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河 海 大 学
MBA唐洋、马亮，石晶
晶、吴幸、翟波、张帆、
杨舒、魏博、陶涛、周莹
等，他们积极参与核酸
检测志愿者工作，组织
盟员捐款和物资采购，
一起顺利将19000只
医用外科口罩、65只
额温枪、150只体温
计、20箱酒精消毒液、
100瓶消毒凝胶、200
套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及时送达社区。

从 7 月 20 日禄口机场出现
疫情，到 8 月 19 日南京全域转
为低风险地区，再到 8 月 25 日
连续 13 天无新增⋯⋯疫情暴发
到现在，已经一月有余，南京正
在以最快最稳的速度逐渐恢复，
这是无数“逆行者”靠前战“疫”、
全城人民全力以赴的成果，其中
就有一群可爱的志愿者，他们真
诚奉献、迎难而上，承担了大量
繁琐细致的工作。

他们是活力有担当的青年、
是“退伍不褪色”的老兵、是普通
不平凡的你我身边人⋯⋯志在
战疫情，愿以无私付。今天，让
我们再次回顾，在疫情期间，在
防控一线，奋战在你我身边的志
愿者们的抗疫故事。

来自享道出行南京分公司的
网约车司机邱杰是万千志愿者中
的一员，疫情期间，他曾单日驱车
200余公里，帮助运送核酸检测
采样试管、标本，用实际行动为南
京抗疫贡献志愿力量。

从7月21日开始，为更有效
防控疫情，南京先后实施了多轮
全民核酸筛查，但从核酸检测取
样到检测结果公布并非一蹴而
就，需要社区、医院、志愿者们协
力完成。其中，核酸采样试管、采
样标本的运输就是影响核酸检测
整体进度的重要一环。彼时得知
南京华银医学检测所正急招志愿
者时，邱杰在第一时间就申请加
入了，没有一丝犹豫。

别看邱杰这样的专职司机志
愿者并不具备在一线抗疫的专业
能力，但后勤保障和物资供应却
离不开他们的全情付出。“最忙的
时候，一天连续开200多公里，
带着任务长时间驾驶很容易疲
倦。”邱杰告诉记者，因为承担抗
疫物资运输，也为保证安全，他每
天都需要身着全套防护服，在闷
热的环境下从早到晚工作12个
小时以上，数十趟往返于瑞金路
街道各社区与南京华银生物检验
所之间，而每一个来回都运送着
数千份核酸采样标本，安全送达
后又会带回数千份新的采样试管
保障全天的核酸采样需要。

十几天里，邱杰和众多的志愿
者一起，载着核酸试管等抗疫物资
频繁穿梭在城市各地。很多时候
为了能及时送达，大家要么晚几个
小时吃饭，要么就干脆随便扒上几
口就算吃过，但没有一个人喊苦喊
累。“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觉得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在社会需要时
应该贡献一点力量。比力气，我有
的是！”邱杰真挚地说。

出生于2001年的南京小伙
子贺彦军，目前就读于苏州科技
大学，即将升入大三。当疫情发
生后，他第一个念头就是回来看
看有什么是自己能为家里做的。

在家里待了几天后，贺彦军
发现爸爸妈妈都太辛苦了。爸爸
是玄武区红山街道工作人员，负
责疫情防控的后勤调配，妈妈也
是一名红山街道社区工作者，负
责维持核酸采样点的秩序。“他们
常常半夜回来，甚至有一天，我早
上起来后，我爸才刚推开门进
来。”就是早晨与爸爸的这个照
面，让贺彦军深受触动，“我要跟
爸爸妈妈一起战斗。”

家里的气氛一直都很民主，
得知儿子有这个想法后，父母二
人欣然同意，但没想到阻力来自
于奶奶。在贺彦军的奶奶心里，
已经满18周岁的孙子依然还是
个孩子，还需要被照顾。儿子儿
媳妇上“一线”虽然很辛苦，但也
是工作职责的一部分。贺彦军便
耐心地开导起奶奶。本科专业为
生物学的贺彦军，与同龄人相比，
对待病毒更多了一份理性。在贺
彦军看来，只要自己防护得当，严
格按照防疫要求，就不会有危
险。他把道理细致地讲给奶奶
听，同时表示，“我和妈妈在同一
个核酸采样点工作，您放心。”

在采样点，贺彦军主要负责为
来核酸检测的群众扫描身份证、检
查健康码等，并做好登记。在工作
中，贺彦军说自己深深感受到了医
护人员的辛苦与伟大。他说：“防
护服一穿、口罩一戴就是6个小
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感觉确实
很酸爽啊，但是在一线的工作人员
都是这个状态，我们要做的就是跟
病毒赛跑、抢时间，这些都是我在
书本里学不到的经历和启示。”

“行动是最好的入党申请，担
当是最真的诠释之举，恳请党组织
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
情真意切的入党申请书来自南京
市幕府山庄小学的一名普通教师
于上海。

疫情突发，在人手最紧张的
时刻，于老师主动报名加入防疫
志愿者队伍。“来，我们向右移步，
谢谢！”在核酸检测采样现场，作
为引导员的他，每天负责维持排
队秩序，一遍又一遍带领10人
一组的队伍前往相应的登记台，
从清晨到深夜。

7月22日，是于老师27岁
生日。在核酸采样现场忙前忙后
一整天，闲下来的时候，他才来得
及感慨：“今年的生日，虽然忙碌，
一整天下来也是腰酸背痛，脚底
发麻，但我却觉得过得特别充实，
格外有意义。”就在这个特殊时
刻，于上海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里面反复多次写到：“在
防疫一线，请党组织考验我！”

当问起于老师为什么要在这
个时候递交入党申请书时，他说：
“看见防疫点上高高飘扬的党旗，
看到学校的党员教师们、街道的
党员干部们、社区的党员志愿者
们纷纷冲在一线，深受鼓舞，这
就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
我迫切想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自
己的贡献。”

“正如入党誓词中说的‘随时
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我会
时刻发扬青年教师的志愿精神，
按照上级统一部署，配合做好保
障服务、秩序维护、物资保障、心
理疏导等工作。在保障自身安全
的前提下，与街道、社区共同构筑
起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于老师
的承诺在抗疫一线掷地有声。

封控小区的疫情防控牵扯大
量人力，除下沉到一线的机关党
员志愿者外，居民志愿者也是重
要的服务力量，66岁的马维珍大
姐便是其中一位。

马大姐退休前是建邺区南苑
街道话园社区书记兼主任，党龄
33年，也是南京市去年的最美平
安志愿者之一。7月28日晚，马
维珍路过建邺区吉庆家园时看到
小区被封控，她主动向街道请缨
当起了志愿者，带着小喇叭，在
30个楼栋之间来回喊话，让居民
下来做核酸采样，一直喊到夜里
两点。很快，她又同意了社工将
自己的手机号码公布在居民微信
群的要求。“马大姐热线”被接通
了，医院、药店⋯⋯在酷暑天帮助
有需求的居民跑腿办事便成了马
维珍每天的常态。

“居民的电话从早上五点就
有，一直到夜里，每天有几十
个。”一周多时间里，她跑了南京
十多家医院为居民买救命药，有
一次为给一位患癌居民拿药，她
一天跑了 7 家医院，人热到不
行；还有一次陪一位高烧儿童就
医，她在医院陪了孩子和家人6
小时。

8月1日晚11点，马维珍接
到吉庆家园居民刘海亮（化名）
的求助电话。原来，刘海亮的爱
人目前癌症晚期，在明基医院住
院，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他想
去见妻子最后一面。接到电话
后，马维珍对刘海亮说：“你不要
急，我马上就来。”那个夜晚，马
维珍陪刘海亮去医院见了爱人
最后一面。

疫情期间，马维珍每天常感
觉累瘫了，但第二天她又能精神
焕发，“在这个年龄还能为基层发
光发热，我觉得光荣。”

1.88米的个子，穿着绿马
甲，跟着一群志愿者一起坐在鼓
楼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大厅里，通
过线上帮众多市民解决“黄码”转
“绿码”的难题，这是14岁南京
小伙子滕倍铎这个暑假做得别有
意义的一件事。而疫情期间，一
段在网络上热传的2分钟“转码
秘籍”动画短视频，也是出自滕倍
铎之手。

“需要申请办理黄码转绿码，
挺着急的，不知道如何是好⋯⋯”
在滕倍铎制作的动画短视频中，
朴素逗趣的言语，将如何“转码”
一步步说得明明白白。“我从小学
时就对视频制作、动画制作，比较
感兴趣，平常就会自学做一些视
频、海报之类的。”滕倍铎笑着称，
做这个动画短视频对他来说，难
度并不大。

但怎么想到做这件事情呢？
源于一双发现的眼睛。“疫情期
间，我发现有很多误‘被黄码’的
市民，没有办法正常出行，当时我
了解到，鼓楼区已率先通过微信
小程序开展黄码转绿码的工作，
但是从一个年轻人的角度来说，
这样的文字操作说明并不是很生
动活泼。”滕倍铎这时候就在心里
埋下了一颗种子。

后来，随着一轮一轮的核酸
检测，滕倍铎也成为了采样点现
场的志愿者，在这个过程中，他发
现果然有很多老年人对利用微信
小程序进行转码的操作流程并不
是很清楚，在此情形下，滕倍铎灵
机一动，何不利用自己所长，制作
一个通俗易懂、直观形象的视频
供大家参考呢？说干就干，滕倍
铎回家花了两小时就完成了动画
的制作，“我们‘05后’也是能尽
自己的能力，为抗疫工作贡献一
份力量的。”滕倍铎坚定地说。

这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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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疫情
以无私付

●栖霞区宁康苑社
区是南京较大的经济适
用房小区之一。疫情发
生后，原本应该和家人
在外休假的社区居民张
斌，7月23日得知社区
招募抗疫志愿者，二话
没说从青海包车赶回了
南京。“开了 36 小时
2600公里，我当时在
青海的德尔哈，我们就
想赶紧回来，我们小区
这么多居民，尽微薄之
力吧。”

●家住南京栖霞马群
街道的田向红是一名听障
人士，也是一名预备党员。
疫情出现后，她第一时间和
街道团工委取得联系，积极
争取加入了志愿服务队。
“4000多份居民的信息整
理成电子档，从早上9点到
晚上8点，第一天交给她的
600份名单的数据，一天之
内录完了，震惊到我了。中
间除了吃饭的时间，基本上
都不休息，非常负责。”社区
工作人员王庆说。

●浦口区的一对老夫
妻——老党员韩玉明夫
妻，疫情期间主动为奋战
在抗疫一线的志愿者烧菜
做饭。他们早上5点起来
买菜，一直忙到晚上8点，
每天供应200份饭，为志
愿者们做好后勤保障。

●69岁的汪辉瞒着
家人当起了抗疫志愿者，在
小区里巡逻、做疫情防控宣
传等，“我干这个事情，很快
乐很开心，很自豪。”

●7月23日，大厂街
道居民许道俊看到了“幸
福大厂Yi路同行志愿者
联盟”微信群，立刻报名加
入。“我也是一名中国共产
党员，同样是退伍军人。
若有战，召必回。”妻子宋
婷听闻丈夫决定后，也果
断报名。令许道俊感动的
是，在核酸采样点，他遇到
了相隔十七年未见面的班
主任老师,“他也是来做
志愿者的，我们以前是师
生，现在成了同志、战友。”

驱车两百公里
送采样试管

14岁的他
制作“转码秘籍”

为居民拿药
一天跑7家医院

战疫一线
递交入党申请

“00后”说服奶奶
当起志愿者

●联系居民开展行程核
查，忙到凌晨2点半；前两轮
核酸检测，和同事连续奋战
40多个小时；展开流调，一
晚上打出上百通电话⋯⋯抗
疫刚开始时，对35岁的新亭
社区事务中心副主任葛凯来
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缺觉，而
且也因为此，葛凯竟有次在
路上骑着车睡着了，一头撞
上了护栏。此事后，出于安
全和节约时间考虑，葛凯晚
上主动留在单位值班，多日
未回家。

●19岁的青海小伙
杨润杰在上海读大学,7
月 20日，他从上海坐火
车回西宁老家,在火车
上，认识了同在上海上学
的两位老乡,23岁的高丰
和19岁的白鸿强，三人决
定结伴而行。但3个小伙
阴差阳错到了南京禄口，
不料刚住进酒店疫情就暴
发了。于是，7月21日，杨
润杰、高丰和白鸿强就前
往禄口街道茅亭社区，主
动报名当起了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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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经79岁
的居民高吉琴，是宁康
苑社区年龄最大的志愿
者。平时大家都心疼
她，脏活苦活累活都不
让她干，可核酸检测筛
查志愿服务，她说什么
也要参加。“我们三次核
酸检测的志愿服务我都
参加了，还有门岗查健
康码，我也参加了。我
说，只要我能做的，书记
你尽量安排我，你不安
排，我反而会生气。”

⋯⋯

●疫情发生后，15岁
的狄可馨加入了社区志愿
者队伍，社区给她安排的
工作是电话调查。要核查
的人很多，忙的时候一人
要打几百个电话，每个电
话都问同样的问题，天天
说得口干舌燥。“我体会到
了‘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
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我们
更应珍惜现在的生活，用
自己的力量去做好一件件
小事。”狄可馨说。

●此前受家乡特大
暴雨的影响，郑州籍的
马琪明还没来得及回去
与亲人团聚，就遇上了
疫情。他决定留在南
京支援抗疫一线。“虽
然我们干的都是一些
零零碎碎的活儿，但我
一点都不觉得枯燥。
相反，我相信自己这颗
螺丝钉也可以为南京
防疫贡献力量。”说到
此处，马琪明脸上洋溢
出自豪的笑容。

●7月25日中午，37
岁的张月风得知街道正招
募志愿者，便立刻报名，一
下班就骑车直奔核酸检测
采样点。在现场，他呼吁志
愿者们分工协作，由专人帮
老年人注册采样码、逐一登
记信息。妻子赵立翠中午
下班发现丈夫迟迟未归，一
打电话才知道他正在做志
愿者，“既然人手不够，那我
也要去帮忙！”赵立翠二话
没说向公司请了假，前往采
样点与丈夫“并肩战斗”。

感谢您的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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