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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上千名志愿者响应

活动发起前，施煜程在微博上浏览到一个视
频，视频中，一位老奶奶隔着玻璃看望在疫情防控
一线工作的儿子，当看到老奶奶放下带给儿子的东
西哭起来时，施煜程也落了泪。“那一刻，我想到日
夜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希望尽己之力
帮助他们。当时正好看到武汉几家医院发出的接受
捐赠 N95 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医疗防护物资的
公告，我便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号召志同道合的
小伙伴一起参与抗击疫情援助活动。”让施煜程没想
到的是，最初只有6人响应，两个小时之后，第一个
微信群就满员了。48小时后，“武汉加油·北美留学
生组”志愿者团队已拥有上千名志愿者。

据北美留学生组综合资源管理部部长李文杰介
绍，目前，由综合资源部 （由交通组、采购组、医
院组、信息组、合作对接组组成） 和综合公关部

（由宣传组、公关组、翻译组、法务组组成） 两部门
协同运作将物资直接对接到医院，具体流程为信息
组收集分类信息、采购组联系货源方、审查组审核
货物是否合格、医院组向医院核对是否接受、交通
组负责运输到医院，医院签收并反馈。

从 1 月 23 日成立到现在，该志愿者团队共募集
善款90余万元人民币，开发运输线路29条，将消毒
液、护目镜、N95 口罩、医用手套等医疗防护物资
送到了武汉。

24小时国内外无缝对接工作

在募集善款及运送物资期间，这群平均年龄不
到18岁的年轻人承受着巨大压力。“会有人因我们年
纪小而对我们能否撑起这个团队有所质疑，也会遇
到组内小伙伴的个人信息被泄露接到恶意骚扰电话
的情况，还会遇到辛苦对接到一半的订单突然没有
了，会面临学业和工作之间的平衡压力……有时候
几件事赶在一块，虽然会情绪低落，但还是坚持做
下去。每个人都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对自身的使
命和努力的意义更加明了。”李文杰说。

这个有 2000 余名志愿者的团队曾陷入口罩风

波。1月26日下午，武汉市第四医院等多家医院向北
美留学生组反馈，当日收到的口罩不符合医用标
准，无法满足一线医护人员需求。

综合公关部部长兰萌告诉记者：“当时向相关厂
商采购了5万只口罩，用于捐赠武汉及周边一线医护
工作人员。然而，厂商却隐瞒了口罩不符合相关质
量检测标准的事实。虽然最终追回了善款，厂家还
补发了口罩，但事件发生后，团队成员的压力非常
大，甚至睡不着觉。庆幸的是，这为我们敲响了警
钟，很快组建了一个由受邀的医疗工作者和医疗器
械厂商组成的物资审查组。”

为了在最快的时间内将防护物资运送到有需求
的医院，每个组都设置国内外两个时区的负责人，
以确保所有环节能够24小时运转。

“时间紧迫，工作非常紧张。各位负责人在活
动发起后的 1周内，每天的工作时间达到 14到 15个
小时。从起床睁眼起到睡前的最后一刻，微信消息
提示占据了手机屏幕，各负责人需在不同群里不停
地对接物流、医院、运输、批单等信息。” 活动总
负责人宋尘洁说，“每个负责人人均置顶 40 多个工
作群，微信格式也都改成‘名字＋上线 （离线） ＋
岗位’。”

“那一刻她好像闪着光”

在马不停蹄的高强度工作中，在来自各方的多
重压力下，“武汉加油·北美留学生组”志愿者们遇
到过挫折，也感受过温暖。

志愿者车队一直是物资运送至医院的一个重
要环节，因多日奔波劳累以及防护物资缺乏，志
愿者司机变得稀缺。“当我们接到一单协运 1000 件
隔离衣从仙桃到荆州时，像往常一样询问了一圈
志愿者，两三个小时都没得到回应。”李文杰说，

“就在我犹豫是否要放弃这一单时，一位熟络的车
队调度朋友告诉我们找到一位‘90 后’志愿者。

这位‘90 后’女孩喜欢可爱的动物，喜欢听周杰伦
的歌，喜欢在朋友圈分享一些可爱的日常。为了保
证志愿者的安全，我们协商决定从隔离衣中分出一
小部分给志愿者使用。可这位志愿者姐姐坚持隔离
衣应该留给最需要的人，她拒绝了我们提供的隔离
衣，披着一次性桌布驶向了荆州，那一刻她好像闪
着光。”

正是这些温暖的瞬间坚定着年轻的志愿者们走
下去的信念，也让他们明白了肩负的使命。“感谢在
祖国有难时而聚集在一起的你们，让我懂得什么叫
做万丈高楼平地起，众志成城不可催……作为新一
代年轻人，要勇于担负起属于我们的责任。在他人
痛苦的时候不要漠视，在害怕的时候要勇于用行动
打破恐惧。” 宋尘洁说。

18岁的朱嘉培说：“当一张张医院提供的证明清
楚地写着收到我们捐赠的物资时，无论看几次，都
会热泪盈眶，因为能为国家做出实在的贡献就是我
们年轻人的追求。”

提供心理支持服务

目前，武汉加油·北美留学生组志愿者团队已经
暂停接受善款，正在进行物资对接最后的收尾工
作，但他们提供的心理支持服务仍在进行。

“我们不止于为一线和二线人员提供防护物资，
还为他们提供心理支持以及撰写有关如何应对疫情
期间心理问题的科普类文章。前不久建立的心理平
台主要针对医护人员及其家属，以微信一对一的方
式给予陪伴。但我们希望将来能扩大咨询范围至大
众。除了一对一咨询以外，也将开启线上讲座，帮
助大家了解病毒，消除恐惧。”宋尘洁说。

日前，武汉加油·北美留学生组成立了心理援助
小组，旨在为一线的医护人员、隔离中的患者、焦
急等待的家人带去安慰和力量。以心理部儿童组为
例，针对 5 至 12 岁以及父母是医护人员、确诊患
者、处在隔离期的儿童，由志愿者提供一对一的远
程心理辅导。

施煜程表示，疫情背后的心理“重建”是北美
留学生组关注的重点。

“希望疫情早些过去，能看到空荡的武汉街道变得人挤人，我
很想念那个待了十几年的地方。”正在加拿大留学的易文博的家乡
是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取消了回国的机票。面对疫
情，他决定行动起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1月 24日，由加拿大湖北同乡会、武汉大学加拿大校友会等
共同发起的“加油武汉-加拿大联盟”正式成立。联盟成立的第
一天，易文博接受了好友也是志愿活动组织人之一常旭东的邀
请投入到志愿物资的收集统计工作中。

“我的父亲和叔叔都在公安部门工作，目前在武汉疾控中心参
与抗疫。”易文博每天都在担心家人和朋友，希望能和时间赛跑，
为家乡做些什么。

在防护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易文博和志愿者们在加拿大收集
物资遇到了种种困难。“现在国外的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也很
难买到了，我们通过直接联系医疗物资生产供应商、接受个人捐
赠等途径来收集物资。”易文博说，“个人捐赠物资在过海关、定
点捐赠方面也遇到了困难，但如果志愿者们共享运输渠道，运输
和物流方面压力就会轻松很多。”

在口罩收集过程中，为了确保捐赠的医疗物资符合规格和标
准，常旭东和志愿者们通过加拿大湖北同乡会找到了曾在武汉协
和医院工作、目前正就职于加拿大一所医院的朋友来把关每一份
捐献物资的质量。

为了确保募捐公开透明，联盟会给每一位爱心人士的捐款提
供慈善捐款收据，同时整个募捐过程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2 月
13 日，22 箱捐赠物资从北京配送到武汉，主要包括普通外科口
罩、N95口罩和护目镜。

“很多教授得知我是武汉人之后主动关心我家人的情况。”
易文博目前除了上课，其余时间都用在整理物资、统计募捐数
据上。常旭东和易文博说：“只要家乡医护人员还在抗疫一线
奋战，联盟就会一直支持。相信中华儿女可以以爱之名，共克
时艰。”

“心紧紧连在一起”

马凯亮是巴黎地区公派学者学生联谊
会的会长、巴黎萨克雷大学的博士生。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马凯亮看到了华中
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法国校友会的募捐通
知，通过确认后，巴黎地区学者学生联谊会
以协办单位的名义通过公众号和微信群发
布了捐款消息。“消息发出当天就有一个公
派留学生给我截图。他说：‘捐了 100 欧元，
钱虽然不多，但是我的心意。’那一刻，我很

感动。虽然是出门在外的留学生，分散在各
地，但我们的心是紧紧连在一起的。”马凯
亮说，“如今，向我所在的微信群发布募捐
信息成了我的固定工作。”

马凯亮告诉笔者，他们正在着手策划将
在今年夏天举办的第二届留法艺术作品展，
希望通过艺术的形式让大家反思人与自然
的关系。

“和时间赛跑”

巴黎一大地理学博士生郄昱是武汉大

学法国校友会志愿者中的一员。联系上
她时，她正准备出发去仓库。“这批物资会
直接送到湖北 25 家医院。”

郄昱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加入到志
愿者团队当中。“希望能快一点知道物资到
哪里了，何时能送到医生手上。”

“因疫情发展，口罩等防护物资供应不
足，常会碰到被取消订单之类的事，我们
的采购组不知道因为这事被气哭多少次。”
郄昱说，她的主要职责是跟踪登记物流信
息，“帮助医疗组确认货源后，把确定的采
购单收好，和财务确认付款时间收集单
据、确认发货时间和货物位置、督促理
货、根据到货情况准备清关文件。”半个月
过去，郄昱已能将这些从未接触过的流程
倒背如流。

最近，郄昱基本没有周末和休息的概
念，“大家的心情都相同，只希望自己能再
多尽些力”。

“尽 150 分去做事，也许效果能达到
100 分。而这次，大家都投注了 200 分的
精力和热情。”正在追踪最新物流信息的
郄昱说。

为了抗击疫情，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
武汉大学法国校友会会长谌利在朋友圈写
道：“大年夜在紧张的联络中就过去了，正
月十五完全顾不上买汤圆，核对完采购单
就到了后半夜。情人节时，志愿者小队连续
作战 6 小时清货打包。只希望下一个节日，
海内外华人一起举杯，欢庆胜利。”

“等你好了，请给我来一碗蛋酒和热干面；等你好了，我想和
武大东湖漫天的樱花，拍张合照……”这是李丽与她的同学创作
的沙画作品《武汉，我等你》中的内容。

李丽是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的一名老师，目前正
在韩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为了援助疫情防控，李丽和同在韩国
留学的中国学生组建团队于 1 月 24 日发布了首期抗疫沙画视频

《科普：科学预防新型冠状病毒，不必惊慌》。日前，团队与国内
舞蹈界老师共同创作推出了第二期沙画视频《武汉，我等你》。

“武汉，你并不孤独。有一群人正风雨兼程，坚守在你的身

后。”学习沙画创作10年的李丽希望通过《武汉，我等你》这部作
品致敬抗击疫情的所有逆行者，感谢仍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医护工
作者。“虽然在国外留学，但我们每天都在关注国内消息。”她
说，“虽身在韩国，但我们几位创作者还是通过群消息或者邮件讨
论作品修改方案。”为了提高沟通效率，李丽专门建了创作沟通
群，大家采取集体创作、分工合作、网上沟通的方式完成作品。

在韩留学期间，由于博士课业繁忙，李丽的大部分时间都放
在学业上。自从开始沙画援助疫情防控的创作后，她基本每晚
都在凌晨两点以后才能休息，早上 7 点起床继续和大家讨论作品
修改方案，每一部作品都要经历这样十几个日夜的意见磨合和
细节修改。

“第一期科普沙画作品面向的主要是各国学生。第二部作品
《武汉，我等你》涉及到诗歌音乐和舞蹈动作，我们联系了国内的
舞蹈界老师。第三部 《抗病毒歌》 面向的对象是儿童，我们特地
请了一名小朋友参与录音棚的演唱录制。”李丽说。

目前李丽和团队的新作品——《抗病毒歌》 的初稿已经完
成，正在进行后期制作。

留学生沙画援疫：《武汉，我等你》留学生沙画援疫：《武汉，我等你》

当捐赠物资到达时，我们热泪盈眶
——“00后”中国留学生抗疫行动

本报记者 赵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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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煜程近照

李丽和同学在讨论沙画作品。

“加油武汉-加拿大联盟”志愿者搬运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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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群来自国内外平
均年龄不到18岁的年轻人，为武
汉行动起来，团结力量，募集善
款和物资，支援一线的医务工作
人员。” 2020年 1月 23日，由在
美国读高中的施煜程等几位中国
留学生发起并成立的“武汉加
油·北美留学生组”志愿者团队
加入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队伍
之中。

该志愿者团队的发起人、19
岁的施煜程说：“非典时，我还是
个幼儿，当时很多人守护着我们
这一代人。如今，我们长大了，
换我们来守护大家。”

武汉加油·北美留学生组成员在运送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