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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期，陕西、浙江、天津、河南等地出现新冠肺炎病例，部分社区实行封闭管理，需要大批志愿者。当地的体彩人立即行动起来，参
与社区防控，协助核酸检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已有两年时间，不管哪里出现疫情，当地的体彩人总是第一时间行动起来，捐赠物资、参与志
愿服务、提供核酸检测场所，为疫情防控贡献体彩力量。

新闻———

反应迅速 津陕体彩人参与疫情防控
■记者王红亮报道

近期，天津、陕西等地出
现新冠肺炎病例。当地的体
彩从业者立刻行动起来，一
方面抽调党员干部下沉社
区，参与防疫工作；一方面专
管员和代销者报名参与志愿
行动，协助核酸检测等工作。
由于天气寒冷，工作中需要
不断用酒精消毒，有的人冻
得双手失去知觉。

2021 年 12 月 22 日下午袁
赵鹏接到退役军人事务局志愿

者陈队长的电话袁问他野能否于
23日早八点在东关街道古迹岭
社区就位钥 冶

野保证完成任务浴 冶作为一
名退役军人的赵鹏干脆利落地
回答遥
次日一早袁赵鹏准时到岗遥

社区主任见到他们非常高兴遥
原来袁 这并非赵鹏第一次在这
里当志愿者遥 2020年新冠疫情
发生后袁 他便与战友们在此当
了两个多月的志愿者袁 彼此已
经很熟悉遥

野军人在授衔时便已完成九
大科目的学习袁卫生和防护均位
列其中遥 所以袁有一定经验的我
们被安排与医护人员一组袁经过
医护人员的简单培训后袁参与核
酸采集的辅助工作曰定点核酸采

集时袁负责录入健康码以及老人
和小孩的信息曰 上门采集核酸
时袁给医护人员当助理袁及时给
接触部位消毒和棉签的开封处
理遥 我们还是多面手袁是送爱心
包裹上门的快递员袁是老楼房里
的消毒员袁是疫情防护知识的宣
传员遥 冶赵鹏军人作风依旧袁野总
之袁哪里有需要袁哪里就是我们
的耶战场爷遥 冶

为了节约防护服袁他尽量少
喝水遥他说院野中途上厕所就要浪
费一件防护服遥 冶午饭期间袁打
开一瓶矿泉水袁 他最多也就喝
三分之一袁 然后在瓶上写好自
己的名字袁等到一天工作结束后
才放开喝遥

一开始定点核酸检测都是
在室外进行袁每一次采集完成用
明胶和酒精消毒双手的过程袁
野真是刺骨的冷痛冶袁不过他与战

友们咬牙坚持袁 没有任何怨言遥
野为了解决冻手的问题袁 我们使
用过暖宝宝尧电暖气袁都没有太
好的效果袁最后还是用暖水袋解
决了问题遥 冶赵鹏表示袁野之后的
入户核酸检测又有了一些新的

问题遥比如袁由于人员有限袁防护
服又没有口袋袁核酸采集物资无
法携带袁采集后的污染物如何处
理袁 面屏眼罩起雾看不清楚袁楼
房里融合采样系统断网不实时

更新等等遥 冶
为了解决这些大大小小的

问题袁他们尽量少穿衣服袁用胶
带将物资绑在身上袁用医用塑料
袋做便携装袁用一个手机放在信
号好的地方开热点解决连网更
新噎噎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刻在每个军人的信仰里袁遇
到问题就想办法解决袁困难和问
题难不倒我们遥 冶赵鹏笑着说遥

赵鹏（陕西省西安市 02463体彩店代销者）———

哪里需要，哪里就是我的“战场”
杨晓峰住在南开区林苑东里

社区袁之前打疫苗时袁加入了社区
接种疫苗微信群遥 1月 12日袁天
津市第二轮全员核酸筛查当天上
午袁 他无意中看到群里发了一条
社区招募志愿者的信息袁马上野武
装冶好下楼到社区报了名遥

社区工作人员把他分配到
转运组袁主要负责核酸检测的样
品收集尧打包尧消毒尧装箱及转运
装车等工作袁同时协助维持检测
秩序遥 野年轻嘛袁而且作为体彩专
管员袁 平时也帮实体店搬终端
机尧搬物资袁力气还是有的袁搬这
些核酸检测样本根本累不着

我遥 冶杨晓峰介绍袁野最大考验是
一定要对样品转运全流程绝对
熟练尧绝对谨慎袁全程需要多次
酒精消毒遥 当天气温非常低袁最
低达到零下 6 度袁手部消毒时酒
精凝胶挥发还降温袁真是彻骨的

寒冷袁 一直忙到晚上到 7 点多袁
双手都失去知觉了遥 冶

野不过袁 能为天津疫情防控做
点力所能及的事袁还是很满足的遥冶
杨晓峰说遥 当天袁社区主任看到杨
晓峰与另外两名志愿者组成的转

运组已连续工作五六个小时袁便找
来两位志愿者代替袁 请他们休息遥
回到家袁杨晓峰又在社区核酸检测
微信群看到急招志愿者的信息袁毫
不犹豫再次野武装冶好到社区报到袁
结果因为已经有其他志愿者野捷足
先登冶袁 且鉴于他已于白天志愿时
间过长袁社区工作人员还是野打发冶
他回家休息了遥

野体彩人本来从事的就是公
益事业袁人民有需要时袁挺身而出
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遥冶杨晓峰补
充到袁野希望疫情早点结束袁 医护
人员尧工作人员尧居民们就都不用
再在寒风中挨冻了遥 冶

杨晓峰（天津市西青区体彩专管员）———

酒精消毒，冻到双手失去知觉

天津市蓟州区东二营镇郑
沟庄村是金丽荣的老家袁在第二
轮全员核酸检测时袁金丽荣和丈
夫第一时间报名参与志愿服务
工作遥

1月 12日 7点多袁报名志愿
者曰8点多袁金丽荣和丈夫已赶到
现场袁 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在寒风
中忙碌起来遥搭建帐篷尧划分区域
等前期准备做好后袁 检测正式开
始袁她又忙着维持现场秩序袁引导
大家保持安全距离遥

野当天天气十分寒冷袁 为了
提高检测速度袁免得大家受寒受
冻袁维持好现场秩序很重要遥 在
维持秩序过程中袁一定要保持警
惕袁 要不断提醒大家保持距离袁
遇到着急往前赶的人袁我就赶紧
打暂停手势并进行拦截袁以免大

家离得太近遥 冶金丽荣说袁野居民
们都很配合袁不管是老人袁还是
抱着婴儿的妈妈袁都排队进行检
测袁没有人插队袁也没有人抱怨袁
让我很感动遥 冶
连续工作 9 个多小时后袁因

为店里有事袁 金丽荣只好赶回店
中遥 野忙碌了一天虽然很累袁但心
里很充实遥冶金丽荣表示袁野通过我
们的努力袁 能减少大家在户外等
候的时间袁 更高效地完成核酸检
测袁就很值遥 冶
金丽荣说自己作为一名加入

体彩十多年的老体彩人袁 很清楚
作公益尧 献爱心是体彩人的使命
与责任袁野我们本就是公益使者袁
能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微薄之
力是应该的袁以后只要有需要袁我
还会报名参加遥 冶

金丽荣（天津市蓟州区 14676实体店代销者）———

通过努力，高效完成核酸检测
野我是 2021 年 12 月 30 日

到西安市未央区雅荷社区袁参
与志愿服务的遥 冶 刘永强介绍
说遥 西安市本轮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袁 陕西省体彩中心按照
疫情防控部门要求袁 实行居家
办公遥居家办公时袁陕西省体彩
中心倡导大家就近参与疫情防
控工作袁 刘永强便第一时间到
所住社区报名遥
社区工作人员将他邀请进

志愿者微信群袁群里每天会有社
区关于志愿者招募人数尧工作内
容尧报道地点的通知袁工作人员
再根据报名人员情况分配岗位遥

刘永强上岗第一天袁社区恰
好进行第 8轮全员核酸检测袁他
被分配到核酸检测点袁为老人和
小孩进行信息录入遥 野我们社区

有 1200余户袁 一次全员核酸检
测需要 6 至 8 个小时袁 当天阴
天袁气温只有零下 4度袁我在信
息录入台上从早上 7 点多一直
工作到下午 1点多袁真是冷得有
些打哆嗦遥不过能为疫情防控做
点力所能及的事袁内心踏实遥 冶

之后袁 社区接到相关通知袁
将他与其他企单位的两名志愿
者补充到社区下沉干部队伍中遥

由志愿者变身为社区下沉

干部袁刘永强肩上更多了一份责
任遥 根据社区防疫工作安排袁他
需要每日上午在社区巡逻袁劝导
居民足不出户袁排查社区风险隐
患曰下午在门岗执勤袁严守社区
大门袁 核查进出社区的人员信
息袁 为居民所购物品进行消杀袁
帮助困难群众采买物品遥 同时袁

在政府为社区密接 B类尧C类隔
离管控人员发放慰问品时袁他还
要协同社区书记一起发放袁并协
助解决管控人员遇到的困难遥

工作虽琐碎袁 却关乎整个
社区疫情防控大局遥 刘永强很
谦虚院野我们社区没有确诊病
例袁 相对而言工作压力不是很
大袁作为一名体彩人袁我也仅仅
是尽我所能为防疫工作贡献了
一份力量遥 冶

1月 12日袁社区出台野一对
一帮扶冶政策袁为每位社区高危
病症患者尧孕妇等特殊人群对接
一名下沉干部袁遇到困难可以随
时寻求帮助遥刘永强对接的是位
肿瘤病人袁野除了日常工作外袁我
24小时为他待命遥 他随时需要袁
我随时响应遥 冶刘永强说遥

刘永强（陕西省体彩中心品宣部工作人员）———

他随时需要，我随时响应

赵鹏杨晓峰（左） 金丽荣 刘永强（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