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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被联合国选中！ 武大志愿者“网谈”战疫
� �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
责任。 ”武汉大学研究生王琇琨
谈起自己受邀向全世界分享青
年战“疫”经验时，对很多细节记
忆深刻。

4 月 15 日，联合国秘书长青
年特使办公室与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举办的
“共同应对新冠病毒” 网络研讨
会，邀请来自中国和其他 6 个国
家的青年代表在线交流战 “疫”
经验 。 来自中国的青年代表是
“95 后”王琇琨，她 4 分钟的英文
演讲，很快登上微博热搜榜。

战“疫”期间，武汉大学共有
1378 名志愿者，为 641 个名一线
医护人员子女提供在线家教和
心理辅导。 王琇琨正是其中一名
志愿者。

联合国为何选中她？

4月 8日，联合国秘书长青年
特使办公室提出邀请一位中国的
青年代表参加网络研讨会并发
言， 武汉市各高校的大学生志愿
者作为重点对象群体被推荐。

4 月 9 日上午，武汉大学“与
逆行者同行·为奉献者奉献”志
愿服务队的王琇琨，作为推荐候
选人之一，与联合国秘书长青年
特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进行了
视频连线。 她用英文交流了疫情
期间的所思所感、所作所为。 当
天下午，王琇琨被确定选中。

王琇琨后来了解到， 特使办
公室选择她， 主要是因为她的志
愿者工作内容与会议主题“关注
青年人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契
合。另一个原因是，王琇琨交流时
的语气亲和自然， 所说的内容比
如在家与父母面临争吵等， 贴近
生活，与各国青年有共性和共情。

得知自己被确定为发言人，
王琇琨第一反应是非常激动，但

紧接着就感到紧张和有压力。 她
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自己的话
语，将中国青年志愿者的声音传
播出去，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展现
中国青年风采，分享中国战“疫”
经验。

而在此之前，王琇琨已和武
汉大学的伙伴们为战“疫”坚持
数月。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之后，
武汉大学疫情防控青年突击队
成立，一批“90 后”武大青年发起
了“与逆行者同行·为奉献者奉
献”志愿服务关爱一线医务人员
子女行动。 王琇琨第一时间加入
核心团队。

王琇琨发现，凌晨两点左右
是家长回复消息的高峰时段，因
为医护人员换完班才有时间查
看手机。 王琇琨也坚持熬夜对
接，“要尽快帮他们解决忧心事，
让他们安心战‘疫’”。

志愿服务队队长陈曾告诉
记者， 他们从全校近 3000 名报
名者中遴选出 1549 人组成关爱

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志愿服务队，
其中 1378 名志愿者组成 641 个
志愿服务组， 为来自金银潭、雷
神山等 100 多家医院和全国支
援湖北的 641 名一线医务人员
子女服务，开展线上辅导。

代表中国青年发声

为了用青年声音向世界讲
好中国故事，王琇琨一直积极准
备发言稿， 直到 4 月 15 日发言
当天， 她仍在修改措辞和表达。
她想给全世界呈现一个大方、自
信、得体的中国青年形象。

发言时，王琇琨总结了两个
关键词：一是“信心”，困境是暂
时的， 要坚信一切都会过去，保
持冷静与坚强;二是“合作”，没有
人是孤岛，人与人的团结、国与
国的合作是战胜疫情的关键。

谈到选择这两个关键词的
原因，王琇琨说，信心是她在整
个服务过程中最有体会的一点。

疫情初期， 王琇琨发现不少

人被焦虑、无助等情绪左右，她选
择了通过志愿服务与团队小伙伴
们一起付出努力。在这个过程中，
她逐渐树立了对自己的信心，也
树立了对并肩战斗的小伙伴的信
心， 两个多月的志愿服务工作也
让她的信心变成坚定的信念。

“能在战‘疫’之中付出自己
的力量，为心中的信念而努力，感
觉无比幸运、无比幸福。 ”王琇琨
说，与中国不同，目前许多国家还
处于抗疫的艰苦阶段和关键时
期， 不少国家的青年最需要的正
是战胜疫情的信心， 因为信心能
引导他们为战胜疫情积极作为，
而不是无奈无助、消极应对。

“合作一词来源于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理念。 ”王琇琨说，这次
网络研讨会是一次很好的国际
合作体现，青年应该从小的方面
入手，携手分享各自经验来渡过
难关。 这次疫情是人类共同面临
的困难，只有所有人携起手来才
能够战胜疫情，而不是一味找借
口、找理由甚至将病毒政治化。

王琇琨谈及自己的发言时
说，在国际会议中代表中国青年
发声，能讲述的只是中国青年抗
疫的一小部分， 有无数志愿者、
一线工作者的工作强度和意义
更大。 她希望中国的青年之声能
够越传越远，越来越有力量。

4 月 15 日晚举行的网络研
讨会上，王琇琨作为第一个分享
者， 发表了近 4 分钟的英文演
讲。 随后，“武大 95 后女生在联
合国研讨会发言”的话题登上微
博热搜。

看到自己所做的努力被众
人关注和肯定，王琇琨和武汉大
学的志愿者小伙伴们既开心又
激动。

在王琇琨看来，自己和同伴
们只是希望在抗击疫情的战斗
里尽绵薄之力，而真正应该被关

注的，“更应该是所有在抗疫一
线拼搏坚守的人”。

“做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

如今，王琇琨和小伙伴们感
到身上的责任愈发重大，正筹划
如何将这项工作更长久、更完善
地开展下去。 他们特别希望有更
多青年在疫情期间甚至疫情之
后，都加入志愿服务者行列。

武汉大学团委相关负责人
说，学校积极引导大学生志愿者
在辅导教育中让医务人员子女
更深刻理解父母的“逆行”，引导
大学生志愿者在服务中开展自
我教育，使双方在辅导与被辅导
中共同感受抗疫斗争所体现出
的家国情怀，实现教学相长。

陈曾说：“这场战‘疫’中，武
大走出了太多的英雄。 关爱一线
医务人员子女志愿服务队中也
涌现出很多像王琇琨一样的优
秀青年志愿者，大家都在自己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颗不生锈
的螺丝钉。 ”

据介绍，武大志愿者本着“哪
里有需要， 我们就去哪里”“只要
还有需要，我们就继续服务下去”
的宗旨， 继续对医护人员子女给
予关爱服务。在疫情结束、武大开
学后， 他们打算举办志愿者与孩
子的线下见面会， 让线上友谊延
伸到线下并延续下去。

陈曾说，团队未来计划与武
汉大学深圳校友会合作，建立数
字化公益科技平台，增加志愿者
在心理专业领域的培训，优化志
愿者队伍，增加服务内容，扩大
服务范围。 团队在疫情期间服务
一线医务人员，疫情过后还将服
务各类社会工作者家庭，将立足
点从疫情防控转移到改善亲子
关系和家庭氛围等方面。

（据《新华每日电讯》）

“我们一直都在身边”———记战“疫”中的外籍志愿者
“你要记住，你不是孤身一

人在作战，只要你需要，我们一
直都在身边。 你要坚强，这场风
暴终将过去。 ”这是来自布隆迪
的留学生瑞迪在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创作的英文歌曲《Be Strong
（加油）》中的歌词。

疫情暴发以来，广大志愿者
积极投身疫情防控一线，这其中
也有不少外籍志愿者。 他们中，
有人留守校园执勤， 有人变身
“搬运工”， 有人记录中国的战
“疫”故事，成为特殊时期里的一
道独特风景线。

忙碌的校园执勤者

从 3 月初开始，瑞迪正式“上
岗”，成为广州南方医科大学一名
防疫志愿者。疫情暴发初期，不少
外国留学生选择回国， 但瑞迪却
决定留下来。每周五下午 1时至 6

时， 他都在宿舍楼周边的防控点
值守， 检查每一名进出学生的学
生证和健康码，并为他们测量、记
录体温。“只要做好防护，就不用
害怕被感染。 ”瑞迪说。

同样忙碌的还有华中科技
大学的巴基斯坦籍留学生罗昌
贤。 疫情期间，他与数十名外籍
留学生组建志愿者团队，收集在
校外籍学生的健康状况，将食物
与日用品送到同学房间，打扫宿
舍公共区， 协助同学取快递，经
常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

武汉“解封”后，校内的留学
生每周可限时限次离开宿舍区，
但罗昌贤一次都没离开，“我每
天都要接触大家，如果我出去染
上病毒，会给大家的健康带来威
胁，所以就算可以出去，我也没
有申请过。 ”

“现在大部分外国留学生都
不想回国了，他们觉得在中国更

安全。 我知道甚至有不少撤离的
外国人想要回到武汉。 ”罗昌贤
说，在疫情防控方面，少有国家
比中国做得更好。

服务基层的“洋面孔”

黄色防护服、 蓝色橡胶手
套、黑框护目镜与两层医用口罩
是法国人多梅克做志愿工作时
的常用装束。

54 岁的多梅克曾是武汉理
工大学的一名法语老师， 来汉 8
年，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 疫情
期间，他加入了“豹变”志愿者车
队， 为当地医院运送消毒水、橡
胶手套、防护服、饭菜，还帮社区
运输蔬菜和生活用品。

由于语言不通，多梅克大部
分时间就紧紧跟着车队的其他
志愿者，默默卸载、搬运货物。 但
这并没有影响他为抗疫做贡献。

4 月初，在得知武汉市血液紧缺、
血库告急后，多梅克第一时间与
5 名车队志愿者前往武汉血液中
心，献出 300 毫升血。

在广州，几名身穿绿马甲的
外籍志愿者来到白云区一家集
中医学观察点，为尚在集中观察
的外国人提供语言和生活帮助。

作为曾经的集中医学观察对
象，来自非洲喀麦隆的顾文森希望
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缓解正在接
受观察的外国人的紧张情绪。“中
国政府在尽其所能，让每个来到这
里的人感到舒服。 每个在广州的
人，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喀麦隆人，
无论是非洲人、 欧洲人还是亚洲
人，都能自由地生活。 ”他说。

和顾文森一样， 也门籍志愿
者锐迪也是在结束集中医学观察
后，主动请缨参加志愿服务。据他
介绍，在健康服务管理期间，生活
很方便， 工作人员还根据他的饮

食习惯，专门送来清真餐食。

记录中国战“疫”的宣传员

“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为巴
基斯坦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我
们还需要向中国学习更多成功
经验。 ”罗昌贤说。

来自马拉维的班德来华 5年，
如今在黑龙江大学攻读哲学博士。
疫情期间，他义务当起了防疫宣传
员， 在社交网站上记录中国的战
“疫”故事，为不了解疫情发展情况
的外国朋友耐心讲解，告诉他们疫
情可防控，安慰他们不要慌乱。

“中国一定能战胜疫情，我
也会继续当好防疫宣传员，把真
实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班德说，
虽然现在非洲地区的防疫形势
不容乐观，但中非之间已经开始
了防疫合作，国际社会团结合作
才能战胜病毒。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