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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可敬的志愿者

生活素描

志愿者

战“疫”一家人

夫 妻

38岁的张晓丹，是灵宝市第三人民医
院护理部主任。从农历腊月二十九开始，
她就一直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除了日常
工作，她每天下班后，还要赶往医院设在火
车站的疫情防控检查点，替换一线人员轮
岗吃饭。

从早上 6点到晚上 10点，每天停靠灵
宝站的列车 14趟，每趟出入站的旅客七八
百人次，防疫人员虽然三班倒，但每班差不
多要为三四千名旅客逐个量体温做登记，
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对于张晓丹这种“连轴转”的工作状
态，家人早就有了“免疫力”。早在 2003年

“非典”时，她就在一线救援。可这次，丈夫
张红星在家里怎么也坐不住，他担心妻子
身体吃不消。于是，他戴上口罩，提起相机
直奔火车站。

当时，正值春节在外人员返乡高峰，张
红星站在不远处，默默地看着全副武装的妻
子和同事们忙着给过往旅客测量体温、填表
登记。厚厚的防护服、口罩、护目镜，忙碌的
身影，几乎分辨不出谁是谁。他本能地举起
相机，拍下了他们工作的一个个瞬间。

为了减少上厕所和反复穿戴防护服造
成的浪费，更为了节省时间，张晓丹他们几

乎不喝水，吃饭也是附近买的方便面、饼
干。张红星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也就是
这一刻，身为摄影爱好者的他忽然萌生念
头，要像妻子那样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把

“逆行者”的“最美”拍下来。随后的日子，
火车站、高速路口和市内、乡镇各个防控
点，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和脚印，用镜头定格
了众多奋战在防控一线的党员干部、群众、
白衣战士、志愿者勇于担当、坚守岗位、无
私奉献的难忘瞬间。

“真是不看不知道，他们确实太辛苦
啦！一忙起来，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背着
相机四处奔走的张红星又萌发了义务捐赠
方便食品给防控一线人员的想法，“他们在
前线拼命，我们不能总待在家里干着急，总
得为他们做点啥。防疫是大家的事情，每
个人都有责任！”于是，他在自己的摄影群
发起倡议，短短一上午，他就募集到一笔资
金。他用这笔钱买来方便面、火腿肠、水、
饼干等慰问品，分批送往火车站、高速路口
等防控点…… （李亚民）

三口人

2020 年春节是我家最难忘的一个春
节，由于疫情肆虐，妻子被隔离在单位，儿
子被阻隔在四川，我也因疫情防控需要大
年初三就上班了。虽然一家三口被分隔三

处，但这个春节我们谁都没有闲着，而是在
各自的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抗击疫情，累
并快乐着。

妻子是开封一家老年护养中心的护
士，由于新冠肺炎病毒攻击的主要对象是
老年人，他们的疫情防控任务显得尤其艰
巨繁重，从大年初二到现在，她一直奋战在
抗疫一线。

冬春季节老年人发病率本身就高，而且
另外一名护士因病请假后，护养中心100多
名老人的吃药、打针、康复理疗等都落在了
妻子一人肩上。她每天早上从 7点半就开
始不停地楼上楼下跑着给老人摆药、测量体
温、输液……一直忙到晚上7点才能休息。

为了防止交叉感染，疫情期间老人们
的家属不能探视，老年人的生活和一般病
症治疗都由护养中心负责，妻子的工作量
一下子增加了很多。尤其是2月中旬，护养
中心附近一个小区确诊了一例新冠肺炎患
者，他们的压力就更大了。虽然护养中心
离我家只有几百米，可近在咫尺的妻子却
不能回家休息。

妻子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平时稍微
累点就腰疼，何况要一个人负责 100多人
的护理工作，她咬牙坚持着，每天都带着微
笑穿梭在老人当中。大爷大娘们都高兴地
说，疫情面前，她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是他
们的好闺女。

我所在的开封市运管局，疫情防控期间
在高铁北站、火车站、宋城轻轨站等主要站
点设置了5个出租车监督服务消毒点，为了
让乘客放心出行，防控一线的执法人员不但
要监督规范出租车经营行为，还负责为出租
车消毒和为乘客测量体温等。我作为单位
的宣传员，虽然不用坚守防疫一线，但我每
天都要到各监督服务消毒点拍照、采访，一
个个鲜活的事例通过我的笔端跃然纸上，并
通过简报、微信公众号、报刊等形式将他们
的事迹宣传出去。从大年初三至今，我先后
在《河南日报》等媒体发表了防疫防控的新
闻报道 16篇，被大家誉为防疫防控期间为
运管防疫防控鼓与呼的“小喇叭”。

儿子身在四川，由于疫情突袭，被阻隔
在千里之外不能回家过年，甚至连口罩也
买不到。在四川上班的他，工作一直比较
忙，突然闲暇下来，他就在网上下载了菜
谱，主动为不能回家过年的同事当起了“厨
师”。日复一日，儿子的厨艺有了很大进
步，成了几位同事公认的“大厨”。儿子高
兴地给我打电话说：“等疫情结束了，我回
家给你们做几个拿手的四川菜尝尝。”虽说
儿子没有战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但每天
主动为没有来得及回家过年的同事做饭，

不但没给防疫工作添乱，还做了一些力所
能及的志愿服务工作，也算是另一种形式
的战“疫”吧！ （靳国良）

婆 媳

夜色像一块硕大的幕布，紧紧裹住村
庄和麦苗。早上四五点，商丘市梁园区路
楼村村口的乡村公路边，用帆布搭建的简
易房里，灯就亮了。此时此刻，刘爱英已做
好了查问、测量体温、劝返人员、登记过往
车辆的一切准备。

第一辆车在夜色笼罩下驶来时，刘爱英
麻利地上前问询、测量体温、登记信息、给车
消毒，司机忍不住问了句：“大姐，这么早就
在卡点值勤啊？”“这个点值班人员最困乏，
接班人员还不能赶到，正是有些车辆想蒙混
过卡点的时候，我不来能行吗？”刘爱英说。

说话间，她的儿媳李想抱着棉衣走了
过来，一边帮着她穿上，一边嗔怪说：“正是
一天中最冷的时候，也不知道穿厚点儿。”

60多岁的刘爱英，刚做过心脏搭桥手
术。疫情防控工作开展后，她经常忙得连
睡觉时间都没有。白天，她在村里忙活；夜
里，就来这卡点。这个卡点虽然有人值班，
但她却说值班人员工作了一夜，天快亮时
难免困倦，她若不来，万一出现防控漏洞，
怎样向群众交待？

婆媳俩忙活了一阵子，刘爱英走到李
想面前，劝她回家睡个回笼觉。“有你这样
的老党员带着，我这年轻党员能落后吗？”
却不想，李想软软地顶撞了一句。她不是
不知道婆婆的好意，但这些天的事真太多，
她还得背上喷雾器，去给沉睡中的村庄喷
洒消毒液呢。

这婆媳俩，在疫情防控中不仅有协作，还
有冲突。刘爱英经常用大喇叭宣传疫情防控
知识，并挨家挨户送宣传单。李想却说，现在
的人一天到晚抱着手机，谁去听大喇叭？谁
去看宣传单？“低头族多不假，但村里还有许
多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呢！”刘爱英反驳。

她俩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干”上了：刘爱
英一天数遍在村内用喇叭巡回宣传时，不仅
用普通话，还用方言“翻译”。她说，这样宣传
接地气，能说到群众心里，让群众乐意接受。
而李想却制作精美疫情防控微视频，借力互
联网，让防控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微视
频画美、语句精，且爽口入心，群众在笑语中
了解了病毒传播渠道，掌握了防控知识、技
巧，纷纷点赞：视频虽小，作用了不得。

至于说婆媳俩“对着干”的结果谁赢谁
输了，“评理”的村干部和村民们连声夸赞：

“宣传效果都不错。”8 （乔文革）

□王洪岩

时间：早上8时
地点：郑州市公安局二里岗

分局交管巡防大队
“高速出入口执勤卡点和快

速反应接处警的同志马上上岗，
其他人现在跟我下社区采集信
息！”布置好一天的工作，大队长
臧军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疫情期间，我们大队共负
责 4个社区的 15035 户居民，除
了执勤卡点和负责接处警的同
志外，其余20多个人都要下到社
区去。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在一
线！”臧军边说边走。因为戴着
口罩，很少人注意到他的黑眼
圈，其实他刚从医院赶到单位。

1月初，臧军的母亲因交通
事故头部受到重创，已做了两次
手术。但自疫情防控以来，他没
请过一天假，白天带着大家下社
区，晚上到医院陪护母亲。“特殊
时期就得特殊对待，工作肯定不
能耽误，只能抽空去陪陪老人。
累点苦点倒无所谓，当警察哪有不辛苦的？”臧军说，领
导和同事们知道他母亲的情况后，都劝他多去医院照顾
老人，他却说自己能做好兼顾。

当局里部署集中开展疫情防控滚动排查和基础信
息采集工作时，臧军主动请缨承担了辖区一个住宅小区
的排查任务。 这个小区，是一个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的小区。臧军说，他是党员，又是大队长，必须把危险的
地方留给自己。

“采集信息，摸清底数，非常琐碎，却又是疫情防控
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只有排查到位，才能掌握主
动。”臧军说，他们在采集信息过程中不只是简单的了解
数字，也会征求辖区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遇到有困难的
群众，他们会尽最大努力去帮助。

群众家没菜了，他们帮着采购；群众家电脑坏了影
响孩子上网课，他们联系懂电脑的朋友或同事帮助维
修；小区保安的口罩不足，他们就把自己备用的拿了出
来……

时间：中午1时
地点：辖区一处集中隔离点
上午采集完信息已近中午 1时，臧军让同行的队员

回大队吃饭，自己则去辖区一处集中隔离点看望值守的
战友。

“为了配合办事处做好隔离防控，大队专门安排程
哲驻守在这处集中隔离点。考虑到安全问题，他24小时
驻守在那里，相当于也被隔离了，非常辛苦，我得去看看
他。”臧军说，关键时候要让每个战友都不孤单。

隔着隔离点的玻璃门，臧军和程哲简单聊了聊工
作，然后通过微信群视频，让其他战友和他打声招呼。

“你在这里或家里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兄弟们
帮你解决！你要保重身体！”臧军说。

“好的，你们也要注意身体！”
临走时，两人互致敬礼。“我为每个战友的付出发自

内心地骄傲！”臧军说。
返岗至今，这个大队已在执勤卡点排查了 6000余

辆车，11000余人，劝返重点疫区车辆600余辆。对于交
管巡防承担的接处警工作，臧军说，他们大队是辖区接
处警的“快速反应部队”，要求第一时间处理每一起警
情。尤其是最近，他们接处的警情一半以上都与疫情有
关，处警民警随时面临着被感染的危险。为保障大家的
安全，他积极协调采购了口罩、酒精、消毒液等防护物
品。

“他还天天在群里给我们恶补疫情防控知识，千叮
嘱万交待，让大家执勤时一定要做好防护。”队员祝丛林
笑着说，这些日子臧军变得有些唠唠叨叨了，为队里的
兄弟姐妹操碎了心，而他的小家和还未苏醒的母亲只能
与他隔空相守。“他真的很辛苦，而且每次打电话询问母
亲病情时，都会把声音压得很低，唯恐我们担心……”

时间：晚上11时
地点：郑大一附院
忙完一天的工作，臧军回到大队把一天的情况简单

记录在工作日志上，然后直奔医院。此时，已是深夜。
“妈，我来了！你咋样了?今天好点没？”臧军做完消

毒措施后，抓住母亲的手问起了病情。其实，母亲第二
次手术后，还不能说话，但意识清醒，看到儿子来了，她
眼神里既有兴奋，也有心疼。

“目前她大脑里还有积液，晚上几乎不能睡，我来就
是陪她说说话，帮她翻身、擦拭身体。”臧军说，虽然很
累，但能陪在母亲身边就是一种幸福。

就这样，臧军每天陪着母亲说话到凌晨，中间困极
了，就眯一会儿，到天亮家人来了，他又返回单位开始新
一天的工作。

“妈，儿子相信，病在眼前是一时，闯过去就是繁花
尽开。咱俩都要加油，我努力守护一方平安，你要努力
从病床上站起来！等到人们都能摘掉口罩时，我带您去
旅游、吃大餐，开怀大笑……”这是母亲第一次手术后，
臧军写给昏迷中的母亲的信，也是他现在最大的心愿，
他说母亲现在每天都会看几遍。

窗外的天微曦。“妈，我回去上班了，你要坚强，赶快
好起来，疫情也好转了，咱娘俩一起加油啊！”临走时，臧
军再次俯身亲吻了母亲，转身那一刻，病床上的老人流
下了热泪……8

一

这段时间，民权县医保局的王硕显得
格外忙碌。身为医保干部，原本只要做好
本职工作，核实确诊和疑似病例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情况即可，但他却是一个忙完也
闲不住的人……

“咱小区背着消毒药桶消杀的那个人
听说不是物业公司的。”

“大伙儿都避之不及不敢出门，他为啥
主动来咱小区搞防疫啊？”

2月 5日傍晚，在县城的一个小区内，
业主们隔着窗玻璃第一次看到一个“全副
武装”的人背着消杀药桶在消杀时，大家在
业主群里议论纷纷。

“我是一名医保干部，更是一名共产党
员。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我就是想尽自
己一份力。”从这天起，王硕自愿当起了疫
情防控志愿者。他自费购置了消毒液、消
杀药桶和防护服等，经与一些小区物业联
系，开始了独自一人到小区进行义务消
杀。消杀之余，他还当起了义务宣传员，看
到有人没戴口罩时，他还会在劝导提醒的
同时，免费发放自己购买的口罩。

“这个年轻人思想觉悟真高！人家可
是不要报酬志愿来给咱服务的！”一位小区
保安对同事说。

2月 6日中午，金居怡景小区；2月 7日
中午，一高中小区；2 月 8 日晚上，人力资
源办公楼院内……王硕的笔记本上，满满
列着工作计划，一直排到了 3月中旬。这
些防疫志愿服务，他都是趁午间或傍晚下
班时忙里偷闲来做的。他不仅在县城里
做，还跑到一些贫困村街道上、贫困户家
中去做。

2月 16日，刚下过一场大雪。王硕就
背着消杀药桶出现在了孙六镇程庄村头。

“王硕这孩子，平时没少往俺家里跑，帮俺
家脱了贫摘了帽。疫情来了他还想着俺，
到村里、家里给消毒、讲防疫知识，还给俺
送口罩和消毒液，俺村的群众打心眼里感

激着嘞！”贫困户李玉银大娘说。
“疫情防控，我也愿做一个逆行者，累

点辛苦点不算什么，只盼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胜利早日到来！”王硕说。（张增峰）

二

“老孟人好，有责任心！”一个多月来，
提起新安县青要山镇易地搬迁小区的孟宪
敏，人们都直竖大拇指。

老孟曾是贫困户，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时，他被安置到镇上的小区居住，还当了

“楼长”。疫情暴发后，他又成为小区疫情
防控监测点的志愿者。

平时笑呵呵的老孟很能说。他那如排
山倒海般扑面而来的表达欲，很多人承受
不了。不过，老孟虽然“话痨”，可说出来的
话大都有理有据。在偏远的小山村，老孟
有着“活百度”之称。

疫情防控岗位上，老孟的絮叨派上了
大用场。这不，在小区门口，一位小姑娘想
要进去，被老孟拦住了：“你从哪儿来？进
去干啥？”

“你说你是这小区的，谁能证明？打电
话让你爸下来接你。”小姑娘感觉受了刁
难，直想落泪。老孟见状，语气缓和了很
多，“你得理解我们的工作；再说你是有文
化的大学生，经常上网哩，啥不知道？这是
为你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一个急刹
车，老孟从“判官”变成了“唐僧”。

看见有人扎堆聊天，老孟大老远就开
始喊：“你们离恁近，不怕传染？”

“出去办事儿要戴上口罩，和人保持一
米开外的距离……”

这一个多月，只要是老孟值守，小区的
秩序井井有条。

老孟的本职工作是镇污水处理厂的公
益岗位。这次面对疫情，他主动要求做志
愿者，不论是卡点值班、入户排查，还是巡
逻巡查、杀菌消毒，从未落下。他所居住的
小区有6个单元，而且全是没有电梯的6层
楼。背着近 20公斤重的喷雾器，每天来来

回回、上上下下，就是年轻小伙子也够呛。
可老孟却天天如此，从不愿他人代劳。

大伙说，老孟还是个“酸秀才”。貌不
惊人的他，背起古诗词、文言文滔滔不绝。
前两天，老孟颇有感慨，赋词《清平乐·抗病
毒》一首：寒过春到，风调雨顺好。除掉病
毒科技高，再狂也将被除掉。新型冠状肺
炎，也已波及新安，全民防控加紧，病毒必
定推翻！

这词不甚工整，却在简单明了的词句
中，透着乐观和决心。可谁能想到，“文武
兼修”的老孟竟是癌症患者，需要定期化
疗、用药、检查。亲戚家有个孩子双亲去
世得早，撇下了一个软骨病的女孩儿，生
活不能自理，老孟已默不作声照料了她 10
多年……

“不要总是抱怨人生，昂着头，用热情、
笑脸去直面生活，那样才活得开心。”老孟
常说。 （刘小江 张小兵）

三

“别看人家是在校大学生，跟我们这些
疫情防控正式值班人员比起来，干得一点
儿也不差！”在汝南县古塔街道三里店社区
毓秀路值班岗上，值班的同志提起徐文明，
赞不绝口。

疫情暴发后，放假在家的河南师范大
学三年级学生徐文明就主动联系社区干
部，要求到疫情服务站尽点义务，“没等他
们答复，我直接跑去了。”徐文明笑着说，原
来怕父母会不让他干，但没想到家人都非
常支持他。每次他值班回去，都做好饭等
着他。“其实和值班的叔叔阿姨们比起来，
我年轻精力旺盛，像测量体温、给过往车辆
消毒、给人员登记，我都主动干，不但不感
到累，还感觉一天下来很充实。”

这个在道路旁边的疫情防控服务站并
不太显眼，但管辖的人员并不少。路北边
有几个县直单位和 800多户居民，加上本
社区 3个组的 1000多户居民，每天至少有
大量行人和车辆通过，人员登记、测量体温

和车辆消毒的工作量非常大。尤其是这些
天，随着复工人员越来越多，到服务站办理
健康证的人也越来越多。“昨天办健康证的
有 100 多人，今天到现在已经有 70 多人
了。我年轻，写字比他们快，我就把登记表
格的活抢过来了。”徐文明一边帮居民填着
表格，一边介绍说。

“在学校根本体会不到基层一线的工
作这么繁忙。通过这段时间的值勤，我亲
眼看到了这些参与值班的党员干部和群众
的辛苦。他们无论刮风下雪每天早上 7点
多就来到了岗上，夜晚还要值守。有了这
段经历，我真正感受到了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徐文明感慨地说。8 （王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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