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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广州青年志愿者的“浪漫”

志愿者的浪漫
在于“反差萌”

有一群青年，可以“建证未
来”，上班时出入工地搞建设，下
班后不讲条件、不打折扣，穿着
厚厚的防护服，戴着密不透风的
手套，迅速集结、立刻出动，他们
是广州青年防疫应急志愿者储
备队中国建筑分队“建证未来”
青年志愿者；

有一群青年， 上班与金融
“竞技”， 疫情之下与病毒“赛
跑”， 他们是广州青年防疫应急
志愿者储备队竞宇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分队青年志愿者；

有一群青年，上班与药剂共
舞，疫情之下跑出“广州速度”，
他们是广州青年防疫应急志愿
者储备队王老吉大健康公司团
委分队青年志愿者……

志愿者的浪漫
在于精通多语

在一片“志愿绿”中，有一位
28岁的“海归”广州青年，以超高热
情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利用自
己熟练掌握四门外语的优势，为疫
情精准防控作出积极贡献。

“我叫周济元，元本的元，同
舟共济的济。 如果可以的话，我
想发挥自己的外语优势成为广
州青年志愿者，以志愿服务的形
式服务广州。 ”出生于 1994 年的
周济元是一名广州本土青年。 在
美国留学超过 6 年的他能够以
英、法、德、日四门外语与外国人
流利交流。 2022 年，他报名参加
了 3 场海珠区大规模核酸检测
志愿服务。“利用自己的外语优
势开展志愿服务是一种责任，也
是一种享受。 ”

随后，周济元还参加了越秀
区的流调溯源工作。 3 月 19 日，
广州青年防疫应急志愿者储备
队了解到登峰街道需要有外语
特长的志愿者，立刻发出招募通

知，周济元看到后便立刻报名。 3
月 20 日一大早， 周济元用油性
笔在 4 张 A4 白纸上写“ENG－
LISH"“FRAN AIS”（英语或法
语） 并将其贴在了自己的马甲
上。“这边的街道有比较多来自
西非国家的外国人，看到这个可
以提示他们有需要就找我。 ”

王韵桥是一名精通英语的
“90 后”医学博士。 2021 年，新婚
不久的他，推迟了婚礼，在广州
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2022 年
已成为“准爸爸”的他再一次以
青年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 他说，希望利用自
己的医学专业优势服务市民群
众，将来要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孩
子。“祖国是我们背后强大的支
撑，报效祖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责任。 ”

2021 年，澳门科技大学在读
医学博士王韵桥来到广州开展课
题调研。当年 5月，广州暴发本土
疫情后， 他立刻报名参与市级青
年防疫应急志愿者储备队， 在一
个月内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超
过 200小时， 他利用自己的英语
优势帮助外国友人顺利完成核酸
检测，受到点赞和好评。

由于参加志愿服务，王韵桥
不得不推迟与新婚妻子的婚礼，
心中的愧疚使他写下一封信：
“去年武汉疫情同胞多受磨难，

众志成城方得以战胜疫情，之后
我常常和你说起自己去年未能
参与之遗憾。 疫情虽是天灾，但
值此之际我实难置身事外……
能尽绵薄与广州同进退，我得偿
所愿。 ”

2022 年，王韵桥从新闻上得
知广州的疫情防控形势后，再次
立刻报名参加志愿服务。“这次
回来我有不同的感受，如今我已
是一名准爸爸，我必须做自己子
女的榜样，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孩
子， 祖国是我们坚强的后盾，因
此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
责无旁贷。 ”

今年 3 月 21 日， 王韵桥前
往越秀区登峰街开展大规模核
酸检测志愿服务，许多外籍人士
居住于此，他们许多人只懂简单
的英语。 王韵桥与志愿者小伙伴
相互配合， 小伙伴以法语服务，
王韵桥则以英语服务，向外籍人
士宣传疫情防控政策，提醒防疫
事项等。 有了去年的经验，他感
觉自己服务起来也更加专业和
高效了。

志愿者的浪漫
在于即叫即到

“辛苦各位志愿者！ 若上午
能参加（服务） 的请群里扣个
‘1’。 ”2022 年 3 月 16 日，南沙区

近千名青年志愿者闻令而动，投
入到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中，开展
防疫宣传等志愿服务。 一个个
“1”在微信聊天群中刷屏。

3 月 11 日，天河区开展大规
模核酸检测筛查，天河区消防救
援大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包括
党员 9 人， 团员 7 人共计 20 人
参与。 记者了解到，当时，沙河、
林和消防站 6 名指战员宁愿放
弃休假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也要
申请参加志愿活动。

因申请参与活动的队员过
多，队站干部考虑到需确保队站
执勤力量，与正在休假指战员沟
通，其中 5 名休假在位的指战员
归队参与执勤。除指战员外，2 名
指战员家属也参与了志愿活动。
参与志愿服务的全体指战员及
家属全天在岗，为市民群众提供
服务。

志愿者的浪漫
在于日夜守护

广州青年志愿者的浪漫，更
在于日夜守护。

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尽
管岗位各异，广州青年防疫应急
志愿者储备队志愿者身披“志愿
绿”，开展核酸检测志愿服务、流
调溯源、防疫宣传等工作，在一
个个昼夜守护着市民安康。

“80 后”外科护士黄玲玲曾
经见过深夜的月光， 见过凌晨 4
点的广州，见过早上 7 点洒进病
房的阳光，最难忘的却是青年志
愿者眼中的“星星”。

尽管平时工作需要“三班
倒”， 工作辛苦的黄玲玲还是经
常抽出时间，参与志愿服务。 自
2020 年疫情发生以来，只要不用
上班，黄玲玲都会积极参与到社
区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之中，为市
民群众耐心解释核酸检测咽拭
子和鼻拭子的区别，以及开展核
酸检测的必要性、重要性。“志愿
者工作累并快乐着。 看到群众的
笑容我就很高兴，尽管他们不知
道我们的名字，但是他们都夸有
志愿者真好，所以只要有时间我
就做志愿者。 ”

广州志愿驿站不但是志愿
者开展服务的实体“小屋”，也是
志愿者队伍共同服务社区的重
要平台。 记者了解到，团一大广
场志愿驿站的志愿者们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今，持续参与越秀
区珠光街道社区疫苗接种点志
愿服务，负责为市民群众提供指
引、测温、填表、派号、接种后观
测等志愿服务。

天河公园北门志愿驿站自
2022 年 2 月 11 号开始开始支援
广州火车东站、 天河区棠下街道
的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截至目前，
已在站场、 街道服务了 12 万余
人。 志愿者陈燕芬说：“交通枢纽
处的疫情防防控工作尤其要求快
速、井然有序。有时候两辆列车同
时到站， 我们要一一核实旅客的
行程码、健康码，还要引导黄码人
员另外登记，工作量很大，但是作

为志愿者，我很自豪。 ”
越秀区城隍庙广场志愿驿

站从 2022 年 3 月 11 日下午就开
始参与越秀区北京街道大规模
核酸检测志愿服务。 志愿者们配
合医护人员的工作，检查每一位
市民的健康码，确保核酸检测工
作顺利进行。 站长陈惠霞说：“大
部分的街坊都收到了有关七天
三检的手机信息，心情难免有些
恐慌。 看到熟悉的志愿者后纷纷
问我们该怎么办。 我说，只要我
们做好防疫工作， 就一定会平
安。 街坊们听到后都很安心，都
说多亏有了志愿者。 ”

广州志愿者战疫“画像”

据统计，3 月 9 日至 3 月 24
日， 团市委统筹调动各团区委，
组织 11524 名志愿者在 278 个核
酸检测点开展志愿服务，累计上
岗 3.22 万人次， 服务时长 14.02
万小时；985 名志愿者参与重点
人员排查志愿服务， 服务时长
7016 小时。 市级储备队调度 603
名志愿者上岗， 累计上岗 1528
人次，服务 4147 小时。

记者试图梳理半个多月来广
州青年志愿者的战疫“画像”，发
现目前防疫志愿者主要为企业青
年，基本上为 90后。此外，广州青
年志愿者协会、全市 77 间志愿驿
站通过社会化招募的常态化服务
队伍也坚守防疫一线。

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中国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广州竞宇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王老吉大健康公司、广州市
番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中
国联通广州市分公司、广东省再
就业与创业发展促进会等 31 家
企业和单位响应号召，加入了广
州青年防疫应急志愿者储备队。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筑牢防疫屏障，广州创新青年志
愿服务模式， 构建市、 区、街
（镇）、村（居）四级联动机制，统
筹调配青年志愿者队伍和志愿
者防疫保障物资，及时解决人员
和物资供给不足情况，实现快速
响应、紧密对接、高效调配。 此
外，畅通基层“点单”渠道，开通
市志愿服务集中管理信息通讯
平台， 主动公布市、 区两级志
愿服务联络员通讯录，组建工作
专班，积极向各团区委“询单”，
接受基层按需“点单”，推动供需
精准对接。

为提升多方“接单”能力，广
州还成立市级青年应急防疫志
愿者储备队，依托各区青年志愿
者储备队、 青年志愿者协会、志
愿驿站常态化服务队伍和企业
志愿者队伍等，广泛招募社会志
愿者，实施“定向调度”“抢单上
岗”， 实现青年防疫志愿队伍高
效匹配、迅速集结。

阳春三月，当绿意开始在城
市蔓延，广州青年志愿者们以实
际行动，为市民群众点亮了一抹
暖心舒心的浪漫“志愿绿”。

（据《广州日报》）

在广州，春回大地的时候，浪漫就是在黄花风铃木下的一场邂逅；浪漫就是晒干木棉花
煲的一碗祛湿汤；浪漫就是期待夏日到来的灿烂笑容……

半月来，超 3万人次广州青年志愿者投身防疫一线。 疫情之下，广州青年志愿者的浪漫是
什么？是疫情之下护你我周全的决心，是从不退缩一往无前的勇气，是战疫路上的互相陪伴，是
给市民提供满满的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