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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娟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月 2日
24时，湖北黄冈市累计报告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1246
例，湖北宜昌市累计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392例，其
中黄冈市成为湖北省内仅次于武
汉的第二疫情高发区。

1 月 23 日，为支援湖北防疫
工作，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紧急启
动应急响应，向社会发出募捐呼
吁，委托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招
募志愿者团队开展防疫消杀行
动。经招募，岭俊救援队、山东潍
坊先锋救援促进中心两个志愿者
团队具体执行防疫消杀任务。这
两个团队均为专业防疫消杀队
伍，其中接受过核生化危化品救
援培训的人员6名，有医疗专业背
景人员4名。1月26日，第一批消
杀弥雾机和消杀药品等物资采购
完毕，志愿者团队随同消杀弥雾
机、全身防护服、全面罩防护面
罩、消杀药品等物资，兵分两路深
入湖北黄冈、宜昌两地，协助当地
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第一时间做消杀

1 月 31 日晚上 11 点多，岭俊
救援队队长李俊岭从黄梅县驱车
7个多小时，终于回到黄冈市的住
宿点，开始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工作人员对接物资发放和培训工
作具体情况，“岭俊救援队今日到
达英山、罗田、武穴、黄梅、蕲春 5
个市县培训消杀操作人员 70 余
名。明日将继续前往余下市县开
展培训工作，并在黄冈市区展开
消杀工作。”这些情况在经过梳理
总结后，在当天向捐赠方进行反
馈。

岭俊救援队曾参与过2018年
山东寿光水灾、2019 年利奇马台
风灾害、2019 年江西登革热疫情
的消杀防疫工作。此次，岭俊救
援队携带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采购
的20吨84消毒液、30吨二氯异氰
尿酸钠消毒剂和 250台消杀弥雾
机，用于黄冈市及下属 10个区县

的防疫消杀。
“29日，物资到达当晚就发下

去了，但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消
杀物资）怎么用，所以我们要在最
短的时间内教会他们，把消杀工
作大范围铺展开来。第一时间对
环境做消杀，对抑制病毒有很关
键的作用。”李俊岭介绍，消杀工
作可防止病毒通过空气传染。根
据不同环境的污染程度，要每天
定期进行该项工作，每隔4至6小
时进行一次，这些注意事项都需
要传达至当地的消杀工作人员。

赴黄冈的消杀行动志愿者团
队到达后，第一时间通过黄冈市
红十字会对接了当地10个区县红
十字会和疾控中心。当晚，各区
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到黄冈市区
领取了物资，再由他们将这些防
疫物资发放至各社区、乡镇、村。
另一组消杀行动志愿者团队前往
宜昌分发物资、进行消杀、培训工
作。带队的山东潍坊先锋应急救
援促进中心的肖云重介绍，当地
的消杀工作由疾控中心或卫生服
务中心负责，他们召集骨干人员
后，志愿者团队在实操中对器械
的使用、节点的控制、药量浓度等
进行培训，同时提醒消杀人员设
备启动时前方不能站人，泵消毒
液时不能一次泵太多，容易流出
来损坏设备等注意事项。

与岭俊救援队的经验相似，
山东潍坊先锋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也曾在温比亚台风灾害、山东寿
光水灾和利奇马台风等灾害发生
后参与防疫消杀工作。自27日到
达宜昌，志愿者团队已经陆续培
训 17个社区 170余名消杀操作人
员，这些骨干将回到各自社区开
展每天的消杀工作。“（消杀）覆盖
面积比较大，弥雾机喷出来的是
水雾，角落都能消杀到，做过消杀
的社区，居民就比较放心了。”肖
重云说，居民看到他们会关心从
哪儿来、干什么的，了解情况后纷
纷竖起大拇指。

福虽未至，祸已远离

“当天晚上22时到达后，我们
一直干到凌晨，把物资发放下去。
第二天，我们到各区县去培训。”
岭俊救援队队员岳中华说，湖北
黄冈消杀任务招募发布时，他正
跟队员们在给自己所在的村子进
行防疫消杀。“当时特别积极地报
了名，就想着这是我能为队里出
一分力，队里能给社会做一点贡
献。”

临出发前的晚上，家人和岳
中华畅聊至深夜，84岁的老父亲
虽然担心，但仍支持他到湖北去，

“总要有人去的，你有能力去是光
荣的事儿”。但岳中华没料到实
际情况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前
天夜里我回来之后一宿没睡，抽
了 15 根烟，想家，也想我的小日
子。但是做志愿者这几年，感悟

最多的就是舍予之间的东西，有
句老话说的好，‘福虽未至，祸已
远离’。”第二天，岳中华照常起来
去分发物资、进行培训消杀工作。

2月 1日，黄冈市发布史上最
严出行管控通知：“严格控制市区
居民出行。每户家庭每两天可指
派 1名家庭成员上街采购生活物
资，其他人员除生病就医、疫情防
控工作需要、在商超和药店上班
外，不得外出。”其实在此之前，各
县区、乡镇乃至村之间就已经有
官方和民间自发采取了相当严格
的封路隔离措施。遇上官方设置
的路卡，救援队出示中国红基会
开示的介绍信后一般都能顺利通
过，“我是来黄冈市派发救灾物资
的，毕竟这个时候也没人假造证
件往疫区跑。”李俊岭说，难以通
行的是乡镇街道，因为往往路障
在，却无人管理，也没人答复。

“今天（31 日）从黄梅县到黄
冈市区，一共一百多公里的路，开
了 7个多小时。”李俊岭的声音难
掩疲惫，从蕲春县到黄梅县的路
上经过一条乡镇街道，当地居民
直接将一辆车横在路中间作为

“路障”，“导航已经失能了，看着
二三十公里路的距离，跟着走要
绕二百多公里，我们只能自己转，
见人就问。”在浠水县红十字会帮
助下，一名浠水县的志愿者为救
援队提供了车辆和向导，帮忙指
路、转运物资。

岳中华偷偷哭鼻子的事情虽
然谁都没告诉，但李俊岭还是注
意到了，他打算晚上睡前抽空和
队员们聊一聊，“现在很多自媒体
渲染得太多，他有思想负担是正
常的。但志愿者总是在灾害一线
的，我们出来前跟当地（遵化市）
防控指挥部报备了，现在也做好
了思想准备，不光是在黄冈，哪里
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直到疫情
结束。”李俊岭说，接下来，岭俊救
援队将配合当地红十字会和疾控
中心监督物资的发放，保证物资
落实到每个社区、村，“真正把这
些物资充分利用起来。”

志愿站上疫情防控第一线
——黄冈、宜昌两地防疫消杀工作素描

■ 记者 陈娟

“每个时代都不缺为民请命
的人，有人逃离湖北，就该有人跨
过长江。”1月 25日 14时 57分，楼
威辰在朋友圈发出一组图片，内
容包括他当天跑遍全城买到的
4000 只口罩、离开安吉前往武汉
的高速路口、导航地图、交代给朋
友的手机解锁密码、支付宝密码
和一句自拟的墓志铭：一生赤诚，
未食烟火。

这条朋友圈屏蔽了家人，这
个来自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95
后小伙，凭着一腔热血，逆着人
流，奔向疫情中心区武汉。

留下来，做点什么

大年初一凌晨，楼威辰在网
上刷新闻时看到了武汉的疫情新
闻。因为安吉没有确诊案例，人
们日常生活很平静，又适逢年节，
此前他没有特别关心过武汉的情
况，“但是，那天晚上看到不少疫
区路人拍摄的照片，感触很大，就
想做点什么”。

半夜，睡不着的楼威辰在网上
购买口罩，“找了很多家店都买不

到了”。第二天，他上街一家店一
家店地找，从中午 11时到下午 14
时左右，终于在一家劳保店找到了
口罩存货。楼威辰买下店里全部
库存4000只口罩，谁都没通知，开
着车直接上了高速，“当时想把物
资送到武汉，马上就回去”。

楼威辰开车一路向北，中间
偶尔停下来在服务区休息，发现
其他车基本是与他反方向行驶。
服务区售货员得知他要去武汉
时，非常惊讶：“现在还有人去武
汉？”他没有回答，满脑子就一个
想法：既然来了，就不去担心安全
问题。

晚上 22时许，楼威辰到达武
昌高速入口。这是他第一次离家
这么远，也是第一次到湖北：“进
入武汉，我震惊了。想象中，武汉
可能人人都戴口罩，但不会这样
萧条。”此时，他心里踊跃着一种
冲动，“留下来，做点什么”。

不久，武汉就会春暖花开

下了高速，楼威辰打电话联
系武汉科技大学医院，说有一批
口罩想要捐赠，并表示想要留下
当志愿者。医院告诉他最好联系

武汉市红十字会，于是他开车去
了市红十字会。

26 日凌晨，楼威辰站在武汉
市红十字会门口。此时，这里一
片繁忙景象，很多志愿者在帮忙，
接听电话、接收物资、登记统计数
据等。他大致了解了情况，就在
市红十字会凑合休息了一晚。第
二天，他作为一名红十字志愿者
留了下来。

楼威辰的任务是物资接收。
物资接收分两个部分，民间捐赠
的小批量物资，直接发送到武汉
市红十字会办公楼，核实捐赠信
息登记后，随即报给市新型肺炎
防控指挥部，由驻武汉市红十字
会的卫健委工作人员协调，第一
时间分配给急需物资的医院；大
批量物资在登记后报告武汉市新
型肺炎防控指挥部，由市红十字
会配合指挥部物资保障组统一调
拨。

楼威辰要在捐赠物资到达
后，“卸下来，搬到红十字会，入
库；医院来领物资时，帮忙装货；
中间还要做统筹、统计工作”。每
一笔发向医院的物资，他都留下
了详细的记录表。不久，因为具

备一定专业技能，楼威辰被调到
信息公开小组，为各地关心武汉
的人们发送资讯、照片、视频，撰
写公开信息文案等。

开始，家人不知道楼威辰去
了哪里，“我告诉他们公司临时需
要我出差”。后来，因为他一直向
家乡的朋友汇报武汉的情况，提
醒他们做好防护，消息渐渐传到
家人耳朵，大家非常惊讶：“怎么
这么任性，都不说一声？”“万一你
死在那里怎么办？”楼威辰只能不
停安慰他们：“其实我在保护武汉
的同时，也在保护自己的家乡。
等疫情过去了，我会回来的。”

现在，200 余名志愿者在武
汉市红十字会帮忙。他们分成
不同的工作组，24 小时三班倒，
保证捐赠物资接收和及时发放，
做好统计工作等。虽然排了班，
但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每天工作时间都超过 12 个小
时，经常晚上零时后还在微信群
里讨论第二天的工作。“但是，大
家对打赢这场防疫战意志坚定。
每一个人都笃信，不久的将来，
武汉就会春暖花开，拨云见日。”
楼威辰说。

“我在保护武汉，也在保护家乡”
——浙江志愿者大年初一自驾驰援武汉侧记

1 月 29 日，浙江省余姚市红
十字战狼应急救援队 16 名队员
兵分四路，对辖区内人员密集
地、菜市场周边及弄堂死角进行
了全面消毒。

不留死角

■ 胡嘉琛 单晓华

“妈妈，我要把我今年的压岁钱全
捐出来给大家买口罩！”1月 29日，看
到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新闻，乌鲁木齐八
一中学附小五年级学生栾晓腾委托妈
妈将自己的1000元压岁钱，送到自治
区红十字会。

“小气鬼”豪气捐出全部压岁钱

今年 11 岁的栾晓腾是一个性格
开朗、心地善良的小姑娘。平时走到
街上看到残疾人或者乞讨者都忍不住
想要帮助。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她和家人天天关
注着电视上、手机上的各种新闻，看到
新疆财政厅、卫健委、红十字会联合发
布的接收社会捐赠的公告后，她马上
想到了自己也可以用压岁钱帮助更多
的人。面对妈妈和姥姥的打趣“平时
都是小气鬼，怎么这次这么大方”，她
认真地说：“钱要用在重要的地方！有
个收废品的都捐了一万块呢，我捐出
我的压岁钱没什么！”

“我曾受过帮助，如今回报社会”

和栾晓腾一样，62 岁的德尔·玉

素甫29日一大早来到新疆红十字会，
送来了1000元爱心捐款。卡德尔·玉
素甫退休前是新疆红十字会的一名职
工，爱人曾因为大病得到红十字会干
部职工和社会捐赠，全家目前靠他的
退休金生活。看到社会捐赠的新闻出
来后，他依然第一时间联系了单位的
财务人员，表示自己要过来捐款。他
说：“我曾受人恩惠，如今日子好过了，
也想尽点儿自己的心意。”

一天接听来电来访百余次

“我的座机、手机一天接到电话上
百个，还有上门来捐赠的，这两天真是
忙并快乐着。”新疆红十字会负责捐款
工作的四级调研员高军瑞介绍，虽然
忙得喝水都没有时间，但是却一次次
被社会爱心感动着。68 岁的退休大
爷捐款500元，一对小两口捐来25000
元，达坂城的牧民想捐驼奶给武汉的
病人提高免疫力，还有一些人咨询是
否组织志愿服务队出征武汉。

据了解，自 1月 27日下午发出接
收社会公告以来，新疆红十字会安排
6名专职工作人员开通 2部手机、2部
座机 24 小时值班。截至 2 月 2 日 18
时，新疆红十字会接受捐赠款物合计
价值3652万元。

红十字人：忙并快乐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红十字会接受社会捐赠侧记

“您好，请停车接受体温测量，谢
谢配合！”

这是红十字志愿者头顶刺骨寒
风，喊得最多的一句话。他们“全副
武装”，有的引导着待检车辆，有的手
持额温枪，一丝不苟开展体温测量，
他们不计报酬，不畏严寒，全心全意
守好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

志愿者在寒风中集结

嘉定区位于上海西北部，与江苏
接壤，交通便利，却也增大了疫情防
控的难度。春节假期即将结束，为确
保做好外地返沪人员健康排查工作，
根据普陀区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专项小组工作统一部署，区红十
字会作为成员单位之一，面向社会积
极招募志愿者参与嘉定花桥高速路
匝口的人流引导、秩序维护、体温测
量等工作。

自1月26日区红十字会发布招募
启事起，共有80多位爱心市民踊跃报
名，加入疫情防控工作志愿者队伍。

1月 29 日，普陀区红十字志愿者
防疫队以最快速度完成集结，立即组
建“普陀红会最美逆行人”微信群，配
合团区委发出“战时动员令”，志愿者
积极响应。

29 日早上 6 时至 2 月 1 日凌晨 1
时，共有17名红十字志愿者奔赴入沪
道口防疫一线。他们与卫生防疫人
员组成的联防联控班组，在嘉定花桥
收费站 8个匝口实施“逢车必检”，对
每辆入沪车辆的乘员进行细致排查。
志愿者每日分4个班次,每4名志愿者
和至少 1 名医护人员、1 名警察为一
组，确保各匝口24小时不间断执勤。

抗击疫情，党员先行

“我是党员，就应该冲到前面。”
普陀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作人员朱
凌佳是此次响应红十字会招募行动
的第一位志愿者。她报名参加1月30
日和 31日 18时至 24时期间进沪车辆
人员的健康排查任务。30 日任务结
束后，她立即在微信群内分享相关注
意事项，“晚上道口户外风很大，体温
枪体感太低，容易‘罢工’，建议大家
左手手心贴个暖宝宝，给枪头保暖”。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红十字人
的身影。此次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
作，普陀区红十字会既是组织者，也
是参与者。区红十字会综合办公室
工作人员吴祖福和区少儿基金办公
室工作人员刘盈玫作为首批红十字
工作者率先加入防疫志愿服务队。

吴祖福曾经是一名消防官兵，转
业后加入红十字会，他认为自己从事
的前后两个职业虽有不同，但两者的
工作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护人
的生命和健康。“只要把好这道关口，
就是对自己负责，对城市负责。”现
在，他又火速赶往入沪道口参与“救
火”，带头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用实际行动让党旗和红十字的旗帜
飘扬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与吴祖福同行的刘盈玫不仅本
人主动报名，还带上丈夫一同参与服
务工作，“只有守护好大家的城市，才
能保护我们的小家”。

他们是最可爱的逆行者

这批平均年龄 35 岁的志愿者队
伍中，有不少是来自教育系统的教
师。

“尽管出门有风险，但总要有人
挺身而出的，我也想为大家出点力。”
来自上海市普陀区甘霖初级职业技
术学校的王春芳老师被安排在消毒
间做好消毒工作。她的工作是“配比
消毒液，装入容器，对消毒间的医用
废弃物和志愿者脱下的一次性防护
服进行消毒，并指导志愿者如何正确
脱防护服”。除此之外，王春芳还负
责为低温导致的故障体温枪加温、维
修等，确保体温枪正常使用。

像王春芳这样的教师志愿者还
有很多。虽然服务岗位和职责不同，
但大家为抗击疫情保护群众生命安
全的初衷是一样的。更令人敬佩的
是，志愿者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克服
困难的勇气。由于每一次休息、上厕
所、饮水都需要摘掉防护品，消耗大
量时间。鉴于道口的繁忙程度，志愿
者们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几乎不吃不
喝不离岗地在高速公路入沪道口处
进行疫情防控工作近6个小时。

（普红）

返城高峰来临，上海市普陀区红十字志愿者在高速入口处开展防疫行动

各尽一份力，共护一座城

■ 姚学平

今年春节，因肺炎疫情变得“非同
寻常”。

从朋友那里获悉湖州市红十字会
紧急招募志愿者后，我几番申请，终于
挤进红十字志愿服务防控群，成为守
护家园的志愿者之一，为过境人员监
测体温和登记信息。尽自己所能，做
自己能做的贡献。

大年初二深夜，高速出口，风雨不
止，车流不息。寒风带着冷雨，扫到脸
上，冰冷冰冷。

虽有所准备，脚底、膝盖都贴上了
暖宝宝，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带着
乳胶手套的手指，冻得握不稳笔，拿不
稳体温测试仪。体温测试仪更是“邪
门”，好像也被“冻僵”似的，时不时“死
机”。我只好把它放在大衣口袋里，夹
在腋下，用自己体温来确保它能正常
工作。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所有防控志愿者都鼓着劲，没有一个
人叫苦，没有一个人叫累，没有一个
人退缩。我们深知，湖州是浙江北大
门，守住高速入口就是守住湖州无
恙，就是守住浙江无恙。

后半夜，进入高速路口的车辆有
所减少，志愿者们还是站在风雨中执
勤。为了保存战斗力，我们进行明确
分工，互相帮助，在车流量不大时，分
批到帐篷取暖。虽然帐篷里也是湿漉
漉、冷冰冰，仅有一只小电暖器供大家
轮流烤烤冻僵的双手。

为了随时投入查控，每个人在值
勤期间都不脱防护服和口罩，大家只
能少喝水、不进食，憋着尿，在风雨中
坚守心中的信念。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
人生体验，是一次初心使命的担当，也
是生命中难得的宝贵的经历。为红十
字志愿者们点赞！

（作者系浙江省湖州市红十字志
愿者）

深冬寒雨夜，防疫不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