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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绥芬河战“疫”中的志愿力量
� � 这几天，团绥芬河市委书记
刘兆国的微信里出现频率最高
的词就是：“我上！ ”

“有时候，我还会受到一些志
愿者的‘质问’：凭什么让别人去，
不让他们去。 ”谈到青年志愿者抢
着干活的状态，刘兆国特别骄傲。

作为毗邻俄罗斯的边境城
市，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因受到回
国人数增加影响，境外疫情输入
防控压力增大，成为全国关注的
热点地区 。 为应对疫情防控需
要，团绥芬河市委在短时间内成
立了由 880 名志愿者组成的绥
芬河市青年志愿者突击队。

据介绍，青年志愿者被分为
物资运输 、小区管控 、防控冲锋
等多支突击小队，先后参与了方
舱医院筹建、 市医院突击改造、
医院库存管理、 捐助物资登记、
输送后勤给养、小区卡口管控等
工作。 截至目前，志愿者已开展
工作 2300 人次。

3小时招募 800余名志愿者

4 月 3 日， 团绥芬河市委向
全市青年发出志愿者突击队召
集令，号召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
战“疫”服务。

“当时觉得能招募 100 多人
应该就够了。 ”刘兆国回忆说，但
志愿者的热情程度让他很意外。
招募令发出后，临时组建的微信
群很快就满了。 不到 3 个小时，
就有 800 多名青年志愿者报名
进群，团委干部只好分建两个群
管理。

志愿者团队刚建立起来，第
一项任务就来了。 当晚，绥芬河
气温骤降， 从口岸入境的 30 多
名同胞没有御寒衣物。

接到消息之后，刘兆国立即
在群里发消息：希望能够募集一
些棉服。“我在市中心广场等大
家， 能找到物资的就来这儿集
合。 ”刘兆国说。

信息一发出，志愿者纷纷响
应。 有的志愿者在群里回复即刻
出发，有的志愿者主动揽下运送
的工作，还有志愿者担心自己家
的衣服不够新，专门给刘兆国发
信息，问能不能捐。

过了大约 40 分钟， 一对夫
妻就带着几件棉服赶了过来。 没
过多久， 又来了 6 个大学生，这
些人交付好衣物后，还主动留下
来帮他搬运整理。

刘兆国回忆，那天晚上天气
很冷，气温大约零下 15 摄氏度，
风吹在脸上，让人睁不开眼。“当
时有的人脸都冻红了，我让他们
到车里休息， 但没有一个人去，
都帮着我们一起干活。 ”

绥芬河市青年志愿者突击
队成员来自当地各行各业，既有
本地人，也有在当地做生意的外
乡人。“这一刻，他们都主动站出
来，加入志愿者队伍为抗击疫情
贡献自己的力量。 ”

不到一个小时，志愿者就“超
额”完成任务：筹到了 100 多套棉
被棉衣棉裤等保暖御寒用品。

当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向旅客解释衣物来源时，人们纷
纷鼓掌感谢团绥芬河委和青年
志愿者的付出。

当晚，了解到防控一线工作
人员由于工作条件困难无法上
厕所， 团市委还通过志愿服务
群，连夜为一线医护人员筹集成
人纸尿裤。 征集信息在两个志愿
者群内发布后，仅用时 1 个小时
就筹集了 418 片成人纸尿裤，并
连夜送到前线。

刘兆国说：“那一晚，我看到
了青年志愿者的战斗力！ ”

做志愿服务让人感到踏实

青年志愿者宋琼是当地一
家装修公司的老板。 从大年初六
开始，他就一直在做志愿服务活
动。 4 月 3 日，妻子在朋友圈看到
了志愿者的招募令，就随手转发
给他，宋琼立刻加群成为绥芬河
市青年志愿者突击队的一员。

“500 人的群，不到两个小时

就几乎加满了， 大家还开玩笑
说，这是自己所有群里组建最快
的。 ”他说，“我当时就想了，我一
定要去最前线， 因为我身体好，
时间充足。 ”

4 月 5 日， 一项给医务人员
所在酒店送餐的任务被派下来。
宋琼立刻跟自己的朋友一起揽
下了。 当地医务人员被安排在 5
个酒店居住，他们主要负责保障
一日三餐的配送。

他告诉记者， 为了按时完成
任务， 他每天早上 4点起床，5点
半准时驾车赶到取餐点，280多份
早餐要在 10分钟左右装上车。有
时早上气温低， 他们在外面送餐
的过程中，睫毛上都会结霜。

让宋琼记忆最深的一次是
下雨天，路上很滑，同伴在送餐
的过程中不小心摔倒了，手里的
盒饭也摔碎了。 当时医务人员很
理解他们，并没有半点埋怨。 那
件事让他觉得做志愿服务让自
己感受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
暖。“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后，我感
觉自己过得很充实，每天睡觉都
很踏实。 ”

为了应对逐渐增多的新冠
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绥芬河市决
定将边境贸易合作区的电商大
厦改建为方舱医院。 协助改建方
舱医院的任务就落到了绥芬河
市青年志愿者突击队身上。

刘兆国将任务发到群里后，
很多人纷纷表示要参加。 有的人
没车，就在群里分组拼车一起前
往。“团委没派一辆车，200 多名
志愿者都按时赶到了现场。 ”刘
兆国说。

常坤算是志愿者中的老大
哥， 在清理方舱医院过程中，主
要负责统筹工作。 他告诉记者，

部分楼层地面很脏，志愿者分工
协作，对房间逐个打扫。 而且由
于时间仓促，每位志愿者都是自
带工具来参加。

刘兆国说，起初，计划当天
只要打扫出两层，可志愿者的积
极性被远远低估。 从下午 2 点一
直干到下午 6 点，志愿者将整栋
大楼打扫了一半。“200 名志愿者
仅用两天时间，就将方舱医院全
部打扫完毕。 ”

各级团组织接续驰援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黑龙江
省各级团组织都纷纷行动起来，
支持绥芬河前线抗击疫情。

团黑龙江省委结合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变化，着力向重点领
域、重点区域集中力量、集中资
源，聚焦边境口岸城市，切实把
爱心人士捐赠的防护物资集中
到抗疫一线。

在得知边境口岸城市抗疫
防护物资紧缺后，团黑龙江省委
副书记张涛带队，第一时间将价
值 120 余万元的各类抗疫物资
送往绥芬河，支援当地疫情防控
工作。

为解绥芬河疫情防护物资
短缺的燃眉之急，团黑龙江省委
积极调动各方资源， 紧急采购
1000 件志愿者马甲、1 万只口罩、
1 万副手套、1000 套防护服、1000
个护目镜等物资。 黑龙江省青联
常委贾秀芳、省青联委员潘云峰
积极对接，主动捐赠了 100 套日
化用品套装、100 盒熟食点心礼
盒、3 套斯迈尔消毒液生成器、
180 桶消毒液以及 50 个雾化器，
用于支持边境口岸防疫工作。

（据《中国青年报》）

� �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
西各级民政部门努力克服疫情
造成的影响，积极作为，多措并
举， 加快推进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保障政策落实， 截至 4 月 30
日， 已审批发放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基本生活补贴 4952 人，累
计发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
生活补贴超过 900 万元。 一是
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督察指导。
二是坚持因地制宜，细化保障措
施。 三是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工
作合力。

各级民政部门统筹安排各

级政府购买未成年人关爱保护
服务项目资金， 自治区民政厅
统筹安排 2020 年自治区福彩
公益金和中央困难群众救助补
助资金共 500 万元， 继续支持
2019 年确定的 20 个贫困县开
展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将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保障作为服务项
目的重点内容， 制定实施方案
和工作指引， 并举办业务视频
培训，积极引导慈善组织、社工
机构、 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力
量参与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
关爱服务工作中来， 发挥专业

特长开展精准化、个性化服务，
帮助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提
高监护能力， 帮助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走出困境。

今年自治区民政厅首次将
政府购买服务延伸至乡镇级，
安排经费 550 万元支持 110 个
乡镇（街道） 社工站每个 5 万
元， 协助开展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排查、核查等留守、困境儿童
关爱服务， 对推进基层儿童关
爱服务“最后一公里”作出积极
探索。

（据民政部网站）

� � 日前， 广东省民政厅印发
《关于做好全省民政领域新冠肺
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通知》，
要求继续抓好民政服务机构疫情
防控， 坚决守住民政服务机构不
发生疫情的工作底线。 养老服务、
儿童福利、救助管理、精神卫生福
利等机构要严格落实人员出入管
控措施，减少非必要人员进出。 继
续做好健康监测、值班值守、保洁
消杀、膳食管理工作；如发现异常
情况，须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做好
处置工作。各地要根据所在地区疫
情防控等级，按照“一县一策、一院
一案”的要求，结合当地复工复产
复学安排， 以保障刚需服务为重
点，进一步完善复工复产复学应急
预案，在报请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
同意后，稳妥有序开展服务。

《通知》强调，要指导城乡社
区推进各项防控措施落地落实。
指导社区科学精准制定实施社
区疫情防控措施，做好新冠肺炎
治愈患者和解除医学观察人员
回归融入社区，助力全面复工复

产。 积极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
防控和社区服务。 充分发挥社会
工作的专业优势，加强对新冠肺
炎感染者、被隔离人员、一线工
作人员、入境人员等群体的心理
援助与社会工作服务。

《通知》强调，要动员引导社会
力量参与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督
促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做好针对疫
情防控捐赠款物的拨付、 分配工
作，依法依规完善捐赠手续，做好
信息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进
一步发挥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
务社会、服务行业、服务群众的作
用，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配
合相关部门落实联防联控各项工
作措施，织牢群防群治防控战线。
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调研指导，千
方百计支持帮助企业科学复工复
产。积极引导广大志愿服务组织和
志愿者继续投身常态化疫情防控，
着重在协助医疗救助、参与社区防
控、提供便民服务、帮助企业复工
复产等方面开展线上、线下服务。

（据民政部网站）

广东：做好民政领域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 广西：推进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政策落实

� � 5 月 7 日获悉，湖北省财政
厅、省扶贫办、省供销合作总社、
省总工会日前联合印发通知，要
求落实《湖北省消费扶贫行动实
施方案》， 进一步推进政府采购
支持消费扶贫。

《通知》强调，要优先引导

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 做好
完善基础信息、预定采购规模、
组织引导采购、加强货源管理、
搭建展示平台等系列工作。 要
优先支持采购贫困地区物业公
司的物业服务， 按照注重实
效、切实可行的原则确定采购

贫困地区物业服务的需求。 要
优先鼓励工会组织实施购买贫
困地区农副产品行动， 充分发
挥工会组织的职能优势， 引导
单位利用工会组织开展消费扶
贫活动。

（据《湖北日报》）

湖北：推进政府采购支持消费扶贫

在绥芬河市富民互市贸易区，志愿者搬运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