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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吹响武汉志愿者“集结号”
40 多天来，在青山区共青团

的组织下，当地共有 534 名志愿
者服务抗疫一线，负责的 3 个值
守点位每天测温千余次，接送医
务人员 800 余人次，累计参与搬
运医疗、消毒、生活等各类物资
1000 余吨。

作为武汉市最早面向社会
发布志愿者招募公告的团组织，
80 后女团干、团青山区委副书记
张若琦是这支志愿者队伍的“领
头羊”，始终带头战斗在第一线。

除夕当天，张若琦接到单位
通知：立即返岗，参与疫情防控。
她当即与家人道别，回到机关。

在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下，
她联合十几名同事分工协作，在
官方平台“青春青山”上率先发
出号召： 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
支援一线。

青山区有 12个街道、80多个
社区、人口 50多万。疫情暴发后，
各处都急需支援。群众有所呼，团
组织有所应。 张若琦原本担心因
为疫情形势严峻， 可能招不到志
愿者，但征集令发出后，志愿者们
的热情超出了她的预料。

90 后钢花小学音乐教师华
雨辰、中国船舶集团七二二所控
股公司 90 后职工贾威、 土生土
长的小伙子余靖、00 后大学生陶
梦婷等一大批青年志愿者向团
组织申请报名，愿意共抗疫情。

“面对如此严重的疫情，青

年一代不顾个人安危， 挺身而
出，让大家非常感动。 我们要保
护好他们！ ”张若琦说道。

经过审核筛选，很快，281 名
志愿者作为武汉市团组织里最
早的一批志愿者队伍投入战斗。
此后，在团武汉市委的统一部署
下，青山共青团又招募到 253 名
志愿者。

在青山区，由志愿者负责协助
的有两座方舱医院、11个隔离点、3
处交通卡口、1处物资集散地。

张若琦明确线上管理、任务
发布和签到的模式，有序组织青
年志愿者参与大桥和高速入口
协助交警测量过路车辆人员体
温、到一线医院和社区运送防疫
物资、参与方舱医院和隔离点建
设、接送医护人员、帮助社区消
杀等多项志愿服务。

疫情支援工作最繁忙的时
候， 张若琦对接了十几个微信
群，“每个群最少的有 50 人，最
多的有 300 多人”。

“有 44 吨蔬菜，马上到达钢
城第十小学操场， 需要帮忙卸
货！ 请求志愿者们支援！ ”3 月 7
日下午，张若琦在微信群内发布
完任务，不到半小时，就有 80 多
名志愿者从家里赶到现场。

这样的高效率， 她从未感
到意外。 大多数时候，捐赠物资
到达武汉是在凌晨， 可能有 50
吨，甚至 100 吨，数量大 、时间

紧，但张若琦觉得，“在我身后，
有可爱而又敢于担当奉献的志
愿者，有他们在，一切困难都可
战胜！ ”

为了让志愿者做好全面防
护，张若琦每天都在微信群强调
防护常识；还和团区委干部想尽
办法购买了 3 万多元的口罩、一
般防护服和护目镜等，积极争取
团市委、 区委的酒精等防护物
资，努力让志愿者安全上阵。

曾有志愿者感慨，更多时候，
这位 80 后女团干更像是志愿者
的 “知心大姐”。“她不仅带头扛
在一线，还要照顾我们志愿者，准
备好防护服和口罩。 有时候任务
重，志愿者有几百人，在外面吃不

上饭， 她就从团区委机关食堂订
好盒饭送过来。 她的车里几乎天
天都有为志愿者准备的零食、饮
料，给大家补充能量。 ”

40 多天来，张若琦没有一天
休息，积极对接一线各类需求和
物资信息， 哪里有需要就去哪
里。 每次“突击”，她都会提前到
达，给志愿者测温和签到，联系
物资、进行装卸、整理方舱……
都在紧张有序中高效完成。

李涛是最早加入的志愿者
之一， 这名土生土长的武汉 90
后， 最初与 8 名志愿者一起，负
责在二七桥、 天兴洲长江大桥、
北湖收费站三处交通卡口，为司
机进行体温检测，替换此前在这

里执勤的医生，方便他们回到医
院一线。

他记得，1 月 26 日， 雨下得
很大， 张若琦当天上桥不下 4
次。“当时疫情形势紧张，防护物
资很难买到，她要协调多处的志
愿者工作，特别忙，但还是多方
筹措，为我们送来了雨衣、手套、
消毒液和口罩。 ”李涛说，考虑到
桥上的志愿者不好就餐，张若琦
还特意从机关食堂买来盒饭送
了过来。

从 1 月 25 日开始，90 后志
愿者郑畅就一直在张若琦的带
领下， 与小伙伴们奋战在一线。
最初，疫情形势严峻，看着这座
熟悉的城市不断有年轻的医护
人员倒下，连身边好友也因为疑
似而被转入了隔离点，他一度感
觉生活失去了阳光。

看着郑畅沉闷的样子 ，张
若琦鼓励他拾起生活的勇气，
乐观迎接挑战。 看见很多像张
若琦一样年轻的共产党员都勇
敢地冲锋在前，郑畅振作起来，
也有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想
法。1 月 27 日，他就在张若琦的
鼓励下， 向公司党支部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

张若琦说， 自己最大的心
愿， 就是春暖花开的那一天，能
脱下口罩，与连日一起奋斗的志
愿者们微笑问好。

（据《中国青年报》）

“热血沸腾地报了名，初上
岗时还真有些胆怯。 ”20 天的志
愿服务生活结束后，90 后李龙文
始终记得，“文司令”张娟文在最
艰难时送来的饼干的味道。

咸安区属于湖北“南大门”
咸宁市的城区，武汉返乡人员众
多，防疫任务艰巨。 自疫情防控
战役打响后，在社区卡点、驻点
村、医学观察点、医疗队入住的
酒店，穿着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
随处可见，背后都离不开这位 32
岁的“文司令”。

1 月 23 日，团咸安区委书记
张娟文刚刚参加完一场返乡青
年的参观交流会，就接到了抗疫
的通知。

张娟文随即在乡镇团委群
内“喊话”就近招募志愿者，很
快组织起一支上百人的队伍，
分成宣传组、 物资捐赠组和服
务医疗队， 到辖区内的 6 个商
场、20 多个农贸市场传播防疫
宣传知识， 组织分发两万余枚
口罩。

“自己正确佩戴口罩作出
表率， 然后向没戴口罩的群众
发放免费口罩并普及防疫措
施，不能漏过任何一个人。 ”每
到一个宣传点， 张娟文都会反
复叮嘱志愿者。 短短一个下午，
在咸安区城区的 10 余个农贸
市场和商场就几乎没有了不戴
口罩的人。

在社区和乡镇连轴转了 8
天， 张娟文每天早上 8 点出门，
协调志愿服务，排查定点村社区
疫情，再巡查办事处志愿者点位
值守情况，仅在除夕当天回家吃
了一顿饭。

1 月 29 日，第一批云南援咸
医疗队到达酒店。 时钟开始不断
拨快， 精力顾不过来， 她便把 5
岁的儿子送到爷爷奶奶家。

想在前面，走在前面，她很
快组建起一支 15 人的小分队，
当天安排妥当志愿者的出行就
餐、保险领取、岗位培训等事项。
第二天， 志愿者便开始搬运水
果、中药、饮品等，并向酒店提供
统一订餐送餐。

相比云南的干热气候，咸安
显得潮湿阴冷。 医疗队不适应热
空调，志愿者买来热水袋和护手
霜。 衣服晾不干，张娟文和她的
团队到处筹集衣架。

每逢特殊节日，酒店便布满
鲜花， 餐桌上多了各种面食，理
发师也来了……

如同上足了发条，张娟文和她
的团队服务“一刻也停不下来”。

2 月 7 日， 在接到社区联防
联控任务后的两个小时里，张娟
文将紧急招募的 45 名志愿者分
布到 15 个社区，负责社区消毒、
管控人员流动。

得知温泉办事处社区和桃

林村需要值守后， 不到两个小
时，又有 100 余人报名参加。 最
终，选出的 59 人在 12 个村社区
设置起卡点。

志愿者工作步入正轨后，张
娟文渐渐发觉“竟然还有时间坐
一会儿办公室”， 便又主动请缨
成为酒店医学隔离点的负责人。

2 月 17 日，简单收拾几件换
洗衣服，她带着一位团委干部和
两名志愿者住进了酒店医学隔
离点。

一开始，有人抵触隔离工作，
不愿入住条件较差的酒店。 张娟
文让志愿者尽量满足他们的要
求。连续 10天，查测体温、反馈检
查结果、采购分配日用品、派餐送
餐、 清洁卫生一一落实到位，“有
情绪的慢慢也消融了”。

前线物资紧缺，张娟文又迅
速联系区青年企业家协会秘书
长程科， 组织起一支应急突击
队，筹集到捐款和物资合计 6 万
余元，消毒酒精 8000 余斤，口罩
1 万余只， 手套 2 万双， 防护服
1000 套，测温仪 36 只，发到了全
区 120 余个村社区。

“工作暂告一段落，大家既
欣慰又失落，欣慰的是疫情防控
越来越向好，失落的是我们即将
分开。 ”程科发现，志愿者和居民
们处出了感情，志愿者之间成了
“铁哥们儿”。

“若有战，召必回！ ”看到群
里几十条刷屏的誓言，张娟文心
里涌起一股暖流。

“青年突击队总是指哪儿打
哪儿。 ”张娟文对志愿者应急救
援中的优异表现并不意外。 志愿
者协会成立以来，在团市委的指
导下培养了几十名核心骨干，各
种公益活动都能看到他们活跃
的身影。

有一次，一位酒店工作人员
未经分配擅自拿了大厅里的水
果。 25 岁的酒店志愿者当即指
责，双方言语冲撞了几句。 张娟
文当即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解
开彼此的误会，并对志愿者们做
了心理疏导。

“工作得到认可，这些都离
不开大家的奉献，但是人际交往
多些沟通和互助，信任和温暖才
能长存。 ”张娟文私下里劝慰说。

“不做青年官， 要做青年
友。 ”张娟文将这句话当作工作
信条。 志愿者张兵则说，值守的
工作虽然辛苦， 但却干劲十足，
背后的秘密就是———“‘领头羊’
每天都会关心大家的保障和困
难，自己也带头干”。

目前，全区志愿者扩增到了
500 余名，无一感染。 这个年轻
的女团干笑言，“失眠症自动消
失了”。

（据《中国青年报》）

500 名志愿者背后的“文司令”

团青山区委副书记张若琦和志愿者们一起搬运物资

团咸安区委书记张娟文（前）和志愿者交流布置工作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