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疫情正在牵动着无数
人的心。 医务人员、志愿者、城管
人员、人民警察等，许许多多的
逆行者连续多日奋战在抗疫一
线， 在残雪未消的街头瑟瑟发
抖。 而那些奔波的身影、那些沉
重的脚步，构成了时代洪流下个
人生活的拼图，真实映照着逆行
者的日常。

为此，记者通过线上采访的
方式和三名社区防疫志愿者进
行了对话，听他们讲述抗疫的一
些值得铭记的瞬间。

收到送来的暖贴和饼干
还是挺温暖的

由于目前西安疫情形势严
峻，防疫志愿者们每天都要组织
居民进行核酸检测，每天都要完
成超负荷的工作特别辛苦。

此次第一位受访者杨女士
是做会展行业的，平时会接一些
商演主持活动，此次疫情也是在
自家小区做志愿者。“疫情严重
的时候最先停摆的就是会展行
业，所以也没有工作可做，就想
给抗疫出份力，希望西安能够早
点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 ”杨
女士告诉记者。

而和其他志愿者不同的是，
杨女士是“直接上岗”的。

“本来是在青年聚和小蜜蜂
志愿者公众号上报了名， 但是报
名之后是需要的时候才会联系，
所以一直没有消息； 在封城第二
天小区做核酸的时候， 做完问了
一下现场其他志愿者还要不要
人，负责人说当然，越多越好，然
后就给我拿了志愿者小马甲，我
拿了衣服回家穿了个秋裤换了就
直接上岗了。 ”杨女士告诉记者。

而像杨女士一样的志愿者
在他们小区里还有许多，涵盖各
个年龄段，都是小区内的业主来
无偿帮忙的。“大家都是想出自
己的一份力，而且听说志愿者报
名的平台有几万人都报了我觉
得这么多人万众一心，西安肯定
没问题！ ”杨女士说。

开始杨女士的任务是负责
维持核酸检测人员秩序，但由于
当天小区所有人要采完，采样的
地方人手不够，杨女士就被安排
去辅助医务人员采样，主要是帮
助采样的医务人员给群众扫码、
试管贴标签、换试管等。

从中午临时上岗到晚上 10
点左右采样工作收尾时， 杨女士
负责的整个核酸检测小组共采了
六千多个样本。 问及她做志愿者
的感受， 她表示：“其实在核酸现
场偶尔也会怕一下， 因为大家到
我跟前都会摘口罩， 而且我穿的
防护服护的不是特别严， 但是工
作起来的时候就顾不上多想。 ”

志愿者不辞辛苦的同时，也
得到了民众们的“双向奔赴”。 杨
女士告诉记者：“在做志愿者的
时候， 有人给我们送了暖宝宝，
有人送了几盒饼干，感觉还是挺
温暖的。 ”

志愿者做了多轮
才敢告诉家人

在这场不见硝烟的疫情防
控歼灭战中，志愿者们用自己的

行动贡献力量，为这座城市尽快
好起来而努力付出，在疫情防控
时期为小区居民筑起一道“爱”
的防护墙。

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二位受
访者已经在岗位驻守了多日，她
告诉记者， 已经数不清次数，从

“封城”开始，做了多少轮核酸，
就当了多少次志愿者。 而对于被
选中做志愿者的经历，她用“幸
运”二字来诠释：“很多人都想当
志愿者，这可能是从心底迸发出
的本能吧，现在停工在家也有时
间精力，跟我一起报名的的人就
很多，只是我比较幸运，刚好被
选中了。 ”

回忆起报名的细节，受访者
说：“我自己是因为那天全市核
酸检测压力比较大，检测的人从
早到晚检测了一整天，差不多晚
上 10 点左右社区还有几个小区
没检测完，录入信息的人员冻的
受不了，于是社区在我们小区群
里问谁电脑使用熟练，可以做志
愿者帮忙录入信息。 当时报名的
人非常多，可以看出来社区人员
很激动，阿姨发语音声音都是颤
抖的。 我是做财务工作的，有笔
记本和外接键盘，录身份证号码
电话号码信息效率高，就选了我
和另一个女孩。 然后第一次工作

他们比较满意，就顺利踏上了志
愿者之路。 ”

受访者的工作是负责他们
社区部分小区核酸检测时录入
信息，遇到持“一码通”二维码的
居民， 就要手动录入身份信息。
最开始要求隔一天做一次核酸，
他们就隔一天去一次；现在是每
天做一次核酸，他们就每天都坚
守在岗位，而第一天做志愿者就
工作到了凌晨 3 点。

由于前几天防护措施不到
位，怕家里人担心，在做了好几
天志愿者之后才选择告诉家人。
她表示：“现在医生到位了，大家
也熟练了，不会再搞到半夜两三
点了， 冷是冷点但初心未变，没
有遇到纷争等影响情绪的事情，
整体感觉轻松有价值。 比我们辛
苦的人还有很多很多，负责捅嗓
子的核心检测人员今天已经转
战了五六个小区，他们比我们这
种临时工辛苦，也经历更多。 ”

一天下来站了 9 小时
走了 2 万多步

第三位受访者杨先生主动
请缨成为一名志愿者的时候，正
好从延安回到了西安，在居家观
察中。

根据杨先生讲述，因为自己
是一名党员，在志愿者服务这方
面相对比较有经验，并且觉得这
个时候社区肯定需要帮忙，需要
大量的人进行疏导。 因此他晚上
和物业联系， 但没有收到回复，
第二天早上联系了社区之后，正
式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第一轮志愿者工作并不是非
常顺利，由于物资紧缺，志愿者们
就自己戴着口罩穿上志愿者的小
马甲上任， 在核酸监测点给做核
酸的人员进行疏导， 要求他们保
持一米以上的距离，左边是持“一
码通”的人员，右边是老人和没有
身份证的人员， 一天下来一直反
反复复地喊，也没有小喇叭，有的
志愿者嗓子都喊哑了。

而第一天人比较多并且安
排的不是很合理，做核酸的秩序
也并不好， 出现了许多吵架的、
插队的“小插曲”。

杨先生告诉我们：“因为没
有太多防疫的经验和措施，虽然
对志愿者的工作充满了热情和
激情， 但回家还是保持高度警
惕，做了防护措施，在全身消毒
之后还将当天穿的外套放在了
门口。 ”就这样，杨先生结束了第
一轮的志愿者工作。

隔了一天后， 也就是西安
“封城”后第二轮核酸开启当天，
杨先生也开启了第二轮的志愿
者工作。 根据他回忆，相对于第
一轮核酸检测频频出现的插曲
和混乱， 第二轮便采取了策略，
逐栋楼一栋一栋往下叫，这样不
但避免了人员全部集中在一块，
既减轻了聚集的风险，排队的秩
序也有所提升。 而比较暖心的是
当天还有其他志愿者买的梨和
枣，在社区的办公室熬了一锅梨
枣御寒汤，给防疫的医务人员和
志愿者御寒。

2021年 12月 25日西安天气
突变，下起了鹅毛大雪，室外的检
疫人员和志愿者都非常辛苦。 杨
先生告诉记者， 他当天只穿了一

条秋裤， 来来回回围着工作区域
跺步，最后冻得实在不行，才进去
喝点梨枣御寒汤。 他当天站了 9
个多小时，走了 2万多步。

而在做志愿者的过程中，杨
先生也观察到一个细节：每做一
次核酸，防疫人员就要用消毒的
凝胶或者消毒液在手上反复地
洗，因为如果做完核酸不进行消
毒的话，就有可能会把病菌感染
给第三个人或后面的其他人。 但
这样一来，他们自己要承担的就
是反复清洗、反复受冻。

“我喷了一点给自己手上，
真的真的特别冰。 ”杨先生说。除
此以外，他还告诉我们，在这次
志愿服务中，切切实实体会到了
医务人员的艰辛，许多做登记的
医务人员就在一个地方坐着不
动，不能吃不能喝，一直重复着
一个动作。

而当杨先生的志愿者工作进
行到第三轮时， 除了在工作上更
有经验以外， 防护措施也越来越
完善。 根据杨先生讲述：“第三轮
时喇叭也多了， 社区也提供了一
些口罩和一次性手术衣；另外，还
有一些国企的朋友看到了这类情
况给我们捐了 6 套防护服和 10
个面罩，这样一来，至少我们自身
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据统计，当
天共有 23名志愿者，是来自各行
各业的人员聚集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杨
先生第一次做志愿者了，早在去
年河南受到暴雨侵袭之时，杨先
生所在的延长石油就组织进行
救援，带着企业捐助的物资在河
南一共奋战了 6 天。 而西安疫情
防疫工作时由于特别冷，许多志
愿者就把暖贴直接贴在了皮肤
上，导致直接烫伤。 由于情况紧
急，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总结

当下，一轮一轮的核酸检测
工作仍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志
愿者们的工作也仍在继续。 而在
与他们的对话中，也能深刻地体
会到民众们对西安疫情从最开
始的混乱 、害怕 ，到逐渐平静和
配合 ；核酸检测过程中的 “小插
曲”也越来越少。

突出其来的疫情在打乱我
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重塑着我
们的精神力量。 在武汉疫情、郑
州暴雨 、西安疫情中 ，我们看到
的是全国人们众志成城、互相帮
助 ；看到的是一方有难 、八方支
援；看到的是平凡人群中的一颗
颗英雄之心。 据了解，目前已经
有多个省市的医务人员来支援
西安、并为西安捐助物资。

而通过采访志愿者群体 ，我
们除了看到所有无偿去逆行的
民众以外，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到
了医务人员的辛苦 ，看到了 “志
愿者眼中的防疫人员”。 他们“一
人一消一采”，冻到手僵，为了套
上防护服而衣衫单薄，动辄通宵
达旦 、不眠不休 ，远比我们想象
中的要更加辛苦。 他们用实际行
动守护着群众的安全，众志成城
打好这场抗疫攻坚战。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而
春天，相信就在不远处。

（据《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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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
西安志愿者的一天

十三朝古都西安，这个拥有 1300 万人口的大城市，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而
封控管理。做为普通人，在 2021年 12月 23日居家之后，配合做一轮又一轮的

核酸检测。

军工社区外卖骑
手志愿者用电动车转
送医护前往下一个核
酸采样点

一名志愿者正呼唤群众下楼采集核酸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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