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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要防住·文明在行动

在渝中区解放碑街道民生路社
区巴渝世家小区，16 岁的志愿者陈
俊宇通过扫码录入核酸采样信息。

记者 熊明 摄/视觉重庆

□张燕

疫情之下，有一种温情叫“我是
志愿者”。

北碚歇马街道一位志愿者说，群
里任务发出来，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几分钟就被领走了。有人开玩笑，

“在重庆，当志愿者是要抢的”。争先
恐后的报名场面，对重庆人来讲，似
乎是在意料之中。

11 月以来，重庆正面临着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形势复杂、任务艰巨，重庆人向战而
行、逆行而上，打响了疫情歼灭战。
截至目前，全市有24.4万党员干部到
社区报到，60万志愿者奋战一线，1.5
万名“青年突击队”志愿者闻令而动，
1.6万个志愿者组织全力协助。

数字之下，是一颗颗炽热的心，
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是山城儿女携手
前行、共渡难关的决心和勇气。“有一
份心，便尽一份力”“有一分热，便发
一分光”，这就是重庆人民身上昂扬
的精神，这就是山城儿女团结的意
志。

我们看到，广大志愿者都已经发
动起来，大家热情空前高涨。但这样
的热情，仍需要科学指引、精准指
路。科学，意味着人岗匹配，你擅长
什么，就让你做什么；精准，意味着合

理调配，哪里需要你，你就到哪里去。
科学才有力度。志愿服务是一

项系统工作，有11个类别。比如，政
策宣传、核酸检测、防疫消杀、心理疏
导等，不同的岗位需要具备不同的能
力，要根据特长、职业、年龄等，建立
志愿者清单。志愿者冉冉对心理学
有着相当深入的钻研，在心理疗愈方
面也有不少实践。因此，在分配志愿
任务时，她成了倾听者，甚至有邻居
提出，希望冉冉能长期提供心理帮
助。

科学，让志愿者服务效率大大提
高，老百姓满意度大大提升。而科学
专业的志愿者服务，也正是疫情防控
的一种真实需求。

精准才有温度。志愿服务要树
立“一盘棋”的思想，统筹协调安排。
比如，老城区有一些老旧小区、物业
管理薄弱小区以及地理位置偏远、志
愿者相对不好招募的地区。对这样
的地区，要特别关照、特别用心，可以
考虑精准调配，就近调剂志愿者。比
如，渝中区就专门成立了红袖标“骑
士”队伍，畅通单体楼、老旧小区保供

“最后一米”。
精准，让志愿者有事做、有活干，

让更多堵点得以打通，痛点得以缓
解。而精准有效的志愿者服务，也正
是广大市民的一种真实需求。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形势越是吃劲，越需要广大志愿者各
尽其力、各展所长，有条不紊地开展
志愿服务，更科学、更精准地用“志愿
红”守护“健康绿”。

科学精准做好供需对接
——如何发挥好志愿者的力量①

本报讯 （记者 云钰）11月22
日，市教科院面向全市中小学教师和
学生免费在线开放了近6000个优质
精品微课资源，助力疫情期间线上教
学质量提升，推动全市城乡优质课程
资源共建共享。

据了解，此次开放的精品微课资
源是由重庆市教科院携手市内114
所中小学优质课程资源开发基地学
校的优秀教师、区县学科教员，通过
科学设计、统一培训、集体备课、团队
合作、专业指导、专家评审，历时一年
多研发形成，涉及学前教育、小学、初
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等各学
段内容。

“作为市级教育科学研究院，在

疫情期间，我们要充分发挥专业优
势，体现社会担当和责任。”市教科
院院长蔡其勇称，这批优质精品微
课资源，可为广大中小学教师在疫
情期间开展教学研究、组织学生实
施居家线上教学、家长进行学生学
习指导和学生自主在线学习提供选
择，助力疫情期间线上教学质量提
升，推动全市城乡优质课程资源共
建共享，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
平。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全市中小
学教师、学生及家长可以在“重庆云
课堂”（网址：www.cqykt.com.cn）
网页上使用手机号注册、登录学习或
组织教学、自主学习。

6000个精品微课资源向中小学开放

文化大餐“云”上享

引普惠活水入美丽航道 助船舶运输特色行业破浪前行
邮储银行重庆分行

邮储银行重庆分行助力高质量发展———稳住经济大盘篇

打造船舶运输特色支行

重庆历来是交通要道重镇，在交
通不发达的年代就有“装不完的重庆，
塞不完的汉口”的称誉，如今更是成为
了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和物资集散、
物流运输中心，形成水、陆、空立体交
通网络。随着三峡库区的形成，重庆
逐渐成为真正的黄金水道起源之地，
也给重庆乃至万州区域的水上货物运
输带来成倍的商机。曾饱受浪急滩险
之苦的万州，因为长江变身为宽阔平
缓的“平湖”而出现新的机遇，“三峡库
区航运中心”的目标呼之欲出。

“万州区辖内航运企业全市占比
50%左右，区域位置优越。万州分行
进行行业调研后，将万州区支行打造
为船舶区域特色支行，深化与船舶协

会合作，为内河船舶运输企业客户提
供综合金融服务。”邮储银行重庆万州
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行以金融会
员单位加入重庆市万州渝东航运协
会，对辖内内河航运作为特色行业大
力支持，为130家船舶运输企业提供
融资支持近14亿元，融资成本较过去
下降超200个BP，为企业节约财务费
用每年近2000万元。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该行持续加
大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度。对受疫情
影响暂时出现困难的小微企业，采取
普惠小微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续贷、展
期、无还本续贷等纾困措施，实施“一
户一策”、“一户多策”帮扶受困企业，
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贷款延期服
务，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帮助
小微企业做好资金接续，助力小微企

业渡难关、稳发展。
截至今年9月，邮储银行万州分行

向内河船舶运输企业累计实现信贷投
放将近14亿元，主要涉及万州、云阳、
巫山、奉节、忠县5个支行。素有“川东
门户”之称的万州，在“邮储力量”的支
持下，更友好地向世界张开了双臂。

贴心服务助力企业“远航”

“这些年多亏了邮储银行的帮助，
在危难时‘雪中送炭’，在发展时‘锦上
添花’，让咱们民营企业成长壮大也能

‘无忧无虑’。”提起邮储银行多年来对
公司的支持，重庆海牛运输有限公司
负责人感慨不已。

据悉，该公司为船舶运输行业民

营企业的龙头公司，主要从事长江干
线上中下游及其支流省级普通货物运
输。经过15年的发展，企业目前有船
舶50余条，并获得过多项荣誉。值得
一提的是，企业不仅自身不断发展壮
大，还带动了万州、云阳、奉节等多地
近500人就业。

早在 2016 年末，邮储银行云阳
县支行就通向该企业发放了一笔
800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用于企业
建造船舶，扩大规模；2018 年，支行
通过贷后检查时，得知该企业在外地
融资成本较高，且目前有新建船舶的
需求后，又通过绿色通道向该企业增
额发放了一笔2600万元的船舶抵押
贷款，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解决
资金需求。

2020年，由于疫情原因增加了船

舶运输行业运营成本，同时企业有新
建船舶的资金需求，造成流动资金短
缺。为了缓解企业压力，云阳县支行
再次为企业增额授信到 2850 万元。

“今年，企业又向支行申请了3000万
元贷款资金，用于新造船舶，目前已经
放款。”云阳县支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后续将持续关注企业融资需求，为企
业发展“保驾护航”。

普惠金融活水的灌溉，让我市船舶
运输业不断成长壮大，也为邮储银行重
庆分行金融服务提供了更多的经验。
未来，该行将持续创新金融服务体系，
积极探索多样化的资金渠道，为企业缓
解融资难题，助推船舶工业企业发展，
为稳住经济大盘贡献更大力量。

陈熙

航运业是货物流通的重要

环节，对于稳住全市经济大盘

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近年来，邮储银行重庆分

行在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重

庆银保监局的指导下，积极发

挥区位优势、网点优势、资源优

势，积极打造船舶区域特色支

行，持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

效，切实为民营、小微企业纾困

解难，助力内河航运企业破浪

前行。

□本报记者 戴娟

11月21日早上8点，渝中区解放
碑街道民生路社区巴渝世家4单元，
居民开始新一轮核酸检测。15楼的
陈俊宇准时出现在一楼，开始当天的
志愿者工作。

这天，同为志愿者的陈凤，把自己
早餐中的包子塞给陈俊宇，叮嘱说，

“今天任务重，你还在长身体，要多吃
点。”转个身，陈凤认真地对其他志愿
者说，“这可是我们4号楼志愿者的

‘团宠’，我们得保护好他。”
陈俊宇为何被称为“团宠”？

年龄最小的“娃娃志愿者”

“首先他是我们这里年龄最小的
志愿者，才16岁，还是个孩子，比我儿
子还小，值得点赞。”陈凤对记者说。

知道陈俊宇的年龄，是在他开展
志愿服务工作后。

“第一天上岗，我们什么都不懂，
都是俊宇教大家如何穿防护服，佩戴
手套、N95口罩，很专业，很细致，我们
都以为他是哪个医院的专业人士。”志
愿者邵敏说，“俊宇看上去稳重干练，
只说自己是卫校的，在医院实习，这对
我们来说，至少是大半个专业人士，大
家听他指导觉得很踏实。”

第一天上岗，不仅扫楼上门做核
酸，还需要登记每户信息。当天只有

一个核酸检测医生，陈俊宇负责核酸
扫码。从32楼到5楼，每层楼8到10
户，工作量不小。

扫码、登记身份证信息，不时招呼
大家保持间距，喊没有出门的邻居出
来核酸检测……做到一半楼层，有居
民因志愿者敲门声音太大，影响休息
而埋怨，一直认真扫码的陈俊宇听后
不由小声嘀咕：“怎么这个还要埋怨，

我才 16岁就当志愿者呢。”说者无
意，旁边的志愿者才知道，这个认真
专业的“扫码哥”，还是个娃娃。

中午停下来吃午餐时，大家一问
才知道，俊宇是重庆知行卫生学校
2020级护理专业的学生，之前在医院
实习。本轮疫情发生后，他原本申请
了在临近的胜利路小区当志愿者。怎
知准备出门当天，被告知所在小区有
确诊病例被划为高风险区，他当即决
定留在本楼栋当志愿者。

带出三个“扫码徒弟”

“他是我们的‘团宠’，不仅仅是年
龄小哦，还在我们这里带出了几个‘徒
弟’。”对这个年龄最小的志愿者，团队
里每个人都赞不绝口。

记者采访才知道，陈俊宇其实也
是第一次做核酸扫码工作。“胜利路社
区工作人员电话里教我怎么操作，然
后下载App并进行注册，其实不复
杂，上手就会。”

因为楼层居民比较多，后面几天
核酸检测，两位医生分两组进行，需要
两人扫码。陈俊宇在志愿者队伍中，
手把手教出了三个扫码的“徒弟”。

“这之后，我们轮流扫码，轮流排
班，分工协作，核酸检测速度也加快了
不少。”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老师的陈俊
宇，说到自己的志愿服务工作时，露出
自信的笑容。

独居老人的“配药师”

“爷爷，这个药分好了两天的，早
上6颗，中午2颗，晚上3颗，您核对一
下对不对？”每隔一天，陈俊宇都要到
10楼独居老人罗爷爷家，帮他分药。

88岁的罗爷爷有基础疾病，一大
包西药，需要每天配好，老人按早中晚
吃。封控之前，老人的女儿会每周上
门来配好。封控第一天，得知罗爷爷
的女儿向社区提出帮忙配药的诉求
时，陈俊宇第一时间站出来承担起这
项任务。

第一天配药，照着老人的病历说
明，并和老人女儿视频确认，陈俊宇顺
利完成任务。此后，每次上门配药，陈
俊宇还会和其他志愿者一起，陪着老
人聊天，看老人身体状况怎么样，询问
家中还有什么需要帮忙。

“我妈也是医务工作者，小时候经
常跟着她出诊，现在也在卫校学习护
理专业，所以对照顾病人这些相对比
较熟悉。”陈俊宇说。

陈俊宇的行动也得到了罗爷爷家
人的高度认可。“社区志愿者很专业、
很热心，我们很放心。”老人女儿说。

“俊宇真的太棒了，虽然只有16
岁，但他懂事，做事有条理，还有责任
心。”说到陈俊宇，陈凤忍不住夸奖说，

“在这个孩子身上，我对‘少年强则国
强’这句话有真切体会。”

16岁娃当志愿者成“团宠” 战疫热评

11月22日，江北区石马河瑜康社
区，志愿者正在搬运打包“爱心白菜”，
准备送往小区居民家中。

21日晚，瑜康社区收到了来自潼
南的 1 万斤白菜，收货人刘先生正是
该社区一小区的业主。他将这批白菜
全部捐给下明瑜和中明瑜小区居民。

刘先生说，他在业主群了解到小
区不会网购的老年人较多时，就购买
了 1 万斤白菜。他表示，能为小区居
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也是为抗
疫出一份力。志愿者和小区居民都称
他是“重庆好邻居”。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重庆好邻居
万斤白菜送居民

□本报记者 张凌漪

“各位邻居好，本人爱好做饭，工
作之余常常学习烹饪，居家多日，甚
是无聊。本日起至解封，各位邻居如
有帮厨需求，请联系，不收任何费
用。”11月22日下午，重庆某小区的
业主群内，一位业主发出一则“义务
帮厨”告示，还附上了自己的联系电
话。

“是不是家里缺菜了，想蹭饭？”

“不会是开玩笑的吧？”
正当众人持怀疑态度时，群里一

位业主发出了“求助”信息。
“我家急需！每天在家里给孩子

做饭都要崩溃了！”一位邻居在群里给
那位业主留言。

重庆日报随后联系了最初发信

息的业主，他称，“我家小孩在外上大
学，家里只有两个大人，平时喜欢做
饭烹饪。疫情防控在家后，感觉很无
聊，想干点有意义的事，帮帮邻居的
忙。”

据了解，这位义务帮厨的业主，收
到那位邻居的留言后，便商量好：他到

邻居家门口去取食材，带回自己家加
工好后，再放回邻居家门口。

“今天接到第一单，准备给邻居做
烧白、啤酒鸭和蛋花汤作为晚餐，希望
他们喜欢我的厨艺。”取回食材后，这
位业主还特意补充，“希望通过义务帮
厨增进邻里感情。”

封控在家 业主义务帮厨增进邻里情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
因疫情处于闭馆中的重庆科技馆，线
上也能逛！11月20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重庆科技馆获悉，通过重庆科技
馆官方网站的“720°全景”，或者微
信公众号“云游重科馆”栏目，市民在
线上同样可以“云逛展”,科技馆还推
出了一系列线上趣味科普活动。

打开“云游重科馆”，记者看到，
线上展馆资源都以VR全景模式进
行展示，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真实体
验。生活科技展厅、儿童科学乐园、
防灾科技展厅、国防科技展厅、交通
科技展厅、基础科学展厅、宇航科技
展厅等展厅陈列的科普展品，都有详
细的介绍。比如，位于生活科技展厅

的“氢火箭”展品，不仅有展品内容、
科学原理、拓展知识等文字介绍，还
有音视频讲解，内容十分丰富。

同时，疫情期间，科技馆还线上
推出了“百变科学+云课堂”“十万颗
科学种子收集计划”等趣味科普活
动，邀广大青少年、亲子家庭一起体
验“声音的秘密”“生命的密码”“神奇
的表面张力”等趣味科普实验，或通
过“十万颗”小程序观看、点赞、评论、
转发科普内容生产“科学种子”。

另外，记者注意到，科技馆还在
其微信公众号上推出了“战疫书柜”，
市民可线上阅读各种书籍，还可通过

“新冠答题”，参与趣味科普答题活
动。

重庆科技馆“云逛展”一样很精彩
守望相助·共抗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