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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8 年进入雷锋班至今，北京
市红十字雷锋车队应急救援志愿服务
队队长、中建三局北京公司通州分公司
员工李峰威始终以雷锋精神激励自己，
30余年来，坚持开展学雷锋活动。

李峰威表示，此次表彰对自己是莫
大的鼓舞和鞭策：“表彰会后，我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为我们‘人民至上’的治国
理念所感动，为我们的全民抗疫精神所
震撼，以后我还要将这种抗疫精神延伸
到志愿服务工作中，为副中心建设添砖
加瓦。”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家决定在
武汉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得知由
于工期紧张，医院建设需要大量物资支
援时，李峰威通过自己的学雷锋志愿服
务组织资源，立即联系一家医院照明专

用灯具生产企业，并成立了该企业战
“疫”学雷锋志愿服务队总队及北京、武
汉、郑州分队。

企业志愿者加班生产，短短3天时
间，为武汉雷神山医院捐赠了价值 70
万元的专用照明灯具，为河南郑州新冠
病毒隔离病房捐赠了价值30万元的专
用照明灯具，有力地保障了两个项目按
时竣工。

作为北京红十字雷锋车队指导员，
李峰威建立了全国雷锋车队队长微信
群。在春运期间人口流动量大、疫情扩
散风险大的关键时刻，他们配合当地政
府开展重点人员的排查工作，为政府提
供有效信息300余条。

作为通州区政协委员，李峰威又邀
请区政协委员里的专业老师开展线上
防疫知识宣讲，通过 60 余个城市雷锋
车队队长传递给 3 万余名雷锋车队队
员及更多乘客，为特殊时期社会的稳定
和疫情防控工作作出贡献。

从 3月 4日开始，李峰威先后在北
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重大工程项
目上组建了 20 余支农民工学雷锋战

“疫”志愿服务队，为国家重点项目复工
复产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

2月19日，广西红十字会接到总会
紧急通知，召集3名工作人员组建援鄂
救援队，由自治区红十字会监事会副监
事长李红带队，星夜驰援抗疫一线。

在武汉的 35 天里，他们协助汇总
全国红十字系统援鄂物资，并协助总会
工作组做好后勤保障、开展转运、联防
联控等外勤工作，圆满完成任务。

李红是一位有着多年赈济工作经
验的红十字“老兵”，自 1月 27日起，她
便提前返岗开展抗疫工作。

疫情发生后，自治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广西红十字会迅速开通 24 小时捐
赠热线，累计接听热线电话1020人次，

登记捐赠意向 350 批次。李红分别担
任自治区红十字会捐赠热线组副组长、
指挥部医疗物资保障组热线小组副组
长，协助组长开展热线工作人员岗前培
训、制定热线组工作制度、及时调整热
线工作人员，保障热线服务顺利运行。

李红还是指挥部医疗物资保障组
审计监督组副组长，需要协助组长主动
靠前服务，并按照中国红十字会监事会
的部署，全程监督红十字会的抗疫捐赠
管理工作。

2 月 21 日，李红率来宾、百色 2 名
赈济骨干，自驾红十字救援车前往武
汉，3月26日与总会工作组同批最后撤
离武汉。

在湖北战“疫”的 35 天里，广西红
十字援鄂救援队以高昂的斗志、严谨的
作风、细致的态度，圆满完成了总会安
排的各项工作任务，累计整理全国红十
字系统援鄂物资信息 1000 条，提出工
作建议 45条，确认最终使用 106条、初
步核查 105条；出勤近 30次，出色地发
挥了“战地勤务员”作用。

9 月 8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摘下
口罩的王楷博见到既熟悉又陌生的战
友，思绪一次次被拉回到支援武汉的
日子。

当日上午，王楷博作为全国优秀先
进个人的领奖代表走上主席台接受国
家领导人颁奖。获奖后的他表示：“功
劳是大家的，荣誉是集体的，我只是替
所有红十字志愿者接受这个殊荣！”

王楷博是青海红十字搜救救援队
队长，当他作为一名红十字转运工作者
进入新冠肺炎病区时，面对一个个重症
危重症患者，他以抢救患者生命为己
任，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抗争，全力投入
患者转运工作。

疫情发生后，青海省红十字会迅速
集结了一支 10 人组成的救护转运队，
由 4 名志愿者、5 名医护人员和 1 名红
十字会负责人组成。

王楷博主动请缨，2月8日，他与队
友到达武汉，主要任务为转运新冠肺炎
患者。在武汉的 40 个日日夜夜里，队
员们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迎难而
上，驾驶救护车穿梭在同济医院中法新
城院区，先后转运新冠肺炎患者 2417
人，其中重型危重型患者2379人，转运
率85%。

支援武汉期间，护目镜上的雾气模
糊了视线，他们无数次经过长江大桥，
却从未看清过黄鹤楼。每趟转运，对患
者和队员来说，都是一场“生死接力”。
他们与危重症患者“零距离”接触，防护
稍有纰漏，就可能感染。

王楷博回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运
送一位女患者。那位女患者躺在担架
上，在转运到救护车前，一边说着谢谢，
一边双手握拳、竖起大拇指，给队员们
点赞，给自己加油。“那一刻，我感觉所
有的努力和付出都值得！”

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
心，兼具备灾救灾、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
人体器官捐献、应急救护培训等职能。是一
支秉承大爱、勇于担当、服务群众的战斗集
体，在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了生
力军作用。

听从“集结号”，紧急投入战斗。疫情发
生后，中心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安排部署，
把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和头等大事，主动受领任务，迅急安排部
署，全员投入战斗。

从大年三十开始，中心工作人员夜以继
日、连续奋战90多天，用大考锤炼党性、用党
性践行忠诚，用行动彰显大爱，不怕劳累、不
惧风险，勇担重任，24小时做好社会各界捐
赠款物的接受、清点、发放及人道支援工作，

做到了捐赠物资快进快出，物走账清，零差
错，无失误。其间，工作人员均与家人隔离，
近3个月未能回家，始终战斗在第一线。

李茹在母亲病逝后依然在职在岗，她说：
“母亲和防疫只能顾一头，我是党员，越是这
样的情况，越要冲锋在前。”赵虎是单身父亲，
面对责任，选择把女儿寄养在朋友家，自始至
终坚守岗位，在难不言苦、在岗不言累，协调
发放超百万余件物资，用实际行动阐释了共
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和“人道、博爱、奉献”
的红十字精神。

守住“主阵地”，助解燃眉之急。在宁夏
抗疫最吃劲的关键时期，面对医用防护类物
资奇缺、各类保障通道狭窄的实际，中心全体
人员主动担当作为、广泛动员人道力量，把开
通境外捐赠通道作为工作重点，先后协调自

治区民政厅、商务厅、外事办、药监局和银川
海关等部门，即时办理海外通关手续 25 批
次，接转口罩、手套、防护服、隔离服、护目镜
（防护面罩）等价值 808 万元的急用防护物
资，努力构筑医护、守卡、值勤、社区、交通等
一线工作人员的健康“防护墙”。整个抗“疫”
期间，该中心累计接转紧缺医疗物资 300余
万件，累计接受捐赠款物10220万元。

虽然身处抗疫一线，但他们没有用过一
个爱心人士捐赠的口罩，所有捐赠物资严格
按照“即进即出、零库存”要求，第一时间精准
有序送达一线，在宁夏医疗机构最困难、最急
需医疗防护物资的时候，发挥了雪中送炭的
作用。

当好“守夜人”，及时补位补台。党中央
关注的、人民群众需要的，就是中心必须坚决
完成的。抗疫期间，中心着眼全国疫情防控
大局，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协调 2465万元款
物支持湖北省疫情防控。针对宁夏联防联
控、群防群控实际需求，第一时间紧急调拨各
类帐篷 186 顶、折叠床 320 张、棉被 840 床等
物资，支持在全区医疗机构、社区或乡（镇）卫
生院建立了 140 多个临时分诊处。为落实

“三个确保”目标，中心倡议发起新冠肺炎康
复者捐献血浆活动，8 名康复者捐献血浆
3200 毫升，为挽救危重患者、确保宁夏确诊
病例零死亡发挥了积极作用。

优良传统向来需要积累和传承。近年
来，中心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始终致力于改善困难群众境遇。
先后慰问救助困难群众40万人次，救助先心
病、白血病患儿 534 名，资助贫困学生 1138
名；实施群众性防灾减灾项目153个，援建红
十字书库146个，博爱卫生院（站）35个，博爱
学校11所，乡村学校洗手设施9个；开展红十
字应急救护员培训2890人次、普及性知识讲
座7627人次、培训乡村医生540名；采集造血
干细胞血样2.9万人份，动员遗体和人体器官
志愿捐献登记6303人，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
59例、遗体捐献 54例、人体器官捐献 1例，眼
角膜捐献1例。

“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一位 50多岁
的患者躺在转运担架床上，向白焕强和他的
同事们竖起大拇指，频频点头致谢。从 2月
12日在武汉转运患者以来，这样的情景不断
上演，让白焕强和同事们倍受鼓舞。

青海省红十字会赴武汉救护转运队共有
10名队员，有医生、司机、退伍军人，年龄最
小的队员只有22岁。

“很多重症病人完全无法走路，甚至处于
插管昏迷状态，只能用担架抬上救护车。”转
运队队长王海涛说，“我们一边转运，一边为
他们加油，全程确保患者生命体征平稳，陪他

们一起迈过生命中这道坎。”
看似简单的转运，其实需要很高的急救

水平。尤其转运插管患者，转运队员们不仅
要做好自身防护，还要确保患者生命体征平
稳。救护车必须平稳驾驶，若颠簸过大，极易
导致病人呼吸受阻，出现危险。有时，院内转
运短短的1公里，救护车要开上5分钟。车内
空间逼仄，队员们零距离接触患者，稍有疏忽
就会感染。

“我们运送的患者基本是老年人，伴有多
种并发症，加上病毒造成的伤害，身体状态非
常差。”青海省红十字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王

学军说，在转运过程中，要随时关注患者生命
体征，时刻监测心率情况以及呼吸机的参数。

“有一次，运送一位危重症患者时，氧气
表突然开始报警，患者血氧饱和度掉到 70%
多。我们立即给他换上救护车内的氧气，患
者的血氧饱和度才慢慢恢复正常。”白焕强
说，运转过程中，大家一刻也不敢放松。

王海涛当过临床医生，参加过汶川地震
和玉树地震救援行动，救援救护经验丰富。
但刚到武汉时，他也难免紧张：“自然灾害救
援中，你可以预测到身边的危险；但疫情中，
病毒无处不在。”

29 岁的张春华第一次参加大型救援行
动。“第一次转运病人时我有点害怕，不敢靠
近。身边队友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让我大
受触动。”张春华说，“相比那些在一线救治患
者的医务人员，我们有啥好怕的！”

让他们害怕的，是家人的担心。张春华
一直没告诉家人自己在武汉。“爷爷奶奶年纪
大了，怕他们担心。”直到单位去家里慰问，家
人才知道。

“说不担心那是假的，现在每天拿着手机
等儿子从前方报平安，这时候肯定要舍小家
为大家。”张春华的父亲张富平说。

为节省防护物资，队员们在参加转运任
务时都会穿上成人纸尿裤。上班前，大家也
会刻意少吃或不吃东西。为了充饥，他们选
择喝术能饮料。“这是给手术后的患者保证能
量的补给品，一瓶饮料下肚，开一天车也不会
有饥饿感。”王海涛说。

“近距离和病人接触，必须做好三级防
护，手套也要戴两三层。”白焕强说，工作时间
久了，摘了手套后，大家的手都是紫的，手腕
上也有深深的勒痕，肿得像“戴了个镯子”。

截至3月18日24时，青海转运队累计转
运患者2417人，受到青海省委省政府和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高度赞扬。

9月8日上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

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在过去8个多月时间里，中国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面对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广大红十字会工作者和志愿

者同全国人民一道，“疫”无反顾、勇挑重担，不惧生死、冲上前线，用无私奉献和满腔赤诚，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平安。

在这场斗争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14亿中国人民，以生命至上凝聚万众一心，以举国之力对决重大疫情，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克时艰，取得

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

其中，青海省红十字会赴武汉救护转运队临时党支部、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被授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青海

省红十字会赴武汉救护转运队临时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李红、王楷博、李峰威等3位红十字会工作者、红十字志愿者被授予“全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红十字系统2个组织3名个人获表彰

谢谢你们，用生命守护生命

走近“生命摆渡人”
——记青海省红十字会赴武汉救护转运队

听从“集结号”守住“主阵地”当好“守夜人”
——记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监事会副监事长李红——

做好“战地勤务员”

青海省红十字会赴武汉救护转运队队员王楷博——

与时间赛跑的“逆行者”

北京市红十字雷锋车队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队长李峰威——

挺身而出的“活雷锋”

2月15日下午，在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青海红十字会赴武汉救
护转运队冒着风雪转运新冠肺炎患者

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