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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姑娘不梦想一场浪漫的婚
礼，在家人、朋友的祝福中走向幸福
的红毯，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
了很多人原有的计划。在南大街街
道，有这样一位新娘，当婚礼遇上疫
情时，她毅然推迟了筹备良久的婚
礼，奔赴抗疫一线。

今年27岁的陆雁翎是南大街街
道的一名工作人员，她的丈夫郭毅
30岁，是某企业的一名职工，按照原
来的计划，3月20日，她将披上一袭
白色婚纱和心爱之人走入婚姻的殿
堂，但因为疫情哨声再次吹响，她和
丈夫短暂商量后就选择了推迟婚
礼，已经连续九天坚守在抗疫一线，
再也没有回过家。

“你好，请出示采样码或者身份
证。”…… 3月20日早上6点，这位
准新娘就出现在辖区核酸检测采样
点，披上白色“战服”，配合医务人员
做好核酸采样信息登记工作。

去年6月，陆雁翎便于丈夫一同
着手筹备婚礼，置办物品、宴请宾客
……每一处细节都是精雕细琢，十
个月精心筹备的婚礼终于快到日子

了。在两家人心里，这门亲事是今
年的头等大事。

3月13日凌晨3点，一道“抗击
疫情”的动员令，陆雁翎第一时间赶
往文亨花园社区集合，与社区同事
一同搭帐篷、搬桌子，做好全民核酸
检测采样的准备工作。连日来，全
民核酸检测、封控区上门检测……

“全副武装”的她一直奋战在抗疫一
线，每天连续工作12个小时，推迟婚
期、延期酒席、告知亲友等一摊子事
情，她只能交给家人处理。

“起初家人持观望态度，迟迟不
肯延期婚礼，只有他坚定地支持我
的决定。”陆雁翎十分感激丈夫在
这个特殊时期对她的理解和支持。
当13日凌晨接到紧急任务的时候，
虽然陆雁翎已经是疫情战场上经验
丰富的年轻“老战斗员”了，但她第
一反应是恐慌和焦虑，手抖到无法
开车。郭毅知道情况后立刻赶去她
家，送她去了疫情一线。谁知这一
走，就是近十天的不能归家。陆雁
翎说：“待疫情散去，春暖花开，我再
做最美的新娘。”

最美新娘

爱心车队

“一周没回去了，我最想看看女
儿。”19日下午，正在开车护送核酸样
本的南大街爱心车队队员华盛建告
诉记者，他们刚刚送完一批封控点的
样本，车子和个人正在防疫消杀。

华盛建是江苏徽证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的一名司机，1967年出生的
他，在公司里技术好又热心。13日凌
晨2点多，他接到公司负责人张轶成
的通知，要迅速组织4辆车于4点前
赶到集合点，华盛建没有丝毫犹豫。
同样，也是那天，南大街城市物业云
城队长蒋琪作为志愿送检员，也和华
盛建一起同车。1997年出生的蒋琪，
与华盛建正好相差30岁，但他们一
老一少，却搭档的无比默契。

“早上5点要起来，6点到集合
点。”蒋琪说，由于送样员要闭环管
理，他和华师傅以及其他队员都住在
指定地点，大家一周没回。每次出车
送样，他们两个最关心的就是路况和
样本，说话的时间都不多。要不是记
者采访，他连华师傅的全名都不知
道，虽然两个人已经在一辆车里搭档
了一周。

华盛建和蒋琪主要负责广化桥、
文亨、怀德苑、中意宝地等点位核酸
送样工作。一天下来，他们至少要开
12趟，尤其是17日晚上，突然新增了
一批封控单元楼，那天华盛建和蒋琪
一起送到了凌晨1：30之后。还有一
次，在怀德桥附近，中午12点，蒋琪
与华盛建正在吃午饭，这一幕被路过
的阿姨看到，心疼地说：“你们辛苦
了，谢谢你们。”“那一刻，内心还是觉

得挺自豪的。”蒋琪说。
作为这支爱心送样车队的组织

者，张轶成表示，他每天安排5辆车
24小时随时待命。13日晚，因为任
务紧急，人手不够，调配不过来，司机
都睡在了车上，14日晚开始入住酒
店，有时凌晨2点才回。司机平均50
岁左右，每个人平均分配四五个点
位。所有采集的样本需要保证在半
小时内，送至西直街88号南大街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天上午是最
忙的时候，一般要送11轮。平均一
轮20分钟，需要在点位之间不停地
循环，上午的工作最快也要12点半
才结束。19日，华师傅和蒋琪是1点
多才吃上午饭的。“我们要和时间赛
跑，保证样本准时送到。”张轶成说。

在钟楼新闸街道还有一支民兵
送样车队，为更多地争取防疫时间，
跑出加速度，从13日开始，分别从各
个点位每隔半小时护送核酸检测样
本。戴雅君是这支民兵爱心送样车
队里唯一一名女队员。为了严格按
照送样防疫闭合管理的要求，她一直
都是住在指定的防疫酒店，连续多日
都没有回去看孩子和家人。她说：

“17日是‘倒春寒’，又下大雨，接到家
里电话，要给我送衣服，心里还是有
点想他们的。”作为新闸街道庆丰村
区域的送样女队员，戴雅君一天至少
要开15至20趟送样车。据了解，每
天车队成员要不停往返辖区23个点
位收集，再从街道归集点出发送至规
定检测基地，随时接到任务就要奔赴
目的地。

很多群众在全员核酸检测中，也
许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只要每采一个
核酸样本，医务人员就要用消毒液洗
一下手，消毒液虽冷，但抗击疫情的
心却火热。

上门“扫楼”，是很多一线核酸采
样“大白”的日常工作。“您好，打扰
了，我们是来给你做核酸检测的。”这
几天，这是“扫楼医生”罗良福说的最
多的一句话。自全面启动“扫楼行
动”以来，北港街道分片区设立临时
采样点，确保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高
效精准落实，全力做到“不漏一户，不
漏一人”。罗良福是北港街道卫生服
务中心医生。他的工作就是上门送
检，他负责的片区都是老小区，好多
没有电梯，要一层层地爬。

52岁的他戴着N95口罩爬楼，是
很难受的事儿。最高的爬到九楼，满头
大汗，面罩弥漫着一层雾气，看不见楼
梯。用手擦擦面罩，又扶着楼梯继续向
上。这几天下来，他在好享家、金苑、松
涛苑小区，不知道爬了多少层楼梯。多
的一天，和同事采集了5000多份样
本。晚上工作到深夜，早上5点半又要

集中出发，一起转运物资。由于是本地
人，每天工作一结束，他总是让外地医
生先离开，自己做善后工作，将医疗垃
圾清理完毕，做好环境消毒，再回到酒
店。家里三个人，分三摊，都是自己管
自己。妻子在邹区灯具城工作，负责公
司食堂，每天忙到很晚，儿子在忙着考
研，罗良福自己住在酒店，一天工作十
几个小时，忙得电话都忘了打。刚“扫
楼”完毕，他又接到了新的指令，去精
研科技隔离点，给工人们做核酸检
测。“能为他们做点事情，我感到很高
兴。”罗良福说。

同样在北港街道参加扫楼的“大
白”吴桂兵，每天到达封控楼后，有5
个单元5层楼要爬。她所在的星港苑
小区封控单元多，又是老小区，没有
电梯。吴桂兵就和伙伴们一起爬楼
梯上门采样。每天爬上爬下，虽然很
累，吴桂兵总是温柔地微笑着叩开每
个需要核酸检测的居民的家门。

像这样的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
人员，还有很多，面对使命，他们不辞
辛劳，争分夺秒，“扫楼”查漏，在管
控、封控小区、单元楼坚守岗位。

“不要采访我了，我妻子王琳她
们在一线做核酸采样，更辛苦！”联系
到新闸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流调
的全科医生李海洋，他还在抓紧时间
了解最新核酸检测阳性人员行踪轨
迹及感染情况，但对于自己的辛苦，
他丝毫不提，反而惦记着在北港街道
青枫壹号小区负责采样工作的妻子。

自本轮疫情以来，王琳和丈夫李
海洋就没有再见过面，他们分别在不
同的街道，不同的岗位，却同样辛苦
地合力抗“疫”，无暇顾及家中4岁的
儿子，两个人都因为太忙，经常要工
作到深夜，而没有时间跟孩子视频。

其实这几轮疫情，他们夫妻两人
都一直参与。去年7月，王琳被安排
在隔离点做专门的点位“大白”医生，
承担的风险很大，但她却从没退缩。
这次，她不仅要负责点位采样，而且
只要居民需要，她就上门采样。18
层楼，她挨家挨户一做就是两个多钟
头。而丈夫李海洋，同样也曾做过

“疫”线采样的“大白”、隔离点医生、
流调，只要哪里有需要，他们夫妻就
听从安排，坚守在岗位。17日半夜，

王琳回到指定的封闭住所，她很想跟
孩子通个视频电话，可当时已经太晚
了，儿子已经睡了。她说自己很期
待，待到疫情退去时，全家再相聚。

在采样点，还有一对外来的抗疫
夫妻：顾锦洲和潘茜，他们都是北极
星口腔医院的医生，双双在荆川村核
酸检测点负责采样工作。

还有不少志愿者，他们也是夫妻
一起上阵。3月20日上午，在永红
街道荆川村核酸检测集中采样点，村
民张庆、刘锡秋夫妇忙碌地在现场维
持秩序，做志愿者。张庆家在荆川村
的桃园，他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

“三天两测，村里压力很大，我和老婆
歇在家里，可以做志愿者！”19日，张
庆主动打电话给村第一书记徐云坤，
3月20日他和在新北区工作的妻子
就出现在了核酸检测点现场。

除了张庆夫妇，荆川村副主任杨
秋惠自疫情防控战打响以来，积极投
身疫情防控工作中。她的丈夫董伟
也是村里的一名志愿者，在核酸检测
集中采样点现场负责查看健康码、测
温。

“现在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全员
核酸采样急需工作人员，我作为一
名共青团员，为常州的疫情防控贡
献一份力量，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
务!”在五星街道机械新村采样点，
22岁的“大白”侯雨瑄正一丝不苟
地为群众做核酸采样，她是溧阳市
中医院的一名护士，参加工作才刚
刚2个多月。

3月13日，侯雨瑄和48名同事
驰援钟楼，一下车就投入了紧张的

“战斗”，她先后在永红街道的永红
村、绿园爱舍采样点工作，每天最多
时要采样1000多人，最少也要600
多人。3月17日，钟楼区暂停全员
核酸检测，她和同事接到“扫楼”的任
务，上午9点不到一直忙到了下午近
2点，对桂花园等小区的相关楼栋一
层层上门采样。

侯雨瑄是南京人，男友是溧阳
人，这也是她第一次因为新冠肺炎疫
情“出征”，开始她还有些担忧，但无
论是家人，还是恋人，都非常支持她，
让她没有了后顾之忧。虽然才走出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的校门不久，
但已经是白衣天使的她对战胜疫情
信心满满，“无论多苦多累我们都会
坚持，再坚持，常州加油！”

“小区更需要我！”3月22日，西
林街道檀香湾小区居民马大成接受
采访时如是说。他是常州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纪委办的一名党员。疫情
来临前，妻子刚好在医院二胎待产，
请好了陪护假的他第一天就遇到了
小区封控。不能去医院陪护，他第一
时间报名了小区的志愿者，全身心投
入到服务中。在核酸采样点位，封控
单元居民楼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在钟楼全员核酸检测采样一线，
处处活跃着像马大成一样的志愿服
务身影，他们用最大的热忱，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为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
提供坚强支撑。他们有的是专业医
务人员，有的是党员干部、老师、社
工，还有的是个体经营户、普通居民、
退休职工……但无论是谁，他们都主
动服务、不计得失、不谋名利，绘就了
疫情防控中一抹亮丽的“志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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