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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力量带领我们逆流而上
一封印在红头文件上的感
谢信

近日，《内蒙古晨报》 收到一
封印在红头文件上的感谢信。 信
中说：“2020年 2月 18日，贵报将
呼伦贝尔市莫旗‘跑腿小哥’邹洪
雷的事迹告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 天天正能量当即联合内蒙古
晨报，授予邹洪雷‘战疫英雄奖’，
给三十多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自治
旗带来了精神上的鼓舞。 ”

这封感谢信，来自内蒙古自治
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
自治旗官方。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
治旗，简称莫旗，是全国唯一的达
斡尔族自治旗，总人口 34万。

感谢信中提到的“跑腿小
哥”邹洪雷，在抗疫期间，连续 19
天独自无偿承担了旗人民医院 4
个隔离点的 3 餐配送工作。 他的
事迹感动了奋战在一线的莫旗
医护人员，通过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和内蒙古晨报的奖励与传
播，也感动了全国的读者。

感谢信中提道， 对“跑腿小
哥”邹洪雷的宣传报道和奖励，是
能够让更多人知道， 在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中，善良从未缺席，而
英雄不过是凡人的挺身而出。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在天天正能量联合各地媒体设
立的“战疫英雄榜” 的榜单上，

“跑腿小哥” 邹洪雷不是最起眼
的那一个， 但他和其他 84 位普
通平凡的获奖者一样，用自己默
默前行的努力，照亮了这个非常
时期的英雄榜单。

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英雄
榜单

一个月前，一位山东货车驾

驶员用一句话感动了全国：“没
钱可以出力。 ”这位叫李保民的
司机，在出发前往武汉运送蔬菜
之际，啃着煎饼卷蒜薹。 这句简
单朴实的话，说出了疫情面前全
体中国人的心声。 当他得知自己
获得 20000 元“战疫英雄奖”之
时，却哭得不能自已，觉得自己
做的事情不值一提，要把钱“送
给没爹没娘的孩子”。

大年初一，开着私家车“逆
行”至武汉的湖南长沙小伙郑能
量，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免费接
送医护人员，而自己一直吃住都
在车里。 在获得正能量的奖励
后，他多番推辞，最后总算收下
了奖金， 却说：“钱我先暂时代
收，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就给他
们。 钱要用在刀刃上！ ”

四川医生黄维独自驾车 17
小时、奔袭 1200 公里驰援武汉，

被形容为“一个人的川军”。 拿到
20000 元“战疫英雄”奖金后，他
立即采购了 5 台空气消毒机捐
赠抗疫一线。

在武汉，当所有人都选择尽
可能远离医院时，“最美 Tony 老
师” 沈杰冒着风险前往医院，给
在一线抗疫的医生免费理发。 他
得奖后的第一反应，是把钱捐给
武汉市第四医院，并说“留给最
需要的人”。

还有参与建设火神山医院
的建筑工人骆名良，在领到 7500
元工资后，全部用于购买牛奶送
给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在获得
天天正能量奖励后，奖金随即变
成了一箱箱送往医院的食物。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在
日常的生活中，他们不会走到聚
光灯下， 成为众人皆知的人物，
但在疫情面前，他们迸发出的力

量，彰显出的精神，让他们成了
普通人的骄傲。

和他们一样， 长期以来，天
天正能量所奖励和传播的人物，
都是平素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但
可能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瞬间
流出他们本性中美好的品质，引
起了无数人的共鸣。

七年来，天天正能量奖励了
7000 余位这样的人物，他们都是

“凡人英雄榜”上的英雄。 而在疫
情面前， 这份榜单更为沉重，在
获奖之后，获奖者们依然首先想
到“利他”的做法，更是令人唏嘘
不已。

一个团队的集体敬意

勇者无畏，总有平凡人挺身
而出，走上一线，成为这场战役
中“逆行的英雄”。

早在春节假期期间，面对这
群凡人英雄，天天正能量工作人
员的钉钉群没有沉默。 分布在全
国各地的天天正能量团队工作
人员立刻行动起来，通过钉钉进
行线上沟通、线上办公，挖掘和
奖励“战疫英雄”，为每一位凡人
英雄鼓与呼。

对于天天正能量来说，二月
是一个没有周末的月份，每天都
有获奖英雄激励着我们。 这是一
种并肩而行的姿态，更是一份发
自内心的敬意。

截至目前， 天天正能量在疫
情期间已发放奖金 120 万元。 获
奖英雄既有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
和警察，也有货车司机、快递小哥
等后勤保障力量， 还有深入一线
报道疫情的记者，以及理发师、教
师、环卫工、学生、农民……

这种倡导和引领，潜移默化
地影响和改变了更多人。

有记者反馈说，各地驰援武
汉的大货车司机，返乡后其实常
常会面临乡亲的不理解，甚至排
挤。 媒体的报道和天天正能量多
次对这一群体的奖励，让他们得
到了抚慰。 记者们说，根据他们
获得的信息， 这些“逆行的英
雄”，现在得到更多的，是被理解
与接纳。

获奖者俞天阳是护理专业
的大学生。 他进驻大涧村方舱医
院，成为年龄最小的志愿者。 在
天天正能量抖音号上，俞天阳的
视频收获了海量的评论：“我不
是学护理的，能去当志愿者吗？ ”

“我是大学生，也想去当志愿者，
找谁报名呢？ ”

这些评论，让我们看到更多
的希望。

总有一种力量带领我们逆流
而上。 这种力量，就是人性之光。

（张雪弢）

4. 主动健康，实现医养结合
智能服务模式

建立远程医疗服务， 实现
“指导—就医—救护”服务链。 开
展“流动医院”服务，为老年人提
供便利的检查检验，为出行不便
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 结合辖区
开展的“一键通”业务，推广实时
状态监控，实现紧急救护辖区内
老年人全覆盖，降低意外事故风
险。 以“一键通”为基础，开通专
业医疗咨询服务，以购买服务方
式建立专家定期远程医疗、视频
问诊服务机制，实现包括老年人
在内的西三旗群众家门口看医
疗专家的美好愿景。

构建主动医疗健康服务模
式，启动健康支持服务。 利用新
一代个体健康监测设备，实现老
年人健康信息的连续动态采集
与实时传输，建设“智能化养老
设备服务圈”， 全面收集健康数
据并建档，形成“一人一档”，进
行健康大数据医疗分析，通过疾
病预警和主动健康干预等手段

帮助老年人预防、 延缓疾病，改
善老年人健康状况。 将老年人分
为健康、亚健康、疾病、失能或半
失能等群体进行分类管理、分类
服务。

5. 文化康养，打造老年人友
善生活社区

试点老年人互助养老，组织
互助团体，实现老有所为。 制定
互助养老工作方案，引入第三方
团队， 协助开展互助养老活动。
结合现有的文艺小组、活动小组
为基础，建立互助小组。 调动社
区热心老年人，利用关系网络组
建互助小组。 通过推动养老互助
模式建立，让社区老年人参与社
区养老服务治理。

建设老年人开心社区，丰富
娱乐休闲， 满足精神文化需求。
根据现有活力老年人文化活动
开展及社区设施情况，划分特色
活动区域，加强资源互补，推动
老年团体、社区相互联合，发展
老年人特色文化活动。 提升社区
活动中心、养老服务驿站等场地

分时利用，增加高龄老年人活动
项目。 制定特色文化活动方案，
加强老年人和老年人家庭参与
的活动，发展独居、空巢老年人
电话问候、陪伴就餐等“五个一”
关爱活动。

6. 舒心居家，建设社区居民
综合服务体

优化社区服务资源分布，加
强无障碍环境建设。 布局生活服
务资源， 通过服务机构引进，建
设一批便民商圈，解决周边便民
生活问题。 推动订单式服务发
展，推动居家上门服务开展。 优
化社区服务设施布局，建设一批
集社区公共服务、 居家养老服
务、社会组织服务于一体的多功
能社区综合服务体。

探索多种模式老年助餐，
拓展多元餐饮服务机构。 发展
多种养老助餐模式， 一是完善
提升集中就餐服务模式， 支持
养老机构发展老年餐饮服务，
激励现有老年餐桌发展多样化
产品。 二是优化送餐入户模式，

发展“中央厨房+社区分餐点+
取餐/送餐”模式。 三是开发邻
里互助模式， 探索推动邻里互
助就餐项目。

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解决
老年人生活出行困难。 加快解决
老年人上下楼问题，试点楼道电

梯等新型方式。 改造社区、活动
中心周边道路无障碍问题，建设
坡道、平整道路。 协同小区物业，
重点改造老年人、高龄老年人集
中社区， 优化老年人居住环境。
扩大老年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覆
盖面。

（上接 1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