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烈感受到“被需要”

3 月 16 日下午 2 点，武汉市
武昌积玉桥街中山社区党员群
众服务中心，23 岁的志愿者李哲
政把 25 袋 5 公斤重的米袋子搬
上平板车，拖到汉安里小区一栋
一单元楼下，和网格员挨个给楼
栋长打电话， 通知居民依次来
领。 李哲政左右手各提两袋米，
帮居民送到家门口。 来不及喝口
水，又推着平板车开始下一趟。

李哲政去年刚走出校园，现
在是武汉市武昌市政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的一名职员。 2月初，公
司组织员工到洪山体育馆参与建
设方舱医院。李哲政家住汉口，很
想参与却没法跨区出行， 在家干

着急。后来，公司派车将他和另一
名同事接到武昌， 住进统一安排
的宾馆，至今没有回家。

“在方舱医院，刚开始有点紧
张，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他说，每
天脱下防护服时，衣服都湿透了，
但工作起来全都顾不上。

方舱医院的工作完成后，李
哲政又来到中山社区协助开展
疫情防控。“我在家的时候，做家
务不多，一直被长辈照顾着。 ”李
哲政说，如今，他却强烈感受到
自己“被需要”。

“都去了一线 ， 我实在坐
不住”

“王医生，请问我什么时候
做 CT 检测？ ”“你知道检测结果

了吗？ ”3 月 17 日中午，隔离点志
愿者王志勇在休息时间掏出手
机， 看见潘爷爷发来的微信消
息。 最近半个多月，潘爷爷每天
都给他发消息。

王志勇今年 23 岁， 是武汉
汉西博仕中医肛肠医院的护士，
一年前来汉工作，疫情期间留守
武汉。“各地医疗队驰援湖北，我
认识的老师同学都去了一线，我
实在坐不住了。 ”他说，2 月 4 日，
他报名成为一名志愿者。 2 月 8
日，王志勇根据安排来到武汉硚
口区一处隔离点， 负责查房、记
录隔离人员健康状况等工作。

隔离点老人居多，王志勇对
他们格外关注。 70 多岁的潘爷爷
于 2 月 27 日住进来后， 由于担
心家中老伴无人照顾， 有些焦
虑，王志勇经常和他聊天，帮他
缓解紧张情绪。 一来二去，潘爷
爷和他交上了朋友。

隔离点最忙的时候要照看
近百名隔离人员， 查房从 26 楼
一层层走下来，自早上 8 点一直
工作到凌晨 1 点多。

“现在人慢慢少了，我们每
天换班工作，一班 8 小时。 ”王志

勇说：“希望武汉快点好起来，爷
爷奶奶们都能健健康康回家！ ”

用自己的方式爱一座城

3 月 16 日晚 7 点，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一学
生古丽迪娜·亚鲁坤在租住的小
屋内准时上线， 对着摄像头讲起
题目。屏幕那头，几名二年级小朋
友正捧着作业，等待她的解答。

两个多小时后，古丽迪娜讲
完作业， 收拾好演示用的纸，这
才开始做自己的事情。

1994 年出生的古丽迪娜，
2013 年来武汉上大学，已在武汉
生活 7 年。 今年寒假，受疫情影
响，古丽迪娜没有回到家乡新疆
乌苏市。

古丽迪娜是个热心姑娘，她加
入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尼加提·雪
莲花志愿服务队， 经常到养老院、
社会福利院等机构去看望老人和
残障人士，还利用课余时间为新疆
在汉务工人员子女做家教。

疫情发生后， 由于不能出
门，古丽迪娜将家教课程搬到网
上， 每周定时给孩子们讲解作

业、答疑解惑。
不只是在线上做志愿者。 2

月 23 日， 古丽迪娜得知武汉招
募志愿者为小区居民提供食品
药品代购服务后，立刻报了名。

每天，古丽迪娜都留心着社
区微信群里的消息，一旦有居民
提出需求， 志愿者就分工代购。

“我要用我的方式， 守护我爱的
城市。 ”她说。 （据湖北文明网）

爱心暖城———走近武汉一线社区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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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武汉的 3000 多个社区 ，到
处活跃着忙碌的志愿者，帮助社
区工作人员一起做好疫情防控。
他们不计报酬 ，挺进一线 ，为打
赢武汉保卫战奉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程献：远亲不如近邻，应该
互帮互助

大米、白菜、食用油、牛奶、
苹果……每天， 在汉阳区太子
观澜社区门口， 都会有车辆运
来大批生活物资。 程献和其他
志愿者会迅速将这些物资清点
好， 挨家挨户送到有需要的住
户家中。

程献是中建三局一公司安
装分公司的员工。 1 月 25 日，听
说公司参建雷神山医院，他当天
就报了名， 加入医院建设设计
组。 圆满完成雷神山医院建设
后，程献进入指定的医学留观点
进行隔离。 在隔离的两周里，他
除了线上支持公司设计工作，还
积极联系住址所在的太子观澜
社区，要求报名参加社区志愿服
务工作。 3 月 1 日，程献结束隔离
观察，直接赶到了太子观澜社区
做志愿者。

该社区管辖的范围包含 6
个住宅小区，需要服务的住户达
1.7 万余人，其中有许多 70 岁以
上的孤寡老人和残疾人。 不会使
用手机团购的孤寡老人和残疾
人住户，只能依靠社区志愿者服
务上门。 程献到岗后，恰巧碰上
社区志愿者重新分工，他果断接
下了这份工作。

除了日常运送物资外，程献

有时候也会充当老人的“护工”，
帮他们收拾房间，打扫卫生。 一
有时间，热心肠的他还会主动充
当社区防疫“小喇叭”，逐户发放
防疫物资、 普及安全防疫知识
等。“远亲不如近邻，互帮互助是
应该的。 我们会在社区里坚守，
直到武汉疫情结束。 ”

杨光： 社区服务需要真心
耐心细心

“婆婆，我杨光啊，您女儿给
您买的青菜到了。 ”操着地道的
黄陂话，杨光敲着门。

老人打开门， 探出脑袋，看
到杨光，脸上绽开笑容。

递过蔬菜，杨光关门时，还不
忘嘱咐：“再开门记得戴口罩。 ”

杨光是江汉大学体育学院
的大四学生，2 月 20 日， 他加入
志愿者行列，服务黄陂区建国社

区，给居民配送生活物资。
杨光负责 3 栋楼，146 户居

民。“当时以为，只要挨家挨户上
门跑一圈、问一遍，就都解决了。
但一天下来，怎么让居民了解尽
可能不出门、如何让大家都加入
社区‘买菜群’……千头万绪，都
是难题。 ”

面对个别居民的不信任，他
就耐心地给他们看证件、 看公
告；独居老人不会用微信，他就
用很大的字留下电话号码；不少
居民家里没人， 他就留字条、请
邻居转告……杨光说，社区服务
需要真心耐心细心。

从一大早一直忙到下午一
点多，工作告一段落。 杨光泡了
一桶泡面，边吃边和几个发小视
频，笑谈这一上午的忙碌。 这是
他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是大学生
志愿者， 他们并肩守卫这里，守
卫武汉人的家。

易春恒： 做了志愿者才体
会到基层不易

“您好，我是社区居委会的
志愿者，之前帮您送过重症药的
那个小易。 我马上到，您莫慌！ ”
一边打电话， 一边快步疾驰，来
不及擦拭额头上的汗水，易春恒
赶紧安慰心急的居民。

35 岁的易春恒，住在硚口区
宗关街变电社区。 2 月 6 日，他来
到社区居委会，主动报名参与社
区志愿服务。

“配合社区居委会为居民购
药、送菜、组织居民团购生活物
资，是我每天的工作。 ”易春恒
说，每晚他都要收集好居民们的
购药需求，早上 5 点赶到药店排
队帮助居民购药，一天十几个小
时的工作强度。“做了志愿者，才
体会到基层不易，这个月累计购
药送药 2000 人次以上了， 我对
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为避免给
刚满一岁的女儿带来感染风险，
一个多月来，他吃住都在车上。

老街坊高德安一提起易春
恒，竖起大拇指直夸：“我屋里婆
婆有帕金森和高血压，日常用药
不能断， 多亏了小伙子伸出援
手。 ”很多老年人不会使用电子
支付，手头现金又不多，易春恒
都主动帮忙垫付。“我们先垫支
资金近 3 万元了。 ”易春恒说，在
他的影响下， 现在已有 30 余人
加入他的“易春恒团队”，帮助居
民及时解决生活急需。

“灾难来临的时候谁都无法
置身事外，我只想在自己能力范围
内，尽一份心意。 ”易春恒说。

刘煜：居民有需求，我就全
力以赴

一身白色的简易隔离服，头
发被汗水打湿贴在额头上，四五
十斤重的喷雾器在他肩膀上勒
出 2 道深痕，记者见到汉阳区江
欣苑社区志愿者刘煜时，他正背
着喷雾器满社区消毒。

刘煜 33 岁， 是长江武汉航
道工程局的一名项目副经理。 谈
及到社区当志愿者的初衷，刘煜
说：“我是武汉人， 家乡遭难，不
能坐在家里无动于衷。 就是想出
一份力。 ”

江欣苑社区有 5470 多户、近
2 万居民。 社区 41 栋楼、128 个
单元， 但是消毒人员只有 6 个。
“人手有限， 这儿消完毒就得快
点去其他楼栋。 ”听说一名确诊
病人家中需要消毒，刘煜二话不
说就冲了进去，角角落落仔仔细
细消毒了一遍，出来的时候浑身
湿透了。

疫情严重时，江欣苑社区有
“四类人员”70 多例。“说实话，我
也很害怕被传染，毕竟家里还有
60 多岁的父母。 ”刘煜说，但是看
到社区工作者仍在辛苦忙碌，
“我就想帮帮他们， 不能当个旁
观者。 如果他们也倒下了，那社
区就更没人守护了！ ”

社区楼栋消毒、记录居民诉
求、代购奶粉药物、分发爱心物
资……从 2 月 1 日开始，刘煜已
经在江欣苑奔波了 40 多天，工
作内容也越来越杂，“居民有需
求，我就全力以赴！ ”

（据《人民日报》）

武汉三名 90 后抗疫记：“用我的方式，守护我爱的城市”
“以前我是被保护的人，现在我来保护家乡。”22 岁的商超志愿者

郑欣怡的这番话，道出了许多 90 后志愿者的心声。
疫情之下，他们扛起责任，奔向社区、商超、方舱医院、隔离点，到

每一个有需要的地方。
从前分不清五谷杂粮，现在能熟练分拣蔬菜；从前少做家务，现

在能扛能挑；从前脾气急躁，现在懂得为别人着想……抗疫中，90 后
迅速成长。

王志勇在查房

志愿者古丽迪娜在社区为居民送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