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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志愿者联盟按下爱心接力“快进键”
“再次感谢您们一路关心帮

助，目前一切顺利！ ”3 月 2 日上
午，身在广东惠州的余先生给团
荆州市委兼职副书记卢文博发
来一条信息。

余先生是荆州市公安县人，
去年腊月带 1 岁的孩子从惠州
回老家过年，此前，孩子做过肾
脏手术，需年后返回惠州进行二
次手术。 无奈被新冠肺炎疫情阻
隔在村里，眼看就要错过手术最
佳时间，一家人心急如焚。

2 月 27 日晚 10 时 49 分，武
汉逸飞社工服务中心理事长陈兰
兰接到求助信息， 转发在团湖北
省委“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社会组
织”微信群。卢文博当即向团荆州
市委班子成员们汇报， 同时联络
团公安县委、 公安县蓝丝带志愿
者协会，连夜协商解决办法。

一场生命接力就此展开。 在
团组织与志愿者共同努力下，第
二天上午 10 时， 余先生一家按
照要求顺利办好返乡通行证。 团
荆州市委还给团惠州市委发去
函件，请求接洽支持。

疫情发生以来，为更好地发
动基层青年，统筹协调、有序引
导全省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力量，
团湖北省委创新探索组建“省疫
情防控应急志愿者联盟”， 多渠
道、 专业化地做好志愿者招募、
培训和使用， 成为爱心接力的

“总枢纽”，3.76 万名青年“志愿
红”闪耀荆楚大地。

搭建资源共享、 信息互通、
服务对接平台，“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社会组织” 微信群随即组
建。 微信群中，既有省志愿者协
会、省青联、省青企协、省青基会
秘书处负责人， 也有各市州、县

市区团委工作人员，192 名来自
全省不同领域的社会组织负责
人和青年志愿者骨干活跃其中。

“把团旗插到最需要的地
方”， 专业医务志愿者队伍首先
探索建立。 联盟招募具备一定医
务知识和技能的医务志愿者，组
建青年突击队，在武汉市组织近
千名志愿者参与方舱医院、隔离
点有关服务工作，在襄阳市储备
医务志愿者 415 名，为一线医务
人员提供必要帮助。

联盟微信群里开始了值班
制。 省青年志愿者行动促进中心
工作人员程斯玮感慨，每次值班
时梳理核实发布的省内各地抗
疫求助信息，“马上就有联盟成
员来认领”。

与此同时，群内不断收集发
布爱心企业（人士）捐赠意愿，统
筹调度捐赠物资；留意联盟成员
反馈的困难，帮助协调解决。“大
家资源共享，有难互助，常常刷
屏到深夜。 ”

在孝感市孝南区益邦社工
服务中心负责人鲁锋看来，联盟
的存在，帮助结识了更多共同抗
疫的社工与爱心组织小伙伴，抗
疫志愿服务“不再单打独斗”。

正月初一以来，鲁锋带领志
愿者们为当地基层医疗机构筹
集抗疫物资，一次，团队想要购
买医用酒精， 无奈 10 多天没能
买到。 直到鲁锋加入联盟群，恩
施毕兹卡社工中心理事长戴绍
雄发布了一条爱心单位捐赠医
用酒精的信息。 鲁锋当即联系戴
绍雄， 第二天就从武汉运回了 2
吨医用酒精。

“享受便利也提供便利。 ”一
度，联盟群中不断有群友寻求消

毒液资源，鲁锋在孝感联系到一
家消毒液生产厂家，他立即将供
货信息分享至群中。

“联盟架起了团组织与义
工、爱心组织之间资源整合的桥
梁。 做志愿服务，从此有了温暖
的后援团。 ”襄阳市草草义工协
会负责人耿辉说， 加入联盟后，
再不怕“乱了阵脚”，遇到困难，
在群里抛出来，大家都会一起帮
忙想办法。

一次， 耿辉收到一条求助信
息， 女儿在黄冈市团风县的学妹
家人患急性病急需转院治疗。 她
在联盟群刚一发布， 团省委值班
工作人员立即对接团黄冈市委工
作人员， 通过团风县团委联系当
地指挥部，救助渠道得以打通。

联盟也成为会员组织相互
交流、学习、成长的专业化平台。

联盟联合志愿汇、武汉逸飞
社工中心等多家专业机构，组织
开展专项培训 14 期， 累计培训
1.3 万人次；一些志愿服务、防护
经验丰富的社会组织负责人，也

时常在群中发布相关专业知识。
“如何应对自己和家人的焦虑”
“身心的觉察方式———疫情之下
的正念与自我照顾技巧”……像
这样的免费在线培训课程，定期
更新，帮助志愿者提升防护意识
与自我观照能力。

强化专项保障，联盟还积极
对接团中央专项基金，为疫情防
控志愿者免费赠送最高赔付 1.5
万元意外伤害、60 万元人身事故
专项保险。 此外，包含防护服、体
温计、感冒药、双肩包、外套等 13
件物资在内的 2000 件防疫工作
包也在陆续发放中。

联盟也成为汇聚关爱防疫物
资的中心枢纽。 来自团湖北省委
的统计显示，截至目前，联盟已协
调 70多个社会组织、 爱心企业，
筹集口罩、 护目镜、 酒精等物资
9268 件，价值 564.01 万元，为一
线志愿服务工作提供防护保障。

疫情发生以来，一线医务人
员子女陪护缺失、一些青少年寻
求心理咨询帮助。 以需求为导

向，联盟创新志愿服务工作方式
方法，发动 22 所高校团学组织，
招募 4345 名志愿者， 结对服务
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子女 1654
名， 解决医务人员后顾之忧；依
托 12355 平台及联盟内专业的心
理咨询志愿者，开展青少年心理
健康咨询服务。

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参与
到防控志愿服务工作中来。

26 岁的秦天是襄阳人，刚从
英国留学毕业回国。 疫情发生
后， 她退掉了返回英国的机票，
来到南漳县卞和社区，跟随草草
义工协会一起开展物资搬运与
分配等志愿服务。 有时，物资凌
晨到达，她和协会会员们一起肩
挑手扛，50 斤一壶的消毒水她一
晚上运 20 余趟。

“您好，我姓周，从朋友那里
了解到你们是一个公益组织，我
想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出份力，
想为家乡的抗疫一线购买一批
口罩，但我没有渠道购买，您这
边可以找到货源吗？我来出资。 ”

在恩施市， 这样的电话，戴
绍雄经常接到。 几分钟的电话沟
通， 拉开了一场新的爱心接力
赛。 寻找货源———购买口罩———
物资搬运———物资发放，在毕兹
卡社工中心带动下，越来越多的
爱心人士加入到这支战斗队伍
中来。

医疗救护、物资搬运、社区便
民服务、卫生消毒、疫情排查、心
理咨询以及医务人员子女课业辅
导……在一个个被按下“暂停键”
的城市乡村， 活跃在疫情防控一
线的青年志愿者们，按下了“快进
键”，疫情不散，他们不退。

（据 《中国青年报 》）

“后方有家事、急难事，甚至
心事，我们都尽量安排好、解决
好。 ”忙于抢救危重病人的钟南
山院士，不忘通过远程视频连线
驰援湖北抗疫前线医务人员，给
他们加油打气。

为了守好抗疫前线医务人
员的“后方”，广州市工青妇牵头
对前线医务人员实施“您为大
家·我帮您家”的关爱行动，一对
一将关爱落实落细。 其中，“解心
事”主要包括沟通交流、精神鼓
励、 压力舒缓和心理援助等服
务；“帮家事” 主要有送菜上门、
长者照护、母婴服务、家庭保洁
等 12 项保障。

近日，由团广州市委准备的
“230 份学习能量包”直送到了抗
疫一线医务人员家中。 一名驰援
武汉的呼吸科护士直呼“太贴心
了！ ”既有学习工具，又配备名师
给孩子辅导学业， 还有流量包，
让家长跟孩子线上视频更加畅
通无阻。

广州共青团组织依托网络、
发挥心理咨询志愿者的专业能
力，成立了 181 人的“心理防疫”

青年突击队， 开展线上咨询服
务。 截至 3 月 4 日，12355 广州青
少年服务平台累计提供各类疫
情防控咨询服务 1566 人次。 平
台接到较为常见的心理求助问
题主要包括：个人因缺乏防护用
具或担心自身身体状况而产生
的焦虑，家庭成员间因防疫理念
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抑郁症等原
有疾病患者出现心理问题。

此外，团组织推出“广州抗
疫医务人员及直系家属关爱专
线”，还有由社工+专家志愿者组
成的心理疏导工作组，为广大青
少年提供心理防疫服务。

一把电推、一把剪刀、一把
梳子、一个吹风机……一家简易

“理发店”就在医院“开张”了。
“Tony 老师” 陈涛带着 4 名小伙
伴忙乎了几天，为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的 500 余名医务
人员义剪， 解决了医务人员的
“头等大事”，广受好评。

医院团委书记、南山志愿服
务队执行队长莫明聪告诉记者，
医生们太忙了，根本没时间剪头
发， 现在掐着他们休息的时间

点，分批次剪发。
广州市志愿者行动指导中

心紧急发布义剪志愿者招募令。
一呼百应，很多专业发型师纷纷
报名。 截至 3 月 1 日，累计为广
东省市区三级 21 间医院的 4565
名医务人员进行了义剪。 3 月 5
日，还将继续开展“全城义剪”志
愿服务活动。

春节期间， 防疫物资生产企
业由于工人回不来而遇到复产难
题。 志愿者进车间， 助力企业生
产。 在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广东
南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里， 临时

“借” 来的志愿者正娴熟地分拣、
包装、打包口腔/咽拭子常温标本
采集器，加紧生产防疫物资。

加班加点不停产，黄埔区青
年志愿者协会会长李桂泉接下
任务，担任“南芯医疗”志愿服务
队队长， 组建志愿者骨干队伍，
妥善安排医用样本采集器生产
活动每天的排班、 岗前培训、后
勤保障等事项。

磷酸氯喹片是国家卫健委公
布的第六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推
荐的药品。 在接到广药集团下达

的“以最快速度恢复磷酸氯喹片
生产”的指示，白云山光华立即成
立“氯喹复产突击队”，紧急开展
恢复生产磷酸氯喹片的各项工
作， 把耗时两个月的恢复生产工
作在短短两周内顺利完成。 首批
50 万片磷酸氯喹片，将全部捐赠
广东、湖北荆州等地患者。

“协助企业复工复产，志愿服
务较好地解决了医疗防疫物资生
产企业的燃眉之急。 ”不少抗疫企
业纷纷给广州的志愿者点赞。

3 月 5 日， 广东省举行疫情
防控例行发布会，团广东省委副
书记唐锐介绍，广东省共发布协
助生产志愿服务项目 187 个，招
募志愿者 7357 名， 协助 40 家抗
疫物资相关企业恢复生产，在短
时间内有效缓解了企业人手不
足的问题。

节后， 广州迎来全国各地的
务工人员返岗高潮。 团广州市委
研判后，结合防疫工作发展态势，
决定迅速组建广州火车站、 广州
南站地区疫情防控志愿者突击
队，重新启动站场志愿服务。

惊蛰正是春耕时，“了解到各

地急需化肥等春耕物资， 车间迅
速成立 30 多人的党员突击队日
夜抢运，做到计划、承运、配空、装
车、挂运‘一条龙’快速服务。 ”广
州货运中心三水西车间主任钟树
旗说，一路“绿灯”放行，确保物资
第一时间送到田间地头。

一个个难题迎刃而解的背
后， 是团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科
学、有序、安全、高效地开展了志
愿服务工作。 例如，比平时加倍
重视志愿者自身安全防护，强化
工作培训；科学设置志愿者岗位
及服务时长等。

团广州市委按照“工作指引+
上岗排查小程序+志愿服务告知
卡+志愿服务承诺书+线上培训
微课程+志愿时实时记录”的工作
机制， 指导各类青年志愿服务组
织开展专业化服务。据统计，团广
州市委、 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共
发动 41832 名志愿者上岗参与各
类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服务总时
长累计 148360.43 小时；343 个组
织（团队）累计发布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项目 2869个。

（据《中国青年报》）

超四万名广州志愿者投身疫情防控

孝感市孝南区益邦社工服务中心为孝感城区弱势群体提供大米和食用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