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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广东超 6万人（次）志愿者奔赴抗疫一线
� “我马上到！ ”“我可以通宵”

“我已完成两针疫苗注射， 核酸检
测阴性，我也随时可以来”近日，广
州越秀区志愿者的群聊记录刷屏
网络，网友们纷纷表示“看哭了！ ”
据了解，5月 29日晚 8点半团越秀
区委发布招募通知， 不到 4 小时，
已有 1131 名志愿者报名。 这是广
东志愿者团体的一个缩影。

据数据统计，自 5 月 21 日至
30 日，广东省各地已先行上岗疫
情防控志愿者超 6 万人（次 ），其
中“i 志愿”系统登记录用志愿者
21503 人。

多地志愿者投身抗疫一线

测温、维持秩序、咨询答疑、
发放核酸检测条形码、帮助老年
人使用手机……在核酸检测点
和疫苗接种点，志愿者奔忙的身
影随处可见。

据了解，2020 年， 广东共青
团全年组织动员超 43 万名志愿
者、超 1 万个志愿服务组织团队
投身抗击疫情复工复产一线。 今
年 5 月 21 日疫情散发后， 团省
委将疫情防控应急志愿服务作
为在重要关键时刻，组织动员广
大志愿者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应
急志愿服务。

广州市荔湾区是本次疫情
防控重点区域，团荔湾区委自 21

日起启动应急预案、进入战时状
态，以区青年志愿者协会为基干
力量，储备超过 1000 名志愿者参
与疫情防控。 团越秀区委迅速成
立综合统筹组、 志愿者管理组、
关爱医护人员组、宣传对接组等
4 个专项组， 召集志愿者奔赴区
内 162 个检测点，积极投入到疫
苗接种、核酸检测、防疫引导、物
资供应等志愿工作中。

5 月 21 日-30 日期间，团深
圳市委共组织 29780 人（次）志愿
者，投入 2103 个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项目中。 茂名组织青年战“疫”
突击队在市人民医院常态化开
展防疫助医志愿服务，每天上岗
志愿者超 50 人（次）；5 月 25 日
出现疫情后，青年战“疫”突击队
加派近 80 名志愿者到市人民医
院协助群众进行核酸检测、扫粤
康码、宣传并劝导群众外出戴口
罩、普及预防冠状病毒知识。

“广东共青团”“广东志愿
者”微信公众号、视频公众号第
一时间公布官方讯息，号召公众
不信谣、不传谣；发布志愿者招
募信息、 推出疫情防控推文、短
视频，传播正能量，稳定公众情
绪，建立公众信心。

保障一线志愿者生命安全

据团省委志愿者行动指导中

心负责人介绍，“在队伍机制建设
方面，常态化启用省市县三级志愿
服务应急联系机制；在培训要求方
面， 制作推广疫情防控培训课程，
严格要求志愿者‘培训不到位不上
岗’，学习规范的工作流程。 ”疫情
发生后，团省委要求各地将志愿者
的安全放在重要位置， 严格做到

“不必要， 不上岗”“防护不到位不
上岗”“培训不到位不上岗”和“谁
使用、谁管理、谁保障”。

截至目前， 全省 21 个地市
团委直接联系指导的应急志愿
服务队伍达 135 支，制定疫情防
控志愿服务工作预案。 一旦发生
疫情，所在地团组织将第一时间

向当地指挥部报到， 请示任务，
待命出征。

同时，团省委广泛协调联动社
会各界资源，源源不断为基层一线
志愿者提供防护物资。第一批迅速
行动筹集超 2万个医用外科口罩、
2万双防护手套、5000个护目镜等
防护物资，支援广州等地一线疫情
防控志愿服务工作。各志愿服务组
织也为志愿者购买保险、提供防护
物资和餐食保障等。

只要有需要，我就一直在

志愿者协助重点区域核酸
检测点、疫苗接种点开展维持现

场秩序、 指引市民扫码登记信
息、帮助使用手机不便的市民填
写信息、 实时解答市民疑问等 7
大类志愿服务活动。

“我院目前超过 40 名老师
和同学报名了志愿者，请您这边
安排”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
的学生小陈 29 日晚 12 点多仍与
团越秀区委志愿服务负责人紧
密对接第二天的服务事项，30 日
便组织了 70 余名医学专业背景
的志愿者支援越秀区大塘街核
酸检测点。

“只要有需要，我就一直在
这里！ ”职场青年阿慧多年来坚
持利用闲暇时间开展志愿服务，
她坚守在荔湾区的疫情防控岗
位上，为前来做核酸检测的街坊
提供指引。

佛山市南狮退役军人志愿
救援队队长马建华和他的志愿
者队友们在接到团佛山市委发
出的支援任务后，半小时内迅速
组成志愿服务队，并赶到亚艺公
园等检测点协助疏导、 引导群
众。 志愿工作持续到凌晨 3 点多
结束，早上 7 点多，马队长再次
组织 100 名志愿者支援祖庙各
社区检测点。“我们的队伍中，大
部分都是退役军人，不少的志愿
者是特意请假过来支援服务的，
希望为本次检测出一份力”。

（据羊城晚报·羊城派）

连日来，广州新一轮新冠肺
炎疫情备受关注，荔湾区率先开
展全员核酸检测。 5 月 30 日起，
海珠区、越秀区也开展大规模核
酸检测。

一时间，一线医务人员和工
作人员通宵奋战。 这当中就有一
批穿着广州志愿者小马甲的青
年志愿者，他们积极指引市民使
用小程序登记个人信息，关注市
民群众需求，尽可能提供周到的
服务。

有的志愿者从早到晚坚持
全天工作，拒绝轮换；还有一些
上午在一个检测点工作，到了下
午便到另一个点支援。 晚上 7

点， 本应该吃完饭休息的时间，
仍有不少志愿者仍选择继续工
作，为跑赢这场与病毒赛跑的战
“疫”而奋斗。

志愿者接连工作 8 个小时

“我也感受了一回医务人员
的不易！ ”脱掉简易防护服后，詹
东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5 月 30
日，广州市越秀区开展大规模核
酸检测，从当天下午两点多上岗
至晚上 10 点结束工作， 他已经
在现场奋战了近 8 个小时。

5月 29日， 在收到招募志愿
者的通知后， 詹东颖第一时间就

报了名，“我从小在广东省体育场
附近长大， 当这个熟悉的地方需
要我时，哪怕只有我一个人，我也
要站出来。 ” 不过到了今日上岗
时， 现场志愿者队伍规模超出了
他的想象。“有好几支队伍，光我
们自己的队伍就有十几人。 ”

下午，詹东颖负责的是外场
的秩序维护和登记支援工作。 他
向南都记者表示，现场接受检测
的群众都非常配合工作，秩序井
然。“不过线上信息录入的方式
对没有智能手机和微信账号的
老人而言不太方便，我们会手把
手地帮助他们进行信息录入。 ”
他表示，年事已高的老人可通过
快速通道优先接受检测，“这是
个非常人性化的设置！ ”

晚上 7 点左右是志愿者们
的晚饭时间。 不过，令詹东颖感
到意外的是，自己是最早从岗位
上退下来休息的。“很多队员很
晚才吃饭，工作停不下来。 ”

饭后休息片刻后，詹东颖轮
换进入内场工作。 由于需要近距
离接触医务人员， 并搬运试管，
他也需要全副武装，帽子、面罩、
N95 口罩、防护服、手套等一件
不落地穿在身上，唯一和医务人
员不同的是，志愿者的防护服是
透气的半包式防护服。 即便如
此， 他身上的衣服也是干了又
湿，湿了又干。

太阳下山后，“龙舟水”如约而
至，倾盆大雨过后更是变得湿热起
来。“每次休息的时候，我可以一口
气喝完整瓶矿泉水，但根本不需要
上厕所，身上的水分全部出汗蒸发
掉了。 ”詹东颖打趣道。

为卧床老人上门测核酸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战
“疫”， 而是一群人共同的战
“疫”。 5 月 29 日晚收到全面开展
核酸检测的通知后，5 月 30 日一
大早，海珠区新港街道银禧社区
就展开部署，在当日下午 2 点以

“栋” 为单位为千禧花园的住户
提供核酸检测服务。

由于广州近期的天气不是
很稳定， 有时上午还是艳阳高
照， 到了中午就变成了倾盆大
雨。 为了让医务人员和排队等候
检测的居民享受到最好的环境，
社区特地将检测点由室外转移
到了室内，排队区域也由露天转
移到了架空层。 新港街道银禧社
区党委书记罗穗介绍，为了防暑
降温，在排队区域放了两台大风
扇，在检测区域安上空调，让医
务人员吹上冷气。

排队过程中，上了年纪的陈
爷爷一直坐在队伍旁边的椅子
上。 队伍在不断小步挪动的过程
中，陈爷爷要等待很久才缓缓起

身，拖着凳子慢慢向前走。 陈爷
爷的爱人告诉南都记者，陈爷爷
刚做完腰部手术没多久，站一分
钟腰部都会感到疼痛。 他们二人
已经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伍了，又
不好意思向工作人员反映，只能
坐着慢慢排。

幸好现场的物业管理人员
注意到了他们，在社区党员先锋
队志愿者的帮助与指引下，陈爷
爷二人进入了快速核酸检测区。
检测完后，陈爷爷一直向工作人
员表示感谢。

“当听到老人家和她说‘谢
谢’二字时，心里就觉得特别开
心！ ”来自海珠区新港街道银禧
社区党员先锋队的郑小姐告诉
南都记者，这是这两天来她最大
的感受。

“上了年纪或是行动不便的
老年人，我们都会优先安排。 ”罗
穗表示,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会
安排工作人员上楼用轮椅接他
们下来；对一些卧床不能走动的
老年人，则会在后期安排医务人
员上门进行检测，保证小区中的
每一个人都能够检测到。

“虽然还是有点热，但我们
都不会被晒到也不会被雨淋
到，排队也很有秩序，一点都感
觉不到混乱！ ”正在排队的许阿
姨说道。

（据《南方都市报》）

广州志愿者的战“疫”日记：
奋战八小时，出汗太多不用上厕所

志愿者帮助老年人填写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