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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疫情发生以来，市文
明办两次发布志愿者招募公告，号
召全市志愿者投入到防疫志愿服
务中。昨天，记者了解到，目前我
市共招募上岗各类志愿者 6.2 万
人，组织志愿服务活动 2567 个，累
积志愿服务时长近70万小时。

2 月 12 日，省文明办发布《关
于为我省赴湖北医务人员家庭开
展志愿服务的通知》，号召志愿者
面向医务人员家庭组织开展有针
对性的志愿服务。接到通知后，市
文明办第一时间响应，在全市范围
内号召志愿者面向医务人员家庭
开展志愿服务。在市文明办的号
召下，我市志愿者纷纷行动，重点
围绕日常用品采买、家庭生活照
料、子女学业辅导、交流陪伴等方
面面向医务人员家庭开展志愿服
务，做到精准对接需求。

常州为华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的鹿存明则另辟蹊径，他把足球
课、拉伸课等带到线上，给我市部
分医务人员和他们的孩子进行线
上教学。“我们原本是在足球俱乐
部内部开展这样的服务，根据年龄

把各类群成员分为成年群和少年
群，每天晚上 7 点前给他们提供讲
解、动作分析等教学视频，然后再
根据成员们的反馈进行指导。现
在我们这项服务开始面向医务人
员，特意新开了一个体育志愿者
群，为紧张工作之余的医务人员及
其家人提供体育运动指导服务。”
鹿存明说，原本他们提供指导是从
早上 9 点到晚上 9 点，但考虑到医
务人员的工作时间，他们正在积极
进行调整。

“医务人员的孩子也可以加到
群里，别看足球项目好似在家无法
开展，但我们实际操作后发现，足
球的颠球、盘球等技术在家更易开
展，篮球项目可能会因为拍球扰
民，羽毛球又需要较大场地，反而
是足球更好操作。”鹿存明说，现在
他们共有志愿者 13 人，群成员超
过 500 人，下一步他们想让更多医
务人员加入到他们这个群，“我们
想用不一样的方式为全市防疫工
作作贡献”。

记者了解到，即日起，市文明
办将组织志愿者对我市驰援湖北

医疗队的所有医务人员家庭和在
我市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及
其家庭，提供个性化的志愿服务。
同时，根据服务内容，建立“多帮
一”志愿服务机制，对每户家庭明
确一名具体联络人，以此激励关爱
全体医务人员，帮助他们解除后顾
之忧。

（文明 郑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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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10 日，武
进区湖塘镇阳湖名城的业
主群里被“感谢许先生，中
国好邻居”这句话刷屏。这
位“中国好邻居”是小区 26
幢的业主许志刚。连日来，
他不仅为邻居们送上新鲜的
250公斤青菜，还把另外500
多公斤蔬菜捐给了新城帝
景、高新区防止新冠肺炎集
中医学观察点和武进区夕阳
红敬老院。

几天前，许志刚从朋友
处得知，很多农民种植的蔬
菜 因 受 疫 情 影 响 销 售 困
难。许志刚告诉记者，他一
下 子 拿 下 了 1000 公 斤 蔬
菜，“当时也没想到要怎么
卖，就只想买下来。”许志刚

说。
疫情防控期间，居民响

应呼吁减少出行，但生活也
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尤其
是小区中的隔离人员。“一
直想为大家做些什么，正好
这些新鲜的蔬菜派上了用
处。”许志刚首先联系了自
己家小区所在的湖塘镇长
安蒋湾社区，仅仅用了一个
下午，工作人员就把捐赠给
阳湖名城小区的蔬菜分类
整理、分装送到居民手中。

随后，许志刚又联系了
新城帝景小区、高新区防止
新冠肺炎集中医学观察点和
武进区夕阳红敬老院，把其
余的蔬菜也捐赠了出去。
（吕亦菲 许峰 图文报道）

得知农民蔬菜销售困难，
业主许志刚买回1吨，捐赠给邻居

阳湖名城业主群里刷屏——

“感谢许先生，中国好邻居”

本报讯 2月10日下午，市红十
字会办公室迎来一对警察父子，结束
当天工作后，他们相约来到这里，向
红十字会捐款8000元现金，用于疫
情中需要帮助的人。

父子中，父亲周敏是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民警，为了抗击疫情，周敏
从大年初二起就没有休息过，和儿
子也很少有时间见面团聚。儿子周
扬帆对爸爸的忙碌十分理解，因为
他也是一名警察。

1997 年出生的周扬帆在不久

前刚刚成为了一名特警，疫情发生
以来，他与同事们一直在火车站默
默坚守。记者了解到，周敏是名老
党员，其儿子也是有着 3 年党龄的
党员。

（焦静 徐丹）

一对警察父子的热心之举

忙完当天工作，相约一起捐款

本报讯 一张桌子，登记
表、额温枪，一位身穿红马
甲、戴着口罩的人站在桌边，
身后是小区的背景和过往的
居民。常州市实验小学（平
冈校区）六年级学生丁筱瑜，
用画笔记录下姑父范建军做
志愿者的一个场景。

“我从家里人的朋友圈
看到姑父在做防控志愿者，这
么冷的天，姑父一直站在外
面，所以就画了下来。”丁筱瑜
告诉记者，姑父是党员，这样
的特殊时期，她能够安安心心
宅在家里，就是因为有很多像

姑父一样的人冲在了一线。
除了这幅画，平时喜欢画画的
她还画了跟防疫相关的其他
内容。

画里的主人公、丁筱瑜
的姑父范建军是我市一位
公务员。他说，上周他到社
区报名当志愿者，每天 3～
4 个小时在小区门岗值勤，
负责体温测量、人员登记、
管理车辆出入等工作。“相
比那些更多辛苦奋战在一
线的人们来说，我这点事不
算什么，要向他们致敬。”

（吴燕翎）

一名六年级学生

用画笔记录
姑父志愿服务场景

社区工作者正在将蔬菜分类整理、分装送到居民手中

鹿存明建立的志愿服务群，
有需求的医务人员可以扫码入群

本报讯 13 日凌晨 1 点，家住
钟楼区的杨萍夫妇把最后一份羊
汤面送到钟楼龙江中路星港路检
查点的执勤工作人员手中，完成了
当天15个免费送餐点，共计220份
羊汤面的配送。杨萍的朋友圈、微
信群中，“感谢热心市民送来的夜
宵，暖身又暖心”“感谢热心市民为
我们一线人员送来热腾腾的羊汤
面，有你们真好，为你们点赞”“谢谢
你们的关心与支持，警民是一家，
众志成城”的留言，让他们感到无
比欣慰。从 2 月 9 日送餐至今，他
们已累计送出750份羊汤面。

杨萍和刘斌是一对 85 后小夫
妻。妻子杨萍是常州纺织服装职
业技术学院的团委干部，丈夫刘斌
则在一家公司工作。疫情防控期
间，眼看着一线医护人员、公安干
警离开家人，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
线，就连学校很多学生也纷纷投身
到家乡的防疫工作中，他们深受触
动，“我们作为党员夫妻，应该为这
些守护人做些什么。”杨萍说。

杨萍的父母半年前在蓝天花
园开了一家羊汤店，年前接了不少
年夜饭的单子，采购了大量食材。
没想到疫情突如其来，羊汤店只能

暂时歇业。
杨萍了解到，很多夜班执勤人员

忙得吃不上一口热饭，就和父母兄弟
商量为他们做上一碗羊汤面。这个
想法得到了家人们的大力支持。

为了保证面的口感，担心时间
长了会坨，杨萍父亲自主开发了羊
肉烂面，每天用几十斤新鲜羊肉加
入面条中精心熬制。

每晚 7 点，一家人全副武装，
到店里进行各项准备工作。8 点
出发，途经第一人民医院、城区第
二人民医院、阳湖二院、茶山路医
学观察点和青龙防疫小组特警队、
新北和钟楼城市路面、高架桥检查
口、常州与丹阳交界的 312 国道卡
点处、常州高速出入口、周边小区
物业、社区疫情防控点，为医务人
员、民警、志愿者送去羊汤面。有
时候他们提前半小时到达值岗附
近，就在车里等待交班。

杨萍说，这些天，很多爱心人士
联系他们，或想帮着一起分送，或想
直接捐款，但都被他们婉拒。“我希
望通过我们的温暖行动，能带动更
多的单位和个人以更多的形式参与
到关爱‘逆行者’的行动中来。”
（杨曌 文 图片由常州纺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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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750份羊汤面送到“逆行者”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