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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畔的战“疫”
——中国红十字防疫消杀志愿服务队援沪侧记

■ 王达

一栋栋贴着“涉阳”标识的
六层单元楼，昏暗幽深，背着蓝
色喷雾器的“大白”出没其间。
这是中国红十字（山东）防疫消
杀志愿服务队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北蔡镇绿川一居开展防疫消
杀的一幕。

4 月 19 日以来，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征调山东、浙江、四
川、重庆等多支红十字救援队，
上海市红十字会派出市红十字
应急救援队，联合组成中国红
十字防疫消杀志愿服务队，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徐汇区、闵行
区、宝山区开展防疫消杀作业。
截至 5 月 4 日下午 18:00，累计
消杀面积超过 1528万平方米，
含涉阳楼栋3789栋。

挺进北蔡

“北蔡的疫情，比我想象之
中更严重。”抵达北蔡，中国红
十字（山东）防疫消杀志愿服务
队队长李延照打开手机地图，
周围密密麻麻的感染小红点让
他心中一凛。

北蔡是此次上海疫情的风
暴眼。当地形态极其复杂，常
住人口约 27万人，既有售价高
达 14、15 万元/平方米的高档
住宅区，也有大量老公房，还有
聚集了大量外来租客的“城中
村”，上海市最大的综合性农副
产品批发市场亦坐落其间，疫
情防控形势极其严峻。4月 16
日，该镇联勤村村民整体搬迁。
最高峰的时候，全镇阳性感染
者日增破千，不少小区阳性破
百。

“北蔡胜则浦东胜，浦东胜
则上海胜！”有媒体宣称。

4 月 22 日，上海启动社会
面清零攻坚九大行动。其中

“清洁消毒”行动，要求按照疫
情传播风险程度，分区分批集
中开展清洁消毒，确保应消尽
消，彻底消除可能存在的病毒
污染环境。

同期，中国红十字会向中
国红十字（山东）救援队、中国
红十字（浙江）救援队发出召集
令，并将正在上海开展防疫消
杀工作的川渝救援队纳入管
理。上海市红十字会也派出上
海红十字救援队，积极投入街
区，参与防疫消杀工作。

作为全国红十字救援力量
的“尖兵”，山东队被赋予了最
硬的骨头——挺进北蔡！

23 日上午 9 时，半小时前
结束山火扑救任务的李延照完
成备勤，率队从山东青岛出发，
青岛市副市长王波为队员送
行。

当晚 9 时许，队伍抵达北
蔡。随车携带的，除了消杀设
备、防疫物资，还有整整一车的
生活物资，包括洋葱、土豆、米
面粮油等，足够满足全部队员
两周生活所需。这种“搬家式”
救灾也是救援队的救灾原则之
一：不给当地添麻烦。

24日上午完成核酸检测，
下午消杀正式开始。连日来，
该队已累计消杀面积超过 444
万平方米，其中含涉阳楼栋
612栋。

“根据区应急局安排，我们

正常‘即转即消’的作业范围包
括陈桥街道、绿川一居、绿川二
居、绿川三居、绿川四居五个社
区，然后还要对联勤村、南新
村、潘姚工作站等八个区域每
天进行一次环境消杀，均为人
口密集老旧小区，全是六层无
电梯房，可以说是此次攻坚行
动的重点区域。”李延照介绍。

除了常规消杀，也有突如
其来的特殊任务。

4 月 28 日 7：08，李延照接
到区应急局指令，赴河东居委
会执行攻坚拔点任务，对该社
区京浦小区、御桥苑等四个小
区进行全域消杀。

7：30，队伍集结出发；8:
15，抵达任务点开始作业。连
续 3 个多小时攻坚战，19 名队
员背着沉重的喷雾器，行走在
无人的巷道，一遍又一遍上楼
下楼，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把
清洁重新归还给社区居民。

“我们带着满腔的热忱，但
我从未见过如此寂静的街道，
我们变身‘大白’，守护民众安
康，换的是衣装，不变的是红十
字志愿服务的初心，守‘沪’，我
们一直都在！”

脱下被汗水浸透的防护服
后，一名队员在手机中写下如
是文字。

看不见的战争

“做消杀很累，但与累相
比，更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心
理上的压力。”每次出任务，对
李延照来说，是一种责任，也是
一种沉甸甸的压力。

山东队中，不少队员在赴
沪之前，刚刚结束青岛莱西防
疫消杀任务并完成隔离，可谓
身经百战。但在上海，队员们
所要面对的情况，远比莱西要
复杂、危险得多。

魏新运是一名资深救援队
员，同时也是一名外科医生，具
有丰富的院感防控经验。此次
赴沪救援，他被委以重任，与另
外一名队友分别承担起了营地
外部、内部的防控职责。

“出队严格按照二级防护
标准，医用防护服，两层手套、
脚套，头套，面屏，结束任务后
两道消杀，上车前一道，进营地
前一道，营地内部每日两消毒，
专人负责，外出时队员之间相
互监督，确保零疏漏、无死角。”
魏新运介绍队伍内部防护流
程。

但即便如此，李延照仍然
不敢说已经做到“万无一失”。

“病毒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
么多医生护士都会感染，他们
应该比我们做得更专业。”为
此，每天出任务，他都一定会在
现场盯着。不然，他心中实在
放心不下。

消杀现场，偶尔也有一些
小意外发生。“或许是持续封控
太久，哪怕是涉阳楼栋，偶尔也
有居民按捺不住下楼，甚至主
动与我们接近。这时候，我们
就会远远告诉他们，我们正在
执行消杀任务，请他们进行规
避。”李延照说。

在 8公里外的周浦镇执行
防疫消杀作业的中国红十字
（浙江）防疫消杀志愿服务队，
采取了同样严格的内部防护程

序。
“进了安全门，就是清洁

区，除了出任务，所有队员严禁
出清洁区。”中国红十字（浙江）
防疫消杀志愿服务队副队长、
杭州临安北斗红十字救援队队
长马益民介绍。此番援沪，杭
州富阳狼群红十字救援队、临
安北斗红十字救援队联合组
队，共派出队员 21 名，进驻浦
东新区周浦镇。

此外，在宝山区高境镇，徐
汇区康健街道，闵行区古美路
街道，同样有中国红十字防疫
消杀志愿服务队进驻。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携手字
节跳动公益爱心网友为此次行
动提供资金支持。上海市红十
字会尽力为救援队提供保障，
连夜调拨行军床，协调安排住
宿营地，确保队员在结束一天
的消杀任务后，能有一个稍好
的休息环境。

“我们街道共有 63 个小
区，加上辖区内的上海师范大
学，常住人口超过8万人，几乎
都是六层单元楼，而且分布零
散，防疫消杀任务十分繁重，你
们的到来，可帮了我们大忙！”
得知红十字防疫消杀队赴沪支
援，康健街道与上海市红十字
会主动对接，提出申请，提前准
备，为救援队安排食宿。

中国红十字（上海）防疫消
杀志愿服队队长高博是本地
人，此前一直被封控在家，政策
稍有松动便跑了出来，带领 5
名队员迅速投入康健街道消杀
工作。“全队一共20名队员，全
部拥有专业资质证书，可惜绝
大多数队员处于居家隔离，不
然力量还能更强。”高博说。

与外地队员一样，只要一
出家门，短时间内就不能再回
家，大家一起睡行军床、吃盒
饭，每天早出晚归，背着沉重的
消杀设备爬楼，一层一层，一栋
一栋，日复一日。

但大家的精神状态，却是
激昂且振奋的，尤其是看着上
海一步步解封，社会面逐渐清
零，所有人的心里，都充满着一
种强烈的自豪感与使命感。

“4月29日，我们出任务归
来，在营地整理装备，隔壁小区
楼栋的阳台上，忽然出现了一
位老婆婆，看到我们身穿大白，
开始还有些紧张，然后我们就
告诉她，我们是消杀队，老婆婆
就特别高兴。”一名队员回忆，
这是他在上海期间，感触最深
的一个场景。

“谢谢你们！感谢你们！”
那位老婆婆站在阳台上，对着
队员大声鼓掌。“啪啪啪”的响
亮掌声，落在上海老旧街区静
谧的黄昏里，宛如一场战役之
后，昭示和平与美好的钟声。

“疫”散花开终有时

在上海的日子，忙碌而有
规律。休憩之间，亦有远方的
牵挂，存于他们的心头。

生于 1988年的刘凯，是山
东青岛一家公司的安全管理。
2019 年加入红十字救援队以
来，他参与过多次救灾救援行
动。但这次，他悄然出征，除了
爱人，父母并不知晓。

“父母年龄大了，也不想他

们担惊受怕。”4月 22 日，收到
征召时，他整理行装，只告诉二
老，“自己要去外地出差”。

为了表示对刘凯赴沪支援
的支持，公司还专门给他批了
一个月的长假。

资深队员于涛，加入救援
队已有十年，是青岛水务集团
的一名员工。此次赴沪，他和
同为队友的爱人一起报名，但
最后只有他如愿入选。

“她在学校，相对教学任务
比较重，很难长时间请假。”于
涛的出征，同样瞒着父母，直到
执行任务时，父母打来电话，却
一直无人接听，心中起疑，询问
儿媳妇，才知道他偷偷去了上
海防疫一线。

“注意安全。”老人没有责
备，只是仔细叮嘱。

李延照的女儿，今年即将
参加中考，正是学习任务最紧
张的阶段。但一忙起来，经常
忙到夜晚两三点钟才睡的李延
照，却连和女儿每天视频的时
间都没有。

“习惯了。”李延照说，这些
年，自己一直在外奔走，经常半
夜三更还在出任务，有时一出
门就是十天半个月，女儿早已
习惯自己照顾自己。

“她学习很好，根本不用我
监督，非常自觉。”但言语之间，
他仍然难以掩饰心中的歉疚。

刘凯的女儿今年刚满 5
岁，正是活泼好动的年龄，虽然
并不懂得父亲奔赴上海的真正
意义是什么，但一句“爸爸注意
安全”，便是他在一天收队后，
精疲力竭之余最大的慰藉。

视频之中，他很少提及自
己在上海的辛苦。但沉甸甸的
喷雾器，记得他每天爬过的楼、
走过的路。

“最多的一天，爬了二十多
栋楼，回到营地感觉都要瘫
了。”在队友的协助下背上喷雾
器，总重量近 40 斤，一栋六层
居民楼，从上到下，角角落落全
部喷到，只能喷两个单元，普通
人便已腿酸手软，但他们一干
就是两三个小时。

4 月 28 日，在绿川一居消
杀完，对接居委负责人填写任
务回执单时，对方又提出一个
请求。原来，对方刚刚采购了
两台喷雾器，但不会安装，需要
指导。

“毕竟不能全靠你们，我们
也得自己担起责任来。”对方
说。

“这也是我们期盼的，毕竟
我们人手只有这么多，不可能
包打天下，大范围的常规消杀，
还要靠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一
起参与，一起行动。”队员刘腾
飞说。

任务结束，收队返程，红蓝
涂装的救援车穿过老楼林立的
居民区，树影婆娑，阳光温暖。

“看起来也没啥，和青岛差
不多嘛。”坐在车上，望向车窗
外的无人长街，一名队员突然
开口。

“这是老城区，外滩还是很
繁华的。”另一个声音回答。

“哦，那等疫情过去了，再
去看看。”

话音渐没，长街寂然。

▲中国红十字防疫消杀志愿服务队队员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绿川一居涉阳楼栋进行消杀

▲队员进入涉阳楼栋

▲出队

▲队员利用三轮车补充消毒水

▲结束任务后，队员之间进行防护消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