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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是我家武汉是我家，，一起来守护一起来守护””
——战“疫”一线志愿者纪事

杨俊峰 黄兰君 张彦婷

▼邓平在为医护
人员送饭。资料图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
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
导。1 月 7 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时，就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
20日，我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各
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
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大年初一，我主持召开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研
究、再部署、再动员，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要求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充分发挥协调作用。之后，我又先后主
持召开 3 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1 次中央政
治局会议，专题研究疫情防控工作和复工复产工
作。2月10日，我到北京市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
作，视频连线湖北和武汉抗疫前线，听取前方中
央指导组、湖北指挥部工作汇报。我还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外事
工作委员会等会议，从不同角度对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提出要求。党中央印发 《关于加强党的领
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
通知》。我时刻关注着疫情防控工作，每天都作
出口头指示和批示。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及时研究部署工作，中央指导组积极开展工作，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各级党委和
政府积极作为，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形成
了抗击病魔的强大合力。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这场严峻斗
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
顽强拼搏，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
作用。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战，展
现了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人民解放
军指战员闻令而动、敢打硬仗，展现了人民子弟
兵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品格。广大人民群众
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特别是武汉人民和湖北人
民识大体顾大局、自觉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展现
了坚忍不拔的顽强斗志。广大公安民警、疾控工
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等坚守岗位、日夜值守，

广大新闻工作者不畏艰险、深入一线，广大志愿
者等真诚奉献、不辞辛劳，为疫情防控作出了重
大贡献。卫生健康、发展改革、工信商务、外交
外联、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应急管理、财政金
融、文化旅游、科技教育、市场监管、社保医
保、资源环境、国资林草等部门和纪检监察、组
织、宣传、统战、政法等战线各司其职，人大、
政协以及各人民团体等主动担责，采取有力措施
支持抗击疫情斗争。社会各界和港澳台同胞、海
外侨胞纷纷捐款捐物，
展现了同舟共济的深厚
情怀。

——摘自 《习近平在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

署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

北京2月23日电）

广大志愿者真诚奉献不辞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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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迎 （左） 与
其他志愿者在自己
的车前合影。

资料图片

▶王源宽
在搬运物资。

资料图片

▲陈冲在
运送物资的卡
车里。

资料图片 ▶武汉汉秀剧场外墙打
出“武汉加油”字样。

新华社记者 熊 琦摄

陈冲、邓平、刘迎、王源宽……这是 4
个普通武汉人的名字。在平时，如果你走在
武汉街道上，也许会和他们擦肩而过。你也
许会看到陈冲在自己的小店里低头给顾客做
着美甲，也许会看到王源宽穿着运动服戴着
耳机沿着长江边的步行道小跑。走进街边的
小吃店，你也许会看到大汗淋漓的邓平在灶
台前撸着袖子颠勺。过马路时，你也许会看
一眼停在路边等红灯的货车，司机刘迎正取
过保温杯，喝一口茶……

武汉这座城市，就是由这样一个个普通
人组成的。平静的日子里，人们各干各的，
纵使相逢，亦不相识，直到新冠肺炎疫情来
袭。“我的城市病了。我该怎么办？”陈冲站
出来了，邓平站出来了，刘迎站出来了……
那些平凡普通的武汉人，一个一个站出来
了。在武汉保卫战中，他们挺身而出，冒着
被病毒感染的风险，承担起为抗疫前线运送
救灾物资的任务。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城市有
英雄的人民。英雄的武汉人自发结成了一支
支守护城市的志愿者队伍。“武汉是我家，一
起来守护！”这，就是他们共同的心声。

“我把最后一件防护服留
给了医生”

“前两天出门运送物资遇到一个流浪汉，
他戴的口罩有点破旧了。我看他挺饿的，就
给他送了新的口罩还有两包饼干。”2 月 24
日，武汉姑娘陈冲给我们看了一段小视频。
视频中，戴着口罩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的她
在给一位衣衫褴褛的路人递口罩。她说：“非
常时期，大家都要守望相助。”

陈冲是武汉当地一名美甲师。1 月 22 日
白天，她的小店还在照常营业，“大家都戴着
口罩，也会互相量体温。”

1 月 23 日凌晨，武汉市发布了“封城”
的通告。“没想到疫情这么严重，我一时不知
道该怎么办。”陈冲说，“家人劝我回老家过
年，觉得还是老家安全。”

就在陈冲犹豫不决时，她忽然在微信
朋友圈里看到一则关于接送医务人员的求
助信息。

“我听说前线物资紧张，运力也不足，很
多运进武汉的医疗物资需要有人跟车。”陈冲
说，“我 18 岁就出来打工，做过服务员、商
场营业员、售楼员，我什么都能干。疫情中
的医护人员真的很不容易。听说能帮他们做
点事，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就这样，天不
怕地不怕的陈冲，加入了一支志愿者队伍，
开始为战“疫”前线运送物资。

“去了才知道，我是队伍中唯一的女孩。
大家开玩笑时都叫我‘冲哥’。”陈冲说。

第一次运送，她一夜跑了 160 多公里，
接回了 60 多方 （立方米） 的货物。“到了放
货的地点我就傻了。放眼看去，全是乌泱
泱的车队、人群，有救护车、私家车……
几个医生穿着手术服就来取货了。”

车门一开，人群涌上，大家七手八脚地
往下卸物资。“那时候防护服最紧俏，哪怕一
件也是宝贝。”陈冲原本给自己留了一件防护
服，想着护送东西的时候穿着保护自己。“他
们比我们更需要这些东西！我把最后一件防
护服还是留给了医生。”陈冲说。后来，物
资供应跟上了，志愿者们也领到了防护服。

陈冲告诉我们，几天前发生了一件令她
非常感动的小事。当时，她买了 20 斤米、3
斤排骨还有一些蔬菜水果送到医院。“是东湖
医院一位护士要的，大概 300 元的东西，她
很忙，完全没有空出去买。”陈冲说，物资送
到后，这位护士一定要送她 2 个一次性口
罩，“那都是她的宝贝呀，她还非要送我，我
就是去跑了个腿而已！”

“送出一批物资，心情就轻
松了几分”

“ 开 车 出 去 能 碰 到 的 只 有 救 护 车 了
……”最近，31 岁的王源宽几乎每天都要
出门，但再没遇到长江二桥上望不到头的
车流了。

防疫期间，王源宽做起了专职司机，护
送医护人员上下班。微信群里的朋友给他发
红包加油，他用这笔钱买了一些口罩，发给
一起拉活儿的志愿者。

最令他感动的是一位协和医院的护士。
“她在发热门诊忙了四五天就被感染

了，然后坐在车里一直哭。她哭不是因为害
怕。她一直说对不起她的同事们，不能跟大
家一起在前线坚持。”王源宽说到这里也哽
咽了，一直控制不让自己哭出声，“医院里

能上的都上了，不是在发热门诊就是在重症
监护室。”

除了当司机，王源宽还当起了物资筹措
人。他发动一起滑雪、跑马拉松的朋友募集
捐赠资金，寻找获得更多防护设备的渠道。
一夜之间，“我们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公益组
织成立，信息搜集组、物资组、采购组、财
务组、工作整理组随即上线。

“大批捐赠物资抵达医院需要一些时间，
我们能做的是给他们救救急，他们缺什么，
我们就迅速找货，3天内送到。”志愿者们兵
分多路，王源宽在武汉周边找物资，然后朋
友托朋友，同学找同学，从尼泊尔、韩国、
日本、香港背回一些医用防护设备，再由他
负责送到医院。

这时候，去医院也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
“我经常跑马拉松，身体好，即使感染

了，也能挺得过去。”去医院送物资时，王源
宽总这么跟自己说，“就是不能再让医护人员
感染了，要是医护人员都感染了，那防线就
垮了。”

王源宽觉得，在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给
了他无惧前行的力量，“送出一批物资，心情
就轻松了几分。”

王源宽说，等疫情结束了，他还要在武
汉跑马拉松。“春天的武汉可美了。”

“医护人员需要我，武汉需
要我”

“孩子跟她奶奶告状，说爸爸最近天天出
去，要挨批评。”志愿者刘迎说。疫情来了，
刘迎 5 岁的女儿也知道不能出门。但隔天听
说爸爸去送医生，就问爸爸：“你是不是送医
生去啦？”刘迎说：“是的，爸爸送医生去打
病毒，等把病毒打完了，爸爸就能带你出去
玩了。”

刘迎是武汉的卡车司机，自己有台半
挂重卡车，平时靠它拉活养家。疫情爆发
后，他开始用卡车为一线医护人员运送救
援物资。

大年初二下午，刘迎等 4 个人在距离仙
桃东收费站一公里的位置接到了他们要运
送的第一批物资。全部装车后，已经是第
二天凌晨了。凌晨 2 时，刘迎的重卡载着
口 罩 、 防 护 服 和 护 目 镜 抵 达 武 汉 北 收 费
站。这里有 7 台私家车和 2 台 120 急救车等

着他。“这批物资是定点捐赠的，我负责拉
回来，他们负责送到同济、协和医院。”刘
迎说。

大年初五和初六，接到建设方舱医院的
消息后，刘迎又开着他的卡车跑去孝感忙起
了转运病床的活。“其实我也很害怕，家里还
有孩子和两个老人，要是连累家人被感染就
糟糕了。”刘迎说，“可是与疫情抗争不光是
医生和护士的事呀！大家得有力出力，才能
早点战胜疫情！”

“我现在回家都自己待着，不让女儿到
跟前来，让我爸妈跟孩子待在一起。”刘迎
说。谈起志愿运输的事，这个奔四的武汉
汉子坚定地说：“这一个月来，我一天都没
有停过，就是想通过自己努力，让别人能
够感受到一丝温暖。医护人员需要我，武
汉需要我。”

“再难，也要让医生们吃上
一口热饭”

“再等我几分钟好吗？手头还有活儿。”
邓平很忙，哪怕深夜采访他，也能听到电话

那头马路上的车声。
38岁的邓平以前是位厨师，现在是武汉

一家餐饮品牌分店的店长。
“我现在就给医院送送饭，其他忙也帮不

上。”但其实，邓平是武汉最早一批义务接送
医护人员上下班的司机之一。“有医生坐我车
聊起来说吃饭不方便。”邓平一合计，自己可
以给他们送饭呀，“当司机没有当厨子熟练，
我做饭还是不错的。”

“我把给医生送饭的事跟公司说了，大家
也很支持。”邓平说，从1月26日至今，早6
时到晚22时，他和志愿者伙伴每天风雨无阻
给医院送饭。

这批志愿者每天要给医生们送1000份饭
菜。邓平专门在饭菜里加钙粉，用来增强医
护人员的抵抗力。“得让他们吃好，他们太辛
苦了，不能让他们生病。”邓平说。

其实，邓平的生活并不阔绰。1999 年，
邓平因煤气中毒被送往医院，经过医生们两
天两夜抢救，他才保住了性命。

“我命都是医生给的，送饭这点事儿算
啥！医生们还跟我鞠躬，他们都是好人，这
份情我今生难忘。”邓平说，“再难，也要让
医生们吃上一口热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