 日傍晚，衢江区横路
办事处接到一个武汉来电，电话
那头是武汉江岸区球场街同庆社
区工作人员肖女士。她说：“已经
将来自衢州的椪柑送到了孤寡老
人、困难户手上，大家让我作为代
表谢谢你们，椪柑很甜！”

战“疫”一线，母女齐上阵

这个春节，刚刚大学毕业的
王馨兰作为宁波市奉化区红十字
会博爱志愿服务大队的一员，一
直带着伤痛坚持参加志愿服
务。她说：“疫情如此严重，不

能宅在家里袖手旁观。”
1 月 21 日，王馨兰刚刚做完锁

骨骨折手术。23日，她用一只手编
辑了志愿队新年祝福视频，随后赴
医疗观察点参与联防联控工作。

王馨兰的妈妈缪亚春是宁波市
奉化区红十字会博爱志愿服务队队
长。她对女儿说：“不要硬撑着，我
自己去就行啦！”

“妈妈，我可以的。”母女俩从春
节期间开始冒着风险在医学观察点
给隔离人员送餐、清理生活垃圾点。

后来，缪亚春母女又接到新的
任务，去岳林街道大田小区和莼湖
街道缪家村、陈二村等地，协助社区
做好卡点的值守任务，为过往人员
测量体温、登记信息。

缪亚春常说，志愿服务就是自
己的事业，服务队就是自己的孩子。

浙江省各级红十字救援队积极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联合医务、交
警、公安、城管和乡镇街道工作人员
在路口进行排查，对车站、学校等公
共场所进行消杀，并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学校复课。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 61支红
十字救援队 2800 余名队员坚守在
防疫一线，检查过往车辆20余万台
近 80万人；为 1万多家企事业单位
免费提供消毒防疫服务，消毒防疫
面积约 5000万平方米，为复工复产
复学贡献力量。

省红十字（仙居）救援队

党员突击队 最美逆行者

疫情期间，省红十字（仙居）应
急搜救队组建了党员防疫突击队，
连续数月在全县各交通卡点值守、
排摸，并开展场所消杀工作。

一台弥雾机加上消毒药水，重
达40余斤，队员们每天都要驱车行
驶 260公里，6到 7小时不间断赶往
各交通卡点消杀。每次消杀结束，
衣服都会湿透。很多队员们累得一
上车就睡着了，但大家没有一句怨
言。

搜救队中队长朱文龙说：“我是

一名党员，还是一名退伍军人，国
家有难，社会需要我，我怎么能退
缩呢？”因为疫情，他和未婚妻取
消了订婚仪式，双双投入战“疫”。

“战胜疫情就是最好的祝福！”
张锦燕，搜救队副队长，负责

组织人员、防疫消杀工作。从 1
月28日起，张锦燕率消杀队一直
奔波着、努力着。所到之处，消杀
不留死角、防疫不遗漏。“能为抗
击疫情做点贡献，也算是对得起
志愿者的责任和一名入党积极分
子的担当吧”。

桐乡红十字救援队

形势紧迫，我们必须冲在最前

从大年初二开始，桐乡市红
十字救援队就投入到抗击疫情一
线。

队长张剑说，根据工作任务，
队伍分成四个小组：转移运送隔
离人员组、设卡检查过往车辆组、
居家隔离人员周边及单位社区消
杀组和红十字会仓库物资整理
组。由于人员紧张，很多队员不
得不放弃休息，坚守一线。

“队里有一辆车是按照救护
车的标准订购的，这次正好派上

用场。转移运送隔离人员的队员
从大年初二开始，一直吃住在宾
馆。队员们每次在消杀途中遇到
转运隔离组的战友时，消杀组的
队员都会举手向他们敬礼，感谢
他们的默默付出。”张剑说。

负责在卡点检查的队员，更
是风里来雨里去，往往一站就是
一天，对路过的人员、车辆，仔细
询问，测量记录、温度，一点都不
能马虎。吃饭时，盒饭早已凉透。

张剑说：“形势这么紧迫，我
们一定要跑在前面，发扬红十字
精神。虽然累，但我们的工作很
有意义。”

红十字心理救援队

让丝丝关爱暖人心

抗击疫情期间，不同的人群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情绪，最常见
的有焦虑、恐惧、抑郁等，严重者
甚至会出现急性应激障碍和创伤
后应激障碍。

针对群众可能出现的心理问
题，浙江省10多支红十字心理救
援队积极开展心理疏导服务，引
导群众不信谣、不传谣、不恐慌。

省红十字心理救援队（湖州

红十字心理健康志愿服务队）全体
队员主动取消休假，每天 9时至 22
时面向公众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
务；杭州市红十字会通过互联网、志
愿汇平台组建的首支疫情防控心理
疏导志愿服务队入驻采荷街道，为
辖区留观者提供细致周到的心理疏
导服务；新昌县红十字心理救援队，
为该县 13 名即将解除隔离的人员
开展心理干预，消除他们因隔离带
来的个体和群体性应激性不良反
应。

杨月毅是丽水市红十字心理救
援队骨干之一，他和其他17名志愿
者负责丽水市莲都区的心理危机干
预志愿服务工作。每天都会有很多
市民拨打他们的电话求助。

“当时，市区有户人家打电话向
我求助。因为居家隔离了10多天，
这家人的情绪普遍比较急躁。因为
一点小事，一家人吵得不可开交。”
杨月毅通过电话，分别和这户人家
的每个成员交流，通过 8 个多小时
的心理疏导，终于解开了他们的心
结。“我觉得做这个工作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爱心，也要有耐心。能为
需要帮助的市民做点事情，我感到
很满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社会
各界和海内外爱心人士积极捐款捐
物，支援疫情防控工作。

1 月 24 日，康恩贝集团有限公
司通过浙江省红十字会捐赠价值
1000万元金笛牌复方鱼腥草合剂，
即刻发往湖北、贵州以及杭州市等
地区；浙江公牛集团、杭州滨江房产
集团、东阳横店集团分别向省红十
字会捐赠 1000万元；浙江京新药业
向省红十字会捐赠500万元药品和
500 万元现金；舟山市普陀山佛教
协会捐赠 1000万元资金，定向用于
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中天爱心慈
善基金会捐款 2008万元，联合省红
十字会成立“关爱援鄂抗击疫情医
疗人员”项目，以资金慰问的形式支
持浙江省援鄂医疗人员工作，助力
战“疫”。

每一件物资都弥足珍贵，每一

笔捐款都心意满满。截至5月10
日，全省红十字会系统累计接受
捐赠款物130695.40万元，其中资
金 94029.92 万 元 ，物 资 价 值
36665.48万元。累计支出社会捐
赠款物125481.78万元，其中资金
88929.77 万 元 ，物 资 价 值
36552.01万元。

两天用完一年转款额度

“小妹，微信提示我，我今年
的微信转账额度已全部用完，还
有余款要转该怎么办？”2 月 12
日，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小王接
到这样一个求助电话。

微信一年的转账额度为 20
万元，一般情况下普通人根本用
不完，丁仙花阿姨在短短几个小
时内，咋就用完了呢？

原来，丁阿姨是环城绕佛团

的负责人。2月7日，她致电省红
十字会，了解捐款途径、方式和善
款使用等情况，随后就在环城绕
佛团微信群发起动员，大家爱心
涌动、纷纷解囊，3 天时间，25 个
地方团队 1543人参加捐款，共募
得善款536924元。

为将这笔善款尽快捐赠出
去，丁阿姨一笔一笔通过微信将
善款捐赠给省红十字会。两天时
间共转账16笔，转出捐款187874
元，直到微信提示年转账额度已
满，无法转款。

在得知也可进行银行捐款
后，丁阿姨立即赶到银行，将余款
全额捐赠给省红十字会。

捐赠证书见证爱情

2月8日，90后准夫妇苗廷和
郑倩拿到了一本特殊的“结婚

证”。两人拿着“红本”，戴着口罩，
拍下了一张甜蜜的合影。

特殊时期，民政局结婚登记处
不开门，这对准夫妇拿的“红本”，是
慈溪市红十字会颁发的捐赠证书。

苗廷说，他们为婚礼准备了很
久，原计划 20200202这个日子去登
记结婚。“我爸爸去年年中就把酒席
订好了，上礼拜我们把酒席取消了，
订金也退了回来。”苗廷说：“现在疫
情这么严重，防疫物资紧缺，我们应
该用这些钱做更有意义的事。”这个
想法得到双方家庭的一致赞成。

拿着红色封面的捐赠证书，两
人都觉得证书像极了结婚证，既见
证了他们的爱情，又意义深刻。

双方家庭还决定，等疫情过去
后，结婚仪式也不办了，只邀请家里
人一起吃个饭，一切从简。

致敬红十字工作者：愿以初心映丹心

致敬红十字救援队员：坚守一线负重前行

致敬捐赠者：每一笔捐赠都是爱的汇聚

致敬红十字志愿者：疫情不退，我们不退！

本版图文由浙江省红十字会提供长兴县虹星桥镇红十字会组织会员和志愿者，帮助葡萄基地农户搭大棚

湖州市红十字志愿者协助监测体温，抗击新冠疫情

开学在即，红十字海豚救援队对学校等公共场所进行消杀

红十字会员和志愿者在献血点发放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手册

衢州市衢江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队员在装运捐赠物资

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战，浙江省约有30万名红十字

会员和志愿者走上街头，走进

社区，积极参与联防联控和复

工复产。他们是救援队员、红

十字志愿者、基层工作者、医护

人员，也是父亲、母亲、儿女，他

们冲锋在前、默默奉献，构筑起

了同心战“疫”的坚强防线。红

十字博爱周期间，我们选取一

些感人故事，向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红十字会员、志愿者、基层

工作者、医护工作者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