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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要防住·文明在行动

□本报记者 李珩 李志峰 云钰

当前，我市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抗疫一线，活跃着一个个年轻的志愿者身影。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努力完成每一项任务，为大家筑起一道道疫情防
控的坚固防线。他们的青春，在坚守与奉献中闪闪发光。

连日来，我们找到他们中的一些代表，用口述的形式，记录下了他们的战“疫”时光。

“我愿作微光，让这座城市更温暖”
——抗疫志愿者口述自己的故事

□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刘顺达，快来接单啦！”“@刘顺达，
赶紧拿两条警戒线过来。”“@刘顺达，9点半
开始买菜。”

11月18日早上7点，江北区大石坝街
道天桥社区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微信群里，各
种消息早已此起彼伏，大家@最多的就是

“刘顺达”。短短一个小时内，他已被@了近
十次，大家纷纷叫他来“接单”。

28岁的刘顺达不是外卖快递小哥，而是一家健身房的
游泳教练；家也不在天桥社区，而是住在大学城。为何他的
名字，会成为天桥社区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微信群里的“热
词”？

原来，11月5日，刘顺达在朋友圈里看到天桥社区招
募疫情防控志愿者的信息，他便自带铺盖卷，骑着摩托车来
到天桥社区，干起了志愿服务工作。十多天下来，这个“外
来青年”走街串巷送物资，迅速成为天桥社区人气最旺的
仔。

自带铺盖卷，“跨区”支援抗疫

11月18日上午11点，记者在天桥社区见到刘顺达时，
他刚从超市回来，往封控楼栋送为居民代买的物资。他骑
的电动摩托少了个后视镜，有明显摔过的痕迹。摩托车的
购物篮、后座和踏板上满满当当地装着牛奶、蔬菜等各类生
活物资。当天上午，他一共为居民代购了30单，车上装的
是最后几单。送完这些生活物资，又要为各值守卡点的工
作人员送盒饭。

天桥社区是个以老旧小区为主的社区，有2000多户、
6000多名居民，只有3栋电梯房。本月初，社区的疫情防
控工作量逐渐加大，7名社区干部根本忙不过来，曾担任过
社区书记的魏晓群便主动来帮忙，见人手越来越不够，她便
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布了招募信息。

刘顺达是山西临汾人，在重庆读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家
连锁健身房的游泳教练，家住大学城。11月5日在微信朋
友圈看到了这条招募信息后，他立刻打电话报名，当天下午
就来到了社区。

天桥社区的地形以坡坎为主，路窄坡陡梯坎多，是典型
的山城地貌，志愿者们扛着各种物资送到各个卡点和楼栋，
一趟下来累得气喘吁吁，效率还很低。刘顺达便想到用自
己的摩托车来运送物资。为了不影响志愿服务工作，他回
家取来铺盖卷和换洗衣物，以社区文化活动室的沙发为床
铺，在天桥社区“安”下了家。

“骑手”刘顺达，成了社区的名人

天桥社区的居民多是老人，有些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有的楼栋因出现阳性患者被封控后，老人家里的买菜买药
便成了问题。楼栋的志愿者便挨家挨户收集老人购物需
求，为他们代买代送。

代购的前几天，“接单”的时间是随机的，接一单便要跑
一趟。老人们手写的购物单据要求十分细致：大葱要3根，
小葱要2元的，包包白1个（3斤）……刘顺达不熟悉超市的
货柜摆放，顺着柜台到处找，找到了还要一一按要求称量。
一整天，他都在超市、药店和社区楼栋之间往返。

看效率低，他便开动脑筋想办法，一来提醒居民把“下
单”时间集中到每天9点半前，二来与超市工作人员沟通，
由工作人员代为挑选菜品并打包。这样一来，每天上午11
点半前他就能完成蔬菜配送工作，余下的时间便可腾出来
运送其他物资。

尽管“集中”了下单时间，仍有居民临时发来购物需求，
他也从不拒绝。至于买药，那更是全天接单，不限时段。

就这样，“骑手”刘顺达逐渐成了天桥社区的名人。

摔坏摩托车，社区居民主动来维修

一天三次给工作人员送盒饭，为居民代买药品、生活物
资，为各卡点工作人员运输防疫物资……十多天下来，刘顺
达对天桥社区各楼栋的位置、梯坎步数摸得门清。

社区的好多楼栋没有电梯，各楼栋之间也要爬坡上坎，
有的物资配送也要靠人力“硬扛”，得有一身好体力才行。
刘顺达是游泳教练，身体素质好，主动把搬运的活儿也接过
来。前些天社区为各卡点志愿者分发睡袋和行军床，一张
床一二十斤，还要扛着爬一长段梯坎。别人一次最多搬两
张，他能搬4张。

这段时间，社区又招募了志愿者刘正强加入骑手队
伍。这样，每天送完午饭后，站在社区门口“等活”的休息
时间，刘顺达便有了个说话的伴。社区志愿者贾叔叔见
两人站在门口，专门找来两块泡沫垫在地上，让他俩坐着
休息。

社区干部和志愿者们的辛苦，居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这不，17日上午，刘顺达在为居民运送物资时，摩托车
的撑子碰到了路上的隔离桩，他连人带车重重地摔了下去，
摔伤了膝盖，也摔坏了摩托，车把手上用来加油的部件摔坏
了，摩托车发动不了。社区干部们便在各个楼栋群里紧急
寻找维修工。

174号是前几天刚刚解封的楼栋，住在其中的一名开
汽修店的居民赶紧下楼、开店门，帮他修好了车。

“骑手”刘顺达又上岗“接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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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年11月23日凌晨3点
地点：璧山区人民医院三角滩感染病

院区移动PCR方舱实验室
任务：做核酸检测
口述人：璧山区人民医院检验科检验

师汪志学
这是我在这里工作的第14天，今天的

进舱时间是午夜零点。
一管管核酸标本就摆在我面前，我几

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这不仅仅因为周围
很安静，还因为自己有点小紧张。

核酸检测的过程是充满危险的。比
如，检测前的处理环节，这是整个检测最关
键、最危险的一步。如果开盖过程的动作过
猛，很有可能造成气溶胶分散。虽然戴着
防护面罩，病毒仍然有可能乘虚而入。

我得小心翼翼地按流程进行分拣签

收、样本加样、核酸提取、基因扩增、结果分
析、出具报告……手臂抬起又放下，这样的
动作每天大约会重复几千次，拧采样管拧得
手都快起泡了，而且人包裹在密不透风的防
护服里，面屏很快就起了雾，难受得很。

我们这个移动PCR方舱实验室里一
共有8个人，旁边的7个小伙伴是一起来支
援的其他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除了我全
部是女生。每天，我们待在这个移动PCR
方舱实验室的时间在8小时以上，其间不能
吃饭，也不能喝水。如此高的工作强度，说
不累是假的，但我们只有一个念头：我们多
做一些，核酸结果出炉的时间就更快一些。

我妻子也是医务人员，本轮疫情以来
就住进医院没回家，5岁的孩子交给外婆
带。我们都是平凡人，但我愿作微光，让这
座城市更温暖。

不吃不喝实验室一待就是8小时
时间：2022年11月23日早上6点
地点：渝北区两路街道
任务：在高风险封控楼栋值守
口述人：渝北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建友
今天是我在两路街道双北街社区高

风险封控楼栋值守的第九天。简易的帐
篷、两把塑料凳子组成了我们24小时轮
值的“堡垒”。凌晨气温骤降，但帐篷里社
区居民张大爷送来的一个烤火炉、一床棉
被和一壶茶水，却温暖着我。

记得我值守第二天，就迎来了夜班，
外面刮起了寒风下着小雨，我在帐篷里搓
手跺脚，没想到这一幕被住在值守点旁的
张登银大爷看见了。随后，他给我搬来了
一个烤火炉，又从家里接了一个插线板，
笑呵呵地告诉我，“别担心电费，烤火炉随
便用，不要冷感冒了”。

不一会儿，大爷又从家里提来满满一

壶热水和一盒茶叶，告诉我这是他儿子从
云南带回来的珍藏茶叶，让我一定要尝
尝。张大爷还叮嘱我，他家门不关，想上
厕所随时去。

在高风险封控楼栋值守的这些天里，
我当过配送员、宣传员。这期间，社区和
居民都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每当我累
了想松懈的时候，我会想起张大爷说的
话，“是你们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也要尽
可能为你们提供保障”，这愈加坚定了我
同心抗疫的决心和信心。

而立之年的我，是第一次深度参与志
愿服务，这场战“疫”却让我切身感受到了

“双向奔赴”的温暖，也让我们当代青年逆
行而上找到了自己的逐梦之路。我希望
以青春之我，用青春之力，展现当代青年
的勇气、责任和担当，共同在“疫”线筑起
一道青春长城，打赢疫情歼灭战。

切身感受到“双向奔赴”的温暖

时间：2022年11月22日中午12点
地点：南岸区中医院片区核酸采集点
任务：转运核酸采集标本
口述人：重庆医科大学第四临床学院

2022级临床医学博士生志愿者杜宁
11月12日，学校派出1000余名支援抗

疫一线的医学生志愿者，我是第三批出发
的。我所在的小组被分配到南岸区中医院
负责的片区，帮忙进行核酸采集标本转运
工作，我是小队长。

我们来之前，这里的医护人员已经超
负荷运转一周，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拿起
接力棒。在进行基本的工作交接后，我们
接过转运箱，奔向各自负责的采样点。

每天，所有居家封控人员的核酸样本
从居民楼采集完后，都会集中收集，我们小
队7个成员的任务，就是把各个集中点里

的核酸采集标本及时、准确、完好地运送至
茶园核酸检测点。

我们穿着隔离服，提着转运箱，穿梭在
这个片区的大街小巷中，人均每天要在七
八个点位中，转运3000多管核酸标本。

这是一个需要谨慎和细心的工作。
每一次交接，都要与每一个站点的工作人
员认真核对样本的数目，确保每一箱样本
的准确与安全。在每一轮转运完成后，我
们都会把转运箱进行彻底的消毒杀菌。

每天我们奔波在核酸的采样点和专业
机构检测点之间，总是想着更安全、更快速
地把标本送到，和病毒抢时间。

同学们在群里有时候也会打趣地说，
我们也是疫情下的另外一种“快递小
哥”。期待着在抗疫胜利之后，我们能好
好看一看这原本热闹的城市风景。

和病毒抢时间只想更快把标本送到

买菜、送餐、跑腿……每天，美团重报江北机场站的骑手朱国川，戴上他最喜爱的“乘风破浪”头盔，骑上摩托车奔向一个又一个目的地。11月8日以
来，朱国川每天常常要忙到次日凌晨2点后，日均配送量高达70余单，骑行距离超过100公里。累了困了，他就拿出摩托车尾箱里准备的被褥，就地见缝插针
休息一下。“我们就是为有需要的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朱国川略微腼腆地说。 首席记者 龙帆 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接单接单 代购代购 再出发再出发送达送达

乘风破浪的逆行骑手

11月18日，江北区大石坝街道天桥社
区，志愿者刘顺达正在社区搬运物资。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扫一扫
就看到

骑手朱
国川的故事

时间：2022年11月23日上午
地点：北碚区歇马街道紫云台社区
任务：社区志愿服务
口述人：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员工邓勇
11月16日开始，在居家办公的同时，

我响应单位党委号召，下沉到所在的北碚
区歇马街道紫云台社区，成为一名志愿者。

志愿者服务群有400多人，群里各种
招募、服务、工作动态、求助信息汇聚交
融，不停刷新，热气腾腾，宛如温暖大家
庭。我瞬间受到感染，盼望着赶紧上岗服
务。

此时，刚好看到群里一个招募内巡员
的接龙，我赶紧接了上去。然而很快就被
告知：招募已满。接下来又是一连串的接
龙失败，一连几天，竟然抢不到一个志愿

服务的机会。
我又陆续加了几个小群，手机随时放

在手边。每天听着消息提示音入睡，第二
天又被消息提示声唤醒。终于，捕捉到一
个核酸检测扫码员临时有事退出的信息，
我立马“举手”，总算得到一个替补上岗的
机会。

扫码工作需要密切接触被检测人员，
有一定风险。11 月20 日，在社区工作人
员指导帮助下，我将防护服、护目镜、手套
等穿戴整齐，全副武装上岗。站了一下
午，依次扫码核对每个被检人员身份，一
共400多人，竟累得腰酸背痛,体会到了医
务人员的不易。第一次领到任务后，我又
参与了巡查、出入值守、物资配送等任务，
希望把志愿服务工作做得更好。

领取志愿任务拼手速

□本报记者 王亚同

“如有调动，明天核酸检测就委托给
马彦涛他们。”11月22日下午，带着岳父
就医回来后，巴南区花溪街道新工地社区
党员志愿者李春光接到一项紧急待命任
务，在志愿者微信群里简单交代了一下，
他又抽出一张纸，坐到孩子的课桌前草草
记了几笔，马上开始收拾行李。

这是他在“复盘”当天的志愿工作，以
往都在深夜，但今天却调整到了傍晚。来
不及记到那本陪伴他多日的笔记上，只能
匆匆抽出一张A4纸记下来，等空闲下来
再夹到笔记本里。

翻开这本夹着很多纸片的普通笔记
本，上面按日期记录下李春光这些天来参
加社区志愿工作的内容。有时工工整整
记得很详细，有时像是抓过来就写的随手

记，还有匆匆写就的时间、任务、需求等关
键词，更多的是他自己才能看懂的志愿者
排班值守的“战疫草图”。

李春光是巴南区人民法院的一名工
作人员，11月11日开始下沉到新工地社
区担任志愿者，成为党员志愿者服务的牵
头联络人。为协调整合下沉党员干部资
源力量，随时跟进疫情防控形势，他每天
都会利用休息时间“复盘”整理汇总当天
的志愿工作、总结社区群众需求、计划第
二天的任务。

“18栋彭姓业主，家中剖宫产孕妇需
上门采样。”12日的工作日志后，他随手记

下了这样一句。原来，当天上午家住华宇
龙湾18栋的业主彭女士急匆匆来到李春
光所在的核酸检测点位，告知其女儿剖宫
产正处于月子期，希望能上门做核酸。了
解情况后，李春光留下其联系方式，马上
联系志愿者和医务人员前往产妇家中采
样。

“28栋，杨仲粗，照顾排队。”13日的
日志后，李春光又记录下这样一句。在华
宇龙湾28栋点位的核酸检测处，原来是
一位老人每次都要来做核酸。得知这一
情况后，李春光及时告知点位负责人蒋大
学。每当杨大爷排队时，该点位负责秩序

的志愿者便会上前悉心照料，协助老人顺
利完成采样。

这样的日志还有很多，从需要购药居
民的楼栋号、姓名以及联系电话，到社区
老人、残疾人的电话和家人信息，以及不
少居民的特殊需求等，李春光都会在每天
的“复盘”中记录下来，并随时跟进落实情
况。

李春光的日志中，除居民需求外，就
是密密麻麻到只有李春光自己才能看懂
的“排兵布阵图”。那是他提前制定的片
区志愿者每日分工分组情况、核酸采集情
况、核酸检测物资等工作内容。

一个党员志愿者的“战疫草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