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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主动参与 寻找疫情防控中的体彩身影
■记者于彤报道

自 2020 年年初发生新
冠肺炎疫情以来，体彩人的
身影一直活跃在疫情防控一
线。他们是引导员，帮助发热
病人顺利就医；他们是搬运
工，为居家隔离的居民送去
生活物资；他们是司机，把回
国人员转送到隔离酒店；他
们是“守门员”，为社区居民
保一方平安……

2020年 1月 23日袁看到湖
北省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热
门诊招募志愿者的信息袁 体彩
专管员谭树兵立刻报名袁并于 1
月 25日正式上岗遥 他说院野我叔
叔是该医院的医生袁 看到他转
发的医院志愿者招募信息袁我
知道医院缺人手遥 我是一名党
员袁哪里需要哪里去遥 冶

谭树兵除了引导患者就诊尧
维护发热门诊秩序尧安抚患者情
绪外袁主要工作是在发热门诊医
生开出检查单后袁带领患者前往

CT室拍片袁 把患者的血液标本
送往检验科以及配送药品遥

被问及不担心被传染吗钥
谭树兵表示袁 在发热门诊工作
确实有一定的危险袁 但发热门
诊并不可怕袁做好防护是前提遥
疫情初期医院防护物资紧缺袁
谭树兵不愿给医院添麻烦袁除
了防护服是医院配置袁N95口罩
是他自己提前从网上购买遥 为
了延长防护服的使用寿命袁谭
树兵在工作期间往往七八个小
时不喝水尧不吃饭尧不上厕所遥

谭树兵：发热门诊不可怕，做好防护是前提

耿玉珍

张洪源是河北石家庄新乐市
马头铺镇的体彩代销者袁2021 年
1月 2日袁 石家庄藁城区增村镇
小果庄村出现 1例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遥从那天起袁张洪源便穿
上防护服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遥

由于马头铺镇到小果庄村的距
离不到 5公里袁张洪源在得知小果庄

村出现确诊病例后袁 立即联系马头
铺镇政府袁提议取消 1月 3日镇上的
集市袁 尽快组建微信群为村民疏解
紧张情绪尧 科普防疫注意事项和特
殊时期病患就医流程遥张洪源的提议
迅速得到镇里的响应袁各个自然村小
队长和党员志愿者连夜行动起来遥

除了参与排查密接人员袁张洪

源还穿上防护服袁为村民采集咽拭
子袁在南双晶村出现阳性疑似病例
后袁张洪源又前往该村支援袁帮助
村民进行二次核酸检测遥当被问及
是否担心被传染时袁张洪源说院野我
严格按要求做好了防护袁也没有时
间去想自己是否危险袁而是想能做
些什么把疫情控制住遥 冶

张洪源：我没有时间去想自己是否危险

2020年 2月袁 湖北省体彩
中心志愿者闵睿在武汉花城社
区银湖鑫城小区当志愿者袁哪
里有需要袁 他的身影就出现在
哪里遥 他打趣说院野我就是社区
里的一个钟点工袁跑腿尧分菜尧
送药尧发传单袁我都能行袁正好
发挥我腿长的优势遥 冶
跑腿服务中袁给闵睿印象最

深的是爬楼梯逐层逐户张贴疫

情防控宣传单遥 野几栋楼下来袁腿
肚子就酸了袁但连干两天后就适
应了袁早已健步如常遥 冶闵睿说遥 1
栋 26层的楼袁 从张贴到逐一拍
照袁半个小时就能搞定遥

为提高工作效率袁 闵睿经
常和社区工作者尧 物业人员以
及其他志愿者一起讨论袁 明确
团队分工袁优化团购流程袁合理
安排人员值守袁 为小区防疫工
作献计献策遥 最初很多工作由
于没有经验袁人手又不够袁打了
很多乱仗遥 比如给居民配菜袁刚
开始的时候袁 购买货品很多很
杂袁 第一次分菜就用了 4个小
时袁居民还不满意遥 随后大家进
行总结反思袁优化了菜品结构袁
实行排号领取袁 每次分菜一两
个小时就能完成袁 居民的评价
也变好了遥

闵睿：跑腿、分菜、送药、发传单，我都能行

陈益锋是上海市浦东新区

体彩办业务科科长袁2020 年 3
月 23日至 30 日袁 他以志愿者
的身份参与浦东机场入境人员
的转运工作遥 8天的连续奋战袁
他瘦了 5斤袁 鼻子和耳朵上留
下了磨损的印记遥

身穿一级防护服袁头戴护目
镜袁陈益锋不分昼夜地在浦东国
际机场转送入境人员遥 测体温尧
扫码登记信息袁带领来自非疫情
重点国家的回国人员前往核酸
检测点遥 陈益锋说院野这个工作其
实是个体力活遥 冶每天有很多从
浦东机场发往南汇体育中心检
测点的班车袁他的工作就是负责
登记和转运袁把这些入境人员安
全送到检测点做核酸检测袁结果

是阴性的人员再安排到指定地

点进行隔离遥 野志愿者需要跟车袁
我们将入境人员送到检测点后
还要配合检测点的工作人员做
一些辅助工作袁来回机场一趟至
少要 3个小时遥 冶

转运工作是轮班制袁 每班
的工作时间是 12个小时袁但实
际上往往超过 15个小时遥 在此
期间袁小陈不能吃喝遥 野吃东西
要脱下面罩和口罩袁 喝水的话
就会想上厕所遥 那样的话袁一套
防护服就报废了袁 所以我在 8
天的工作时间内只喝过一次

水遥 每天工作时不停出汗袁处于
近乎脱水的状态袁 回到酒店休
息时人就会一阵阵发冷袁 幸好
身体顶得住遥 冶

陈益锋：8天的工作时间只喝过一次水

2021年 2 月 11 日是牛年除
夕袁早晨 5点袁吉林省通化市体彩
中心主任姜德昌和工作人员孙赞
博已到岗袁 他们负责 154人医疗
团队的后勤保障工作遥

当天袁 当地有关部门为一线

医护人员准备了新年礼物和饺
子袁 姜德昌和孙赞博负责采购和
运送物资袁野礼物有福字和红色袜
子袁医护人员不能回家过年袁我们
要给他们家人般的温暖遥 冶姜德昌
说袁野有一位护士对葱蒜过敏袁我

们给她送去了没有葱蒜的饺子遥 冶
姜德昌和孙赞博结束一天的

工作回到家时袁 已经是夜里 10点
半袁家人已围坐一起等着他们吃年
夜饭遥 姜德昌说院野酒不能喝了袁第
二天还有后勤保障工作要做遥 冶

姜德昌：我们给她送去没有葱蒜的饺子

当社区工作人员看中湖北省

荆州市 20160体彩实体店袁 想征
用该店作为核酸检测场所后袁该
店代销者李怒怒爽快地答应了遥

2021年 8月 2日起袁 荆州市
主城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袁各社区
迅速行动遥 20160体彩店位于荆州
区江畔天城小区口袁社区工作人员

发现该店较为宽敞袁 便找到李怒
怒袁 想借用其店面开展核酸检测袁
他当即爽快答应遥 随后袁李怒怒向
荆州体彩分中心报备袁便同社区工
作人员一起动手腾空店内空间尧进
行室内外消毒尧搭设帐篷袁为开展
核酸检测工作做好准备遥

从 8月 3日 6时至 23时袁李

怒怒一直在现场协助核酸检测工

作袁送走所有医务人员袁对店内进
行消毒袁收拾桌椅板凳袁忙完这一
切已经是次日凌晨遥

虽然耽误了一天的销售袁但
李怒怒表示袁 作为一名体彩从业
人员袁服务核酸检测工作袁为疫情
防控尽一份力十分值得遥

李怒怒：服务核酸检测，停业一天也值得

2021年 9月下旬袁 黑龙江省
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袁体彩人积极
行动袁下沉社区一线袁助力防疫工
作遥木兰县专管员张海英就是其中
的一员袁野我愿意加入疫情防控一
线袁时刻待命袁听从组织安排遥我是

党员袁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遥 冶
2020年年初袁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袁张海英在大半年的时间里负责
4个小区的卡口管控袁 每天坚守 14
小时遥 2021年 9月 24日起袁她和另
一位志愿者负责学府家园和老文化

楼 2个管控小区的卡口值守工作遥他
们在第一时间摸清小区人员信息袁掌
握隔离人员情况袁 做好通行登记尧测
温和消毒记录遥 在人手不足的情况
下袁张海英主动要求在到 2个小区轮
班值守袁每天工作 12个小时以上遥

张海英：我愿意加入疫情防控一线，时刻待命

张洪源谭树兵 陈益锋

2021年12月袁江西上饶出现新冠
肺炎病例后袁上饶市铅山县体彩专管员
汤莉红全面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遥

她在上饶卫校铅山分校做核

酸检测现场的志愿者袁负责维持秩
序曰回到家后袁她继续在小区当志
愿者遥 此外袁当得知县人民医院物
资缺乏时袁汤莉红捐款 4000元遥她

表示院野去年疫情时袁看到了很多体
彩同事在一线服务的身影袁现在家
乡出现疫情袁我作为体彩人更应该
挺身而出袁践行体彩的公益初心遥 冶

汤莉红：家乡出现疫情，我应该挺身而出

2020年 2月14日袁北京下起了
暴风雪袁气温直线下线袁在社区工作人
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袁延庆区 48022
体彩实体店销售员耿玉珍对爱人说院
野咱们主动上呗袁你是党员袁我是体彩
人遥 冶二人在小区门口参与值守工作袁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情人节遥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袁耿

玉珍一直没有放弃野疫情防控志愿
者冶这一身份遥 当每一次疫情出现
反复袁她总是第一时间报名加入防
控工作遥 野我是体彩人我先上浴 冶收
获 野2020体彩追梦人冶 荣誉称号
后袁耿玉珍更是经常把这句话挂在
嘴边遥 2021年 4月袁她加入北京体
彩筑梦公益小分队袁继续在工作之

余从事志愿服务遥她说院野这些事总
要有人去做袁这不是傻袁这是我们
体彩人应该有的担当遥 冶

2021年 8 月袁北京再次发生
疫情后袁 耿玉珍也再次站到社区
防疫执勤岗位上袁 有条不紊地做
着测温尧查证尧扫码尧登记等袁这些
是她已经非常熟悉的工作遥

耿玉珍：咱们主动上呗，你是党员，我是体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