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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志愿者带头冲锋战“疫”

编辑：陈早先 实习编辑：刘旭飞

2020年2月13日志愿·公益
内江隆昌市充分发

挥志愿服务在疫情防控

中的重要作用。隆昌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要

求全市各级各类志愿服

务组织积极参与疫情防

控，通过微信、短信等方

式发布招募公告，组织

广大志愿者组织和志愿

者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仅仅到 1 月 30 日，隆昌

市就组建了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队 324 支，10000

余名志愿者投身于疫情

防控宣传、秩序维护、心

理疏导、物资捐赠等志

愿服务活动中。

巴 中 市 通 过“ 社

工＋志愿者”联动服务，

持续数日奋战一线，发

挥各自所长，齐心协力、

共同抗击疫情。成立党

员志愿服务先锋队、青

年志愿服务队、社区宣

传志愿服务队、志愿服

务站，积极有序开展宣

传引导、心理疏导、秩序维护、疫情

排查、医疗救护、便民服务等各类

志愿服务。截至 2 月 5 日，共有 11

家社工机构、志愿组织开展了相关

疫情防控工作，参与的社工和志愿

者人数累计 980 余人次，发放宣传

资料 6000余份，张贴防疫宣传海报

500 余张，为隔离的 166 户居民送

去免费米、面、油、瓜果蔬菜等生活

物资。

凉山州西昌市通过西昌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第一时间响应省文

明办号召，向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

组织发出带头做疫情防控的“宣传

员”“守门员”“监督员”“预备员”的

四员倡议。西昌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各所、站、点积极行动，立即响应，组

织志愿者在相关部门指导下科学有

序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为坚决

遏制疫情扩散、夺取防控攻坚战最

后胜利贡献力量。

……

从党员到普通群众，从老人到

青年，抗击疫情，群众在哪里，志愿

者就到哪里，志愿服务就在哪里。

在战“疫”路上，志愿者们用温暖无

比的志愿服务筑起了守护之墙，挡

在病毒和群众中间，用实际行动践

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精神，为打赢疫情防控战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书写着不平凡的战“疫”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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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前线有你，后方有我。战

“疫”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

是志愿者。大家在不同的岗

位，用不同的形式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或逆风前行，奔走

在防疫一线；或坚守岗位，尽

绵薄之力支援同袍；或留守

在家，听招呼、不添乱……每

一份付出，都是最美的文明

实践，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凝

聚着攻坚克难的力量。无论

前线，还是后方，只要众志成

城，我们一定能守护万家灯

火，静候春暖花开。

“这次菜品很丰富，是很多农户

的爱心。”“今天会有一大卡车菜运

到江夏区安山街。”一大早，爱心菜

农“大树哥”潘大树的手机响个不

停，在名叫“四川大树爱心菜群”的

微信群里，一位组织爱心蔬菜的武

汉人在群里如是说，字里行间流露

着感激之情。

“今天还有两车应该在高速路

口了。”潘大树低着头，密切地关注

着群里的信息，手指不停地滑动着

屏幕，及时将运输爱心蔬菜的车辆

行程发到群里。

连日来，武汉疫情牵动着全国

人民的心，也牵动着四川德阳什邡

市师古镇苏家桥村一位网名叫“大

树哥”的农民潘大树的心。这个春

节，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彻底打乱

了潘大树一家人的计划。原本打算

带着家人外出旅游的潘大树，每天

看着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关于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新

闻，他再也坐不住了，决心取消外

出旅游计划，留在村子里为武汉做

些事情。

“大家好，我是‘大树哥’，我跟

我哥还有张老板，还有二哥已经商

量好了，打算免费支援武汉人民 50

吨萝卜和上海青。”近日，“大树哥”

站在自家的菜地里开起了直播，向

网友们说出了这番话。话音刚落，就

得到了广大网友的支持，瞬间就有

1000多名网友给“大树哥”留言，表

示愿意做一名志愿者，到什邡帮助

他摘菜、运输等。考虑到距离、人员

不能太聚集等因素，“大树哥”最终

只答应一部分志愿者前来帮忙。

第二天，志愿者们陆续赶来了，

他们中，有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有二

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甚至还有腿脚

不方便的残疾人。他们或蹲在菜地

里埋头拔菜，或往塑料袋子里装菜，

或努力地往车上抬菜，每个人都在

争分夺秒。

连续几天，在一片绿油油的菜

地里，一位腿脚有残疾的志愿者格

外引人注意。“大树哥”说，这位志愿

者，听说我们要捐赠蔬菜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坐朋友的车从彭州赶来帮

忙。“看到他在菜地里帮着拔菜、抬

菜，腿一瘸一拐的，我的眼泪都快掉

下来了，大家的这份爱心，让我内心

感到暖暖的。”

“自打大家知晓我向武汉捐赠

蔬菜的消息后，每天都会有上百位

爱心市民打来电话，他们都想尽自

己的一点力量，捐些蔬菜给武汉，帮

他们渡过难关。”采访中，潘大树的

声音有些嘶哑，每一句话中都透露

着疲惫。他说，他前两天一直忙着收

菜和联络物流公司，已经有两天两

夜没有合眼了。1月 31日晚上，他又

加班装了两车菜，2 月 1 日七点过，

装载着蔬菜的爱心车就出发了。“这

已经是什邡发往武汉的第三批蔬菜

了，确实很累，现在整个人精神都有

点恍惚。”

采访间隙，潘大树的手机不时

地有电话打进来，都是向他询问如

何捐献蔬菜，如何将蔬菜运往武汉

的，潘大树总是耐心地回答着。

“这些天，我动员什邡的菜农共

捐赠了250吨的蔬菜，有上海青、萝

卜、豌豆尖、包菜等，种类比较丰

富。”采访中，潘大树还分享了一个

感人的故事：1 月 29 日上午，一位

身着朴素的老大爷推着装有新鲜

蔬菜的三轮车大老远赶过来，将车

上四五十斤的蔬菜放下后就走了，

没有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这些

天，像这位老人一样放下蔬菜就走

的爱心菜农太多了。”潘大树动情

地说，“5·12”汶川特大地震时，来

自全国各地的爱心物资陆续抵达什

邡，武汉人民也是及时将爱心物资

送至什邡，帮助什邡人民渡过了难

关，如今，什邡人民都怀着一颗感恩

的心，想为疫情贡献一点力量。

250 吨蔬菜，来回行程约 2500

公里……来自什邡的爱心蔬菜，陆

陆续续抵达武汉。潘大树透露，这

些爱心蔬菜全部免费捐赠，将运至

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并由新洲

区邾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直

接免费发放到辖区内市民手中，会

优先发放给孤寡老人及无人照料

的残疾人、外地回归并居家隔离人

员及家属、福利院及养老机构、特

殊行业的生产企业及职工、特困及

特需人员。

行驶近2500公里，什邡250吨蔬菜驰援武汉
本报记者 胡桂芳 江西泰和县

文艺志愿者
别样方式抗疫情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我们是驰

援武汉医疗队，逆向而行奔向前线，

哪里有疫情，哪里有艰险，我们就在

哪里出现……”日前，一首《抗疫医疗

队之歌》在江西吉安泰和县全县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各支疫情防控工作队

伍中广泛传唱，向奋战在一线的广大

医疗工作者表达深深的敬意。

当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为凝

聚抗击疫情的精神力量，弘扬“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泰和

县文联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文艺志

愿者创作了词曲、对联、书法、快板、

剪纸、美术等作品，以火热的激情在

文艺战线上呐喊声援，鼓舞士气，营

造了良好的疫情防控氛围。

记者了解到，《抗疫医疗队之歌》

由文艺志愿者涂清岭作曲并演唱，他

说：“看着支援武汉的医疗队伍奋战

在前，我十分敬佩，热血沸腾，希望我

的歌曲可以为所有抗疫前行的勇士

们加油打气。”

达州华润燃气公司
“蓝焰”志愿服务队
解民忧暖民心

本报讯（蔡文平 李超）近日，四川

省达州市达州华润燃气公司“蓝焰”

志愿服务队队长徐小刚接到来电求

助，求助居民家里的热水器一直漏

水，由于疫情防控期间小区实行封闭

式管理，一直找不到人上门维修，希

望志愿者能上门帮忙维修一下。记下

详细住址后，徐小刚立即和队员王小

勇带上工具包，戴好口罩，前往求助

群众家中。

原来，家住达州市达川区新达街

的王女士家中热水器一直在漏水，她

只好把自家的水闸关掉，每天只能临

时把闸打开用塑料桶接水用，家里洗

衣、做饭、冲厕所都特别不方便，更不

能洗澡。正当王女士一筹莫展时，她

在网上看到了达州市文明办公布的

疫情防控民生保障应急志愿服务项

目，便拨通了上面负责燃气设备维修

的志愿服务组织联系电话。

徐小刚和王小勇检查发现，王女

士家的热水器是因为里面的控制水

阀松动了，他们很快就维修好了。解

决了热水器漏水问题后，两名志愿者

还对王女士家的燃气管道进行了全

面的安全检查，及时纠正了她把食用

油存放在燃气灶下橱柜的安全隐患，

还给她宣讲了常用的用气安全知识、

发放了用气安全知识宣传手册。

王女士对志愿者专业、热情、细

致的服务表达了感谢，表示志愿者帮

助他们一家解决了大问题，在当前疫

情肆虐的特殊时期开展应急志愿服

务，是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办实事、

做好事。

有这样一支队伍，平时他们是普通市民，但当灾害来临，他

们就化身“超人”，成为城市的守护者，他们的名字是——“志

愿者”！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过程中，四川各地志

愿者积极响应号召，一声声“我报名参加”，一支支志愿者突击

队火速成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志愿者行列，在保护好自己的

前提下，力所能及地参与疫情防控战。

今年已经 78 岁高龄，有着 45

年党龄的自贡市居民李元英在得

知社区正在征集抗疫志愿者时，毫

不犹豫地报了名，有居民劝她说：

“你都这么大年龄了，只怕身体吃

不消。”然而，她却坚定地说：“我是

老党员了，有困难就该第一个上。”

李元英一家九口人，有六名中共党

员，家人得知李元英报名参加疫情

防控志愿服务后，对她的决定表示

一致赞同。就这样，李元英成了社

区蹲守楼道的一名防疫志愿者，负

责宣传防疫知识、检查进出楼道的

人员情况。老党员带头冲锋战“疫”

让居民十分感动，不少人也纷纷加

入了战“疫”志愿者的队伍。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发生后，四川各地党员冲锋在

前，带头战“疫”。

达州市达川区4万余名党员干

部纷纷放弃春节休息主动回到工

作岗位或投入疫情防控工作，其

中，有 500余名退休老党员积极报

名参与到村、社区的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中。

自贡市富顺县号召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积极发挥作用，筑起严密红

色防线。该县 279个两新党组织迅

速行动、全面动员、主动出击，坚持

结合行业性质服务全县战“疫”工

作。开通2家“爱心酒店”，为疫源地

来富顺县滞留人员提供食宿。企业

捐赠口罩30余万个，助力一线防疫

物资保障。推行“送货上门”配送服

务，为业主提供代购生活必需品服

务，保障生鲜瓜果送达千家万户。截

至 2月 5日，全县民营经济企业和

个人捐款捐物1000多万元。

宜宾市珙县广大党员带头坚

守岗位，积极参加党员志愿服务，

努力当好疫情防控“生力军”。全县

12 个县直机关和乡镇机关党组织

共组织 4000 余名党员亮身份、亮

承诺、亮行动，通过人员排查、电话

跟踪、宣传引导开展防控工作。目

前，共排查返乡人员 2 万余人次，

走访群众65000余户。

……

尽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来势汹汹，但党员志愿者抗

击疫情的决心坚如磐石。不仅仅是

自贡、宜宾，还有成都、泸州、绵阳、

内江、甘孜、攀枝花……全省 21个

市州，数百万党员带头冲锋，抗击

奋战最前线，将最美“志愿红”点

亮，让党旗在防控疫情第一线高高

飘扬。

“大家今年还想不想过年，要

想今年安生过年就要响应国家号

召，不出门，出门戴口罩，保护好自

己和家人……”2月 6日，在泸州市

龙马潭区胡市镇三教村，接地气的

防控疫情劝导声在村里回荡着，带

着广播、拿着喇叭喊话的正是村里

的“抗疫红色娘子军”志愿者。立春

的阳光安静地落在空无一人的乡

道上，将独行其间的“娘子军”照得

分外明媚。

1月25日，正月初一，三教村希

望招募抗疫女性志愿者，发挥女性

亲和力开展抗疫宣传的号召一出，

就得到村里女同胞的积极响应。一

支由34名女同志组成的“抗疫红色

娘子军”队伍火速成立。随后，这支

队伍34人分成3个小组，每天两班

轮换，到16个村民小组，挨家挨户

给村民们宣传防控疫情知识，劝解

来往的行人戴上口罩早点回家。

“作为一名光荣的拦江镇巾帼

志愿者，我自愿投身‘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宣传工作中，用行动践行

志愿者精神，打好这次疫情防控阻

击战！”1月29日，遂宁市安居区拦

江镇封闭了场镇，12名巾帼志愿者

陆续签下抗疫决心书，走上拦江镇

抗疫第一线。拦江镇巾帼志愿者充

分利用女性的温柔力量，从宣传抗

疫知识到安抚居民情绪，再到开通

服务专线电话，为困难居民提供上

门服务等，得到拦江镇居民的一致

点赞，成为拦江镇构筑群防群控网

络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小曹，你让我们买的鸡蛋、五

花肉、肥皂这些，我们买来了，你看

还需不需要买啥子生活物资？我再

去帮你买。”2月 1日，四川广安市

前锋区代市镇艺文社区党委书记、

妇联主席李相玲同巾帼志愿者们

一起来到返乡居家观察的居民小

曹家中，关切地询问道。代市镇是

一个有43个村、6个社区、7万多人

口的大镇，外出务工的村民较多。

针对居家观察这一情况，巾帼志愿

者们主动当起了“代购员”，帮助其

代购粮、油、蔬菜等生活物资。亲切

的问候，关心的话语，让当地群众

感受到了浓浓暖意。

帮社区居民“跑腿送货”、进车

间当起临时工生产口罩、广场舞大

妈变身防疫宣传员……全省各地

的女性志愿者们在抗击疫情的基

层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跑

腿代卖、送餐送菜，关爱孤寡老人、

看护留守儿童，在社区防控、邻里

关爱、守好家门中发挥着独特作

用，用爱温暖着人心。

四川青神：爱心人士
为抗疫一线单位送蔬菜

本报讯（袁矛）近日，共青团青神

县委的工作人员指引着一辆载着线

椒的货车在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的

街道上穿梭，将一箱箱新鲜的线椒

送往抗击疫情的一线单位。这一切

源自共青团青神县委接到的一通爱

心电话。

不久前，团县委接到求助来电，

“对方说他想捐赠一些新鲜蔬菜给抗

击疫情一线的工作人员，但不知道该

往哪儿送，问我们是否可以帮忙联

系。”团县委工作人员说，他们一开始

接到电话时，觉得既惊喜又感动。这

通爱心电话来自青神县西龙镇金华

村的谭先生。谭先生告诉团县委工作

人员，看着昼夜值守在抗疫一线的工

作人员非常辛苦，他被他们始终冲锋

在前的精神所感动，想为他们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但苦于没有途径，他

只能打电话向团县委求助。

在得到团县委工作人员的肯定

答复后，谭先生立即将采购的 330公

斤新鲜线椒无偿捐赠给一线奋战的

工作人员。“希望能让他们吃上新鲜

蔬菜。”谭先生笑着说。

在被问及姓名时，谭先生连连摆

手，坚决不再透露自己更多的信息，

“知道姓就可以了，名字就不说了，我

也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

团县委工作人员表示，“在抗击

疫情的过程中还有许许多多像谭先

生一样的爱心人士，在后方主动补位

增援，相信一定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

巾帼志愿者用爱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