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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抗击疫情的志愿工作
中，常州高校的青年学子站了出
来，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展现了
当代青年的热血与担当。

江苏理工学院
学生志愿者结对 13 户

“双警”家庭子女

江苏理工学院小学教育专业
2017 级秦苏阳是江苏团省委“最
美逆行者子女守护计划”中的一
员。在学校，与秦苏阳一起的还有
12 名志愿者，他们分别与奋战在
常州抗“疫”一线的 13 户双职工公
安干警家庭子女结对，为他们提供
线上学业辅导、心理陪伴等服务。

秦苏阳结对的是常州二实小
二年级小徐，父母都是武进乡镇派
出所的一线民警，假期里很少有时
间陪伴小徐。于是，在帮扶一开始，
秦苏阳选择和她视频话家常。“这
种非常时期，小朋友真正需要的，

其实就是亲情的陪伴和鼓励。他们
情绪好了，学习效率也会提升。”秦
苏阳的理念，得到了学生家长的认
可。

据了解，此次江理工学生志愿
者团队成员均具备一定的教育教
学经验。

常州工程学院
受助学生反哺社会，组

团当配送员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受资
助学生、体育运营专业 2017 级学
生王青青在老家宿迁组建了志愿
配送服务队，帮村民采购蔬菜、药
物及日常用品。

王青青来自宿迁市泗洪县，疫
情期间，她所在的村庄实行封闭式
管理，村民们购买日常用品诸多不
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为退伍
女兵的王青青和家乡其他退伍军
人联合起来，组建了志愿配送服务

队，帮村民进行采购。从2月4日到
20 日，刚开始，他们每天送二三十
户，到后来增加到了五六十户。王
青青说：“在学校时，我很幸运享受
了国家资助减免学费政策。所以，
我希望回报家乡和社会。”

江苏城建学院
西藏学子当起家乡“守门人”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建筑
艺术学院 2019 级学生达瓦顿珠来
自西藏。自疫情防控工作全面开展
以来，身在家乡的他主动参与了当
地防疫工作，负责村委安排的守检
查站、村内全面消毒、打扫卫生以
及晚上巡逻等工作。

虽然西藏之前只有一个确诊
病例，但是抗“疫”工作依然艰巨。
高原天气冷，为了守护全村人的健
康安全，-8℃的环境里，达瓦顿珠
也没有退缩。他说，自己会坚持到
疫情结束。

“热血”志愿者：疫情敌不过赤子之心

当然，给力的不仅有在校师
生，更有奋战在各个领域的常州高
校各界校友。他们充分利用自身资
源，为国家抗击疫情工作伸出援
手，彰显了社会责任感与仁者之
心。

常州大学
12 名 毕 业 生 投 入 战

“疫”一线

记者从常州大学了解到，该校
12 名毕业生直接参与到了此次抗
击新冠肺炎“战斗”中，其中 3 位更
是奔赴湖北抗“疫”一线。

据了解，12 名毕业生来自常
州大学制药与生命科学学院 护理
学院 2015-2018 届护理学专业。
其中，就职于宜兴市人民医院的
2018 届常大毕业生杨慎玲加入了
江苏首批援鄂医疗队；就职于苏州
市立医院的 2017 届常大学子龚陈

伟加入苏州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而同样是 2017 年毕业的陈小杭，
就职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负责转
运发热病人。

此外，该校还有一批参与一线
救治工作的优秀毕业生。校方表
示，希望他们顺利完成使命，平安
归来。

常州开放大学
21 岁学子每天开 10 小

时卡车运送物资

常州开放大学本科三年级学
生郭春林（化名），这些日子天天在
武汉一线运送物资，只因他还有个
特殊的身份——军人。

1月25日，郭春林和战友们从
云南奔赴武汉城区，为整个城市的
正常运转提供物资保障。他的主要
任务是开卡车，把全国各地的物资
运送到武汉，完成运输后还要承担

搬运、卫生等工作。运输时间不固
定，一般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以上，
晚上就睡在卡车里。虽然条件艰
苦，但这个 1999 年出生的小伙子
却依然坚定“国家需要我们的时
候，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2017年9月，刚入学没多久的
郭春林，就决定边读书边服兵役，
并选择了最艰苦的西藏地区。兵役
期间，他常年穿梭于险峻的川藏
线，为军队提供物资保障。在班主
任赵老师的关心下，郭春林积极利
用业余时间通过远程网络学习，现
已顺利通过本科一、二年级的课程
考试，成绩优异。

常州工学院
校友向武汉抗“疫”一

线捐赠6000箱羊奶

近日，常州工学院 2011 届校
友、淮安市宏伟牧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伟伟旗下“安牧乳业（江苏）有
限公司”和“淮安市宏伟牧业有限
公司”，向湖北一线的医护工作者
捐赠了两批价值 60 万元的羊奶
6000箱。

抗“疫”以来，王伟伟持续关注
着奋战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们。作
为“羊”产业链创业者，她深知羊奶
对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为了表
达心意，王伟伟团队协同合作，捐
赠的首批 3000 箱羊奶，经过 29 个
小时的车程，顺利到达湖北黄冈。
而后，王伟伟团队又向江苏援助医
疗队所在的湖北黄石医院送去
3000箱羊奶。

“给力”校友：身体力行诠释责任与担当

疫情防控期间，更多的
常州师生严格践行防控要
求，坚守在家不外出。但他
们也没闲着，而是用艺术创
作致敬抗“疫”一线的工作
人员。

常州纺织学院
心中有爱，手中有笔

致力于“创造美”的常
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此次鼓励师生发扬学校优
良传统，发挥自身专业所
长，创作抗击疫情的艺术精
品，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
油。

教师们积极响应，以国
画、雕塑、书法、招贴设计、
刻纸、诗词、编织等十余种
表现形式，创作出了精美的
抗“疫”作品，并在学校新媒
体上悉数呈现。

该校教师韩兰娟带来
了 编 织 作 品《2020，坚
守！》。作品中，象征民众的
两双手、六颗心尤为醒目，
与暗红色、银亮色相间的肺
部形成鲜明对比，作品右侧
是“二 O 二 O，坚守”几个黑
体字。她告诉记者，武汉爆
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国
人民众志成城，她希望通过
这幅作品，为全民抗“疫”行
动做个留念。

常州信息学院
学生跑团“疫”线

奔跑，为武汉祈福

当前，全国上下齐心抗
“疫”，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智能装备学院学生党支
部“红马跑团”的同学们也
没有缺席。疫情期间，跑团

成员将例行的跑步运动由
室外改成室内，并约定每人
跑 2.2 公里，组成 20.20 公
里，为武汉祈福。

此外，录制加油视频、
编写祝福语、创作励志歌
曲⋯⋯跑团成员还用自己
独特的方式为武汉加油。
由成员李沅泽、张铎广作词
作曲的原创励志歌曲、常信
版《武汉加油！》，以青年人
喜闻乐见的Rap演唱形式，
诠释了新时代中国人民“众
志成城，共抗疫情”的精神。

据悉，“红马跑团”由常
州信息学院辅导员杨雪创
建，致力于营造积极向上、
勇于拼搏的校园体育锻炼
氛围。成立大半年以来，跑
团吸引了众多热爱运动的
同学，并多次开展公益跑活
动。

常州机电学院
巴国留学生录制

暖心加油视频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部分留学生早已放假回
国，但得知疫情后，纷纷发
出 鼓 舞 人 心 的 视 频 和 信
息。远在巴基斯坦的 2018
级农业机械应用技术专业
萨 非 特 地 录 制 了 祝 福 视
频。一分钟的视频中，小伙
子收集了许多“老铁”的祝
福，从小孩到老人，从司机
到商贩，一个充满烟火气的
暖心视频，从千里之外传到
学校，温暖着常州机电学院
的师生。萨非说，巴基斯坦
一直是中国的好朋友，他想
通过视频告诉大家，当地的
老百姓都很关心中国，希望
中国早日渡过难关。

以“艺”抗“疫”：
他们用创作“声援”一线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牵动着全中国的心。在这场疫情面前，有才有爱的常州高校师生发
挥各自所长，积极助力抗“疫”。

本期周刊，我们一起走近这群可爱的人。 本版文字 杨曌 图片由校方提供

有才有爱，常州高校师生助力抗“疫”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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