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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志愿队伍，召之即来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
责任。

面对疫情，青年志愿者“随
时待命，随时参战。 ”特别是具备
专业医疗救援能力的志愿者，成
为冲到一线的重要力量。

“身为医学生的我们，在社
会需要的时候， 应该勇敢站出
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疫情
防控贡献力量。 ”广州医科大学
公卫学院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
钟绮菱说。 作为广州医科大学学
生志愿服务队队长， 她从 2 月 1
日起参加当地志愿服务工作。

为支持配合广州市疫情防控
工作，广州医科大学分批次组建了
学生志愿队伍，同学们纷纷报名。

2 月 1 日， 在广州南站等广
州主要交通站点，学生志愿者戴
着口罩和蓝帽子， 穿着白大褂，
在指导老师和辅导员的带领下，
开展测量体温等志愿服务。

为了充分发挥青年志愿服
务专业化的特点，浙江省共青团
也积极组织有相关专业背景和
能力的志愿者，辅助医务人员开
展志愿服务。

团宁波市委组织志愿者在
鄞州人民医院发热门诊等一线
岗位，免费发放预防药品；团丽
水市委组织志愿者在云和医院
门诊大厅护送发热病人到发热
门诊等。

在本次防疫应急志愿服务
过程中，各级青年志愿者组织还
特别关注人们的心理健康。

1 月 27 日，中国青年志愿者
协会秘书处、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妇女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共同
发起全国“抗击疫情从心开始”心
理专项志愿服务。 据项目发起人
之一、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资深
专家、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晓红

介绍， 该项目主要是针对一线医
务工作者及家属、患者及家属、参
与防疫的应急志愿者和其他社会
公众开展心理咨询服务。

该项目不仅招募具有专业
心理学知识的青年志愿者，还同
时组建了由来自精神卫生、志愿
服务等领域专家组成的 40 人专
家督导团队，切实保障志愿服务
的专业化水平。 截至 2 月 3 日，
该项目心理志愿者登记人数达
800 人； 志愿服务协议在线签署
总计 134 份。 项目专家杨波介绍
说，每天的值班时间是从上午 10
点至晚 10 点，分 4 个班次，每班
次最少有两名志愿者在线，最多
时可同时在线 20 人。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团组织
也纷纷组织起本地的心理咨询
服务热线。

在浙江省衢州市，1 月 26
日，阮静波向团衢州市委递交了
《关于成立应对危机事件心理服
务志愿队申请书》。 在相关单位
支持下，5 条心理咨询热线迅速
开通，40 多位心理咨询师参与到
这项志愿服务中。

1 月 27 日，阮静波作为首批
志愿者开始值班。 她告诉记者，
由于不是面对面咨询，所以对咨
询服务的要求更高，起初她心里
也没底。“第一天原本早上 8 点
半才开始接线，但我早上 5 点就
起床准备了。 ”她说。

在接线服务过程中， 她生怕
错过每一个电话。“现在疫情这么
严重，如果没有接通电话，对方一
定会感到更加无助。 ”阮静波说。

阮静波是众多从事心理咨
询工作志愿者的缩影。 在本次抗
击疫情的主战场湖北省，参与心
理咨询服务也成为青年志愿者
参与抗击疫情的重要方式之一。

团武汉市委开通心理援助
关爱服务坐席专线 6 个、招募国
家级心理咨询师 24 名， 面向全

市广泛提供疫情专业心理辅导
服务；团荆州市委利用 12355 青
少年服务热线开展免费心理援
助，提供一对一在线咨询；团鄂
州市委建立 40 余人的“心理咨
询志愿服务队”。

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

1 月 26 日，中国青年志愿者
协会发布《关于青年志愿者组织
和志愿者开展疫情防控应急志
愿服务的工作指引》（以下简称
《工作指引》），指出“青年志愿者
组织和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要
坚持本地化、社区化、组织化、安
全第一”原则。

全国各地的青年志愿组织和
志愿者切实按照《工作指引》有关
要求， 根据当地党委政府疫情防
控整体部署，针对实际需求，配合
当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建设一线， 有青年志愿者
身影。

在湖北省黄冈市，大别山区
域医疗中心被称为黄冈版的“小
汤山”医院。 1 月 24 日至 28 日，
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改建急需
人员协助物资搬运和打扫卫生。
得到消息后，青年志愿者吴洁马
上联系同伴参与到相关工作中。
从搬运物资到打扫卫生，从协助
测量体温到送餐保障服务，志愿
者分成多个队伍展开服务工作。

“搬运队非常辛苦，志愿者
为了及时完成任务，从早上 8 点
一直忙到（次日）半夜两点。 ”吴
洁说，“真的是和时间赛跑”。

最终， 在志愿者努力下，大
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内 1.5 万平方
米院房全部清扫干净，1000 多张
病床、2000 余个垃圾桶， 数以百
计的治疗器械、取暖器、电脑、办
公耗材等物品全部安装到位。

进车间，生产一线有青年志
愿者的汗水。

在江苏省苏州市，从除夕起，
10 名青年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
员就来到工业园区， 充当一线工
人，帮助加紧生产抗疫防控物资。

在浙江省金华市，团市委招
募近百名志愿者， 帮助金东区 3
家口罩生产企业进行包装。

在广东省江门市，春节期间，
团江门市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开展
“协助生产医用口罩”志愿服务活
动， 招募并组织青年志愿者前往

江门市新会区一线生产基地协助
生产、包装医用口罩……

走基层，社区、农村有青年
志愿者的足迹。

与参与企业生产相比，大部
分青年志愿者更多的是留在本
地社区、农村参与防疫应急志愿
服务。

21 岁的王嘉昊是嘉兴技师
学院大学生，在了解到疫情后，他
主动找到本地社区， 报名参加了
社区“防疫先锋队”志愿者团队。

每天早上 8点半， 他开始一
天的工作， 有时候需要在小区里
拿扩音器播放《疫情防治倡议
书》；有时候需要在小区出入口对
来访车辆、人员进行排查，测量体
温； 还有的时候帮助社区安装居
家隔离户的监控；联系路过、途经
重灾区的居民了解情况……

“（工作）也许微不足道，但
通过细节传递正能量也是我实
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王嘉昊说。

王嘉昊的奉献与付出也换
来了社区居民的认可。

他告诉记者，在一次为居家
隔离的居民送“代买”物资时，对
方让他把东西放门口就离开，等
他下了楼对方才开门拿。“他是
想确保我们安全，再开门。 ”王嘉
昊解释说。

为了阻断疫情传播，全国各
地纷纷在机场、火车站、道路站
点设立卡点，在这些阻断传播的
节点上，青年志愿者也发挥着重
要作用。

在上海火车站的东南出口
10 米处，志愿者用移动栅栏门划
分出 1-2 条仅供 1 人通行的通
道， 并用喇叭通知旅客依次出
站，以保证每位旅客都必须经过
红外热像体温仪。 通道一旁，志
愿者全神贯注地盯着测温仪显
示屏，不漏过一名旅客。

自 1 月 30 日上午起，15 位
志愿者就上岗服务， 其中有 11
位连续奋战到次日傍晚 7 点。
“没有什么保证精神状态的特殊
方法，我们依靠的就是为大家把
好关、守好门的信念。 ”负责人严
洪说。

群众再小的需求痛点，也是
青年志愿者关注的焦点。

在深圳，为了解决超市供应
问题，深圳市食品药品安全志愿
者总队和各区（新区）义工联等
团属社会组织， 牵头成立春节

“菜篮子”志愿者保障工作小组，
一方面在商超开展消毒、清理货
架等工作，支持保障生活必需品
供应；另一方面向市民宣传相关
政策，消除恐慌情绪。

深圳食品药品安全志愿者
总队长吴涌涛告诉记者：“截至
目前， 该保障服务已覆盖深圳 9
个区共 62 家商超， 参与服务志
愿者超过 1190 人次。 ”

在这场战“疫”过程中，青年
志愿者还努力借助新媒体开展
相关服务。

1 月 28 日，团中央青年志愿
者行动指导中心与中国美术学
院、中央美术学院等 10 所院校，
共同发起艺术战“疫”志愿者行
动，以“抗疫防控”为主题，面向
全国征集各类艺术作品，提供给
各条战线使用。

在河南，团郑州市委在 1 月
27 日开启郑州共青团疫情防控
网络舆论引导青年志愿行动，第
一批“小红象”志愿者 1000 余人
已投入线上服务。 志愿者通过网
络将权威信息传递给群众，澄清
事实解疑释惑。 全国各地青年志
愿者也借助微信公众号、抖音等
平台，助力疫情科学防控。

志愿在继续，安全为第一

在青年志愿者参与服务的
同时，各级团组织也始终关注着
他们的安全。《工作指引》中特别
指出：要坚持“安全第一”原则。

1月 31日， 共青团中央下发
通知提出要“科学设置志愿者岗
位，严格控制志愿者数量，合理设
置志愿者服务时长。所有志愿服务
不搞主题活动，不搞集中仪式。 ”

2 月 4 日， 团中央青年志愿
者行动指导中心、中国青年志愿
者协会再次强调：“严格落实对
在岗志愿者的防护措施，坚决做
到防护措施不到位不上岗、防护
培训不合格不上岗。 ”

全国各地青年志愿服务组
织都出台多种措施，保障青年志
愿者的安全。 浙江、广东、上海、
湖南、新疆等省市区团组织第一
时间为防疫志愿者提供专项医
疗保险；在吉林，除了为每名志
愿者配发防疫口罩、 护目镜、消
毒水等外，部分地区还安排由医
院为志愿车辆提供专业消毒。

（据《中国青年报》）

志愿服务凝聚战“疫”青春力量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一群青年，选择投身到抗

击疫情的战场中，他们活跃在社区、车站、工厂以及咨询热线的另一
端，他们就是青年志愿者。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团共组织发动 8.5 万名志愿者参与防疫相
关的各项志愿服务。 共青团中央近日专门下发《关于坚持党的领导，
全团动员， 在防控疫情阻击战中充分发挥共青团生力军和突击队作
用的通知》，指出“统一指挥、统筹协调青年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参与
疫情防控，是当前团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工作载体。 ”

广州医科大学在一天时间内组织起学生志愿者队伍，前往广州南站等交通站点提供服务

浙江金华志愿者助力当地口罩生产企业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