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名册、行军被……

武汉志愿者满载温情的战疫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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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逆风而行冲在前线，无微不
至服务居民 ， 尽己所能助力复
工，协助疏导心理压力……在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武汉志
愿者的暖心故事接连上演，汇聚
成一股气势如虹的暖流。

战疫有妙招 ， 战疫有 “法
宝”， 志愿者齐心协力、 尽己所
能 ，用责任担当 、善行义举传递
温暖和大爱。 朋友圈、花名册、行
军被……一件件 “战疫法宝 ”背
后 ，是一个个感人故事 ，是一个
个难忘瞬间。

巾帼志愿者：自制清扫工具

今年的 4 月， 是第 32 个爱
国卫生月。 武汉市大力推动爱国
卫生运动进社区、进机关、进村
庄、进学校、进企业，为全面打赢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营造良好
环境。

一大早，武汉市江岸区百步
亭社区巾帼志愿者孙朝娟戴好
口罩、穿上志愿服务“红马甲”，
下楼到社区居委会报到。 随后，
孙朝娟和社区工作人员、下沉干
部、巾帼志愿者分散在苑区各个
角落，清除卫生死角、清运积存
垃圾、清扫落叶堆，一个卫生死
角也不放过。

自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以来，
百步亭社区妇联积极动员广大社
区女性进行卫生大扫除， 为辖区
居民打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小区的树都长了新叶子，
枯叶也都落光了，我们把这些落
叶都清理了，干干净净的，居民
们看着也清爽。 ”百步亭社区温
馨苑党总支书记贾芳说，“社区
路面打扫干净了，环境得到进一
步提升， 我们心情也变好了，也
更有利于疫情的防控。 ”

清扫现场，巾帼志愿者们用
自己制作的清扫工具，熟练地将
地上的落叶、纸片、烟头夹起，扔
到随身携带的袋子里，再放入垃
圾车中推走。“一夹一个准，而且
手与垃圾全程无接触， 十分方
便、卫生！ ”孙朝娟称赞道。

居家大扫除、社区环境卫生
大整治、培养居民个人防护生活习
惯……自 4月开展第 32个爱国卫
生月活动以来，江岸区百步亭社区
全面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巩固疫情
防控的成果。 从社区到苑区、从楼
栋到家庭，社区总动员，共同努力
阻断疫情、扮靓家园。

“老兵”聂三华：行军被

4 月 17 日， 住了 77 天酒店
的聂三华回家了，背着那床褪了
色的行军被褥。

1995 年入伍，2006 年转业，
每次执行重要任务时带上行军被
褥，是“老兵”聂三华的一个习惯。

1 月 26 日，武汉公交集团光
谷公司组建战疫党员突击队，41
岁的聂三华当即报名。 第二天，
他就背着行军被褥，开着私家车
赶到公交 739 路的起点站———

珞雄路公交场站备勤。
1月 31日， 新疆援汉医疗队

进驻武大人民医院东院，聂三华和
同事也住进酒店，往返酒店与医院
之间，接送医疗队员们上下班。 那
床行军被褥又被他带到酒店。

酒店距离医院 9 公里，新疆
援汉医疗队有 146 名队员。 每天
最早一班车是 7 时 10 分从酒店
发车， 最晚的一班车要到 23 时
40 分回酒店，“平均每天要跑 8
趟，最多时一天曾跑了 24 趟”。

2 月 15 日 21 时 30 分许，聂
三华接到新疆援汉医疗队专家
于朝霞电话，要紧急赶到另外一
家酒店，接浙江援汉医疗队专家
王国彬、潘向滢赶往武大人民医
院东院救人。

“时间绝对不能耽误！ ”聂三
华发动了自己的私家车。 当天晚
上，于朝霞和王国彬、潘向滢在
医院为抢救重症病人前后忙碌
了近 4 个小时。 在等候的过程
中，聂三华放平车座椅，“窝在行
军被褥里打了个盹”。

疫情防控期间，聂三华安全
行驶了 1.2 万公里， 运送了 2.5
万余人次医务人员及 500 余件
（箱）医疗物资。

“这床行军被褥陪了我整整
20 年！ ”聂三华说，他在武汉搬过

两次家，每次搬家，他都会丢掉
一些旧物，但这床行军被褥却一
直留着，“哪天天气好， 晒晒，再
抽个真空，收起来”。

残疾理发师宋忠桥：
理发工具

“我要让他们漂漂亮亮地回
家。 ”4 月 12 日，蔡甸区湖北中核
国际酒店，北京援汉医疗队入住
地。 上午 9 时，宋忠桥和他的徒
弟早早地在这里做好了准备。

一把平剪、一把牙剪、一把
梳子，再加上一个口罩，是宋忠
桥剪发的全套装备。 他在平时用
的喷水壶里灌上酒精用来消毒，
也经常更换新围布。

一天站五六个小时，对于要
依靠拐杖走路的宋忠桥来说未
免吃力， 但宋忠桥选择咬牙坚
持。 他说，各地援汉医疗队陆续
返程， 北京医疗队也即将撤离，
“这些援汉医务人员太伟大了，
我要让他们漂漂亮亮地回家。 ”

踏入美发行业 20 余年，宋
忠桥是 5 家理发店的老板。 在疫
情严峻时，宋忠桥和许多同行一
样闭店歇业了。

在网上看到医务人员为工
作剪掉长发的新闻后，宋忠桥坐

不住了，“我应该给他们剪头发，
尽地主之谊”。 大年三十，他在网
上留下相关信息和联系方式，当
天下午就接到了第一个电话。

在为援汉医务人员剪发时，
宋忠桥也了解到很多在这个特殊
时期发生的故事。2月 24日，农历
二月初二，是宋忠桥最忙的一天。
他和徒弟为辽宁、河南、北京三支
援汉医务人员义务理发 161 人
次。 中途，午餐都没时间吃。

当晚，宋忠桥收到辽宁队援
汉护士鹿红静的短信：“谢谢您
帮我剪发， 帮我实现了一个愿
望。 二月初二是我老公的生日，
他是一名现役军人。 以往每年的
今天，只要他在家，我都会陪他
一起剪头发，为他祈福。 今年我
在武汉，他在部队，我们都在为
抗击疫情努力。 ”

“楼栋长”吴燕珍：
自制花名册

4 月 17 日一早，刚结束青山
区红钢城街临江港湾小区志愿
服务的吴燕珍“闲不住”了，又跑
去附近的二十二街坊做起了封
控志愿者，负责居民进出扫码信
息登记。“我是党员，现在正是需
要站出来的时候。 ”53 岁的吴燕
珍说。

吴燕珍刚退休就主动联系
社区成了一名居民志愿者，还担
任临江港湾小区第五网格的网
格书记。 加入社区防控后，她当
了楼栋长，负责 12 栋共 18 层居
民的排查。 她花了一天半时间逐
层走访住户， 查清每户状况，并
制作详细的花名册，然后与社区
花名册对照补充，对独居、重症
等居民予以特别关照。

八旬独居老人张兴义是她
的重点服务对象之一。 张兴义需
要买香蕉， 但附近的水果店没
有， 吴燕珍就换成了小番茄，老
人也很喜欢。“我知道他年纪大
了排便不畅， 买香蕉是助消化，

小番茄是一样的效果。 ”
吴燕珍的细心还曾闹出“乌

龙”。 有次她去张兴义家，反复敲
了半个小时也没人开门。 她马上
上报社区， 然后翻出花名册，联
系上张兴义的女儿。 原来张老心
脏不舒服， 被女儿接走看病去
了。 接下来的几天，吴燕珍每天
都和张兴义女儿联系，更新他的
情况。 直到张兴义被接回了女儿
家，她才放心。

临江港湾老年人居多，为了
教他们使用手机，吴燕珍自学支
付宝怎么注册、 进出怎么扫码
……有些老年人不习惯用手机，
她就添加他们儿女的微信，方便
联系；有的人记不住事，她就把
自己的电话号码贴在居民家门
口；居民有需求，她就每天登记
采买。 如今，有事就找吴燕珍，成
为了 12 栋居民的共识。

“85 后”党员刘洋：朋友圈

洗手液一车 50 箱、 蔬菜 1
吨、大米 70 包、一次性手套 5000
只、 小瓶酒精一箱……从口罩、
消毒液、防护服，到牛奶饼干、大
米油盐、 水果等生活物资，“85
后”下沉党员刘洋通过“朋友圈”
联系了一拨又一拨物资，把价值
约 6 万元的免费物品优先送到
社区困难居民手中。

2 月 7 日， 刘洋作为武汉市
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在社区正
式上岗。 她开始留意朋友圈里的
各种信息，包括平常没太多交集
的人。

2 月初， 曾经的一个顺风车
车友在朋友圈问社区工作人员
有谁需要消毒洗手液的，刘洋立
刻就和对方联系了。 然后，她被
拉入一个“社区负责人对接群”，
里面经常会有一些捐赠物品的
信息。

为获取更多信息，加入的群
越来越多，“就像滚雪球一样”。
刘洋说：“那时有很多民间的物
资捐赠， 很多爱心人士参与进
来， 只要看到有捐赠的物资，我
都立刻联系对方。 ”

3 月中旬， 刘洋通过朋友圈
得知有人在黄陂包了一块地种
菜，受疫情影响，大量菜卖不出去
准备免费赠送，但得自己去收割。

等她和社区志愿者去了才
知道，这是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小
孩，条件也不好。 刘洋说，他们第
一天收割完菜回去后，就在社区
的群里为这家人发起了募捐，共
募集了 2300 元的现金， 还有小
孩用的书包、书籍、衣服，以及米
油等一些生活物资，第二天就把
物资送给了这家人。“我们两天
收割了一万斤生菜，全部运回去
优先送给了困难居民，居民也表
达了自己的善意，我觉得这就是
人与人互相传递的爱。 ”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
挺身而出的凡人。“凡人英雄”的
战疫“法宝”，满载着逆行精神，记
录着温情故事。 （据武汉文明网）

宋忠桥为援鄂医务人员理发

百步亭社区巾帼志愿者用自制清扫工具捡拾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