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9日，惠济区新城路街道
东赵村核酸检测点大学生志愿
者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
间”点赞。

自 1月 4日郑州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 1号
通告后，惠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积极响应郑州市号召，依托
92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全
区招募一批疫情防控志愿者，协
助 197个核酸采样点和 435个疫
情防控卡点，就近就便加入“绿
城使者—小红象·健康行”志愿
服务行动。截至目前，570余人
踊跃报名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
中，其中返乡大学生占志愿者数

量50%。
经过培训后，新招募的志愿

者深入一线，参与了疫情防控卡

点协查、宣传引导、核酸检测和后
勤服务保障等工作，涌现出了一
批优秀的志愿团队和志愿者。

“这边马上进行消杀，大家稍
等一下，保持一米线距离。”1月 7
日，在惠济区新城街道办事处东
赵村核酸检测点，平均年龄只有
19岁的 4名大学生志愿者正在忙
碌着。

刘沛琪、李宁宁、马文喆、
孙嘉铖分别来郑州旅游职业学
院、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等院
校。“这几个孩子专业素养和业务

能力都很强。”核酸检测现场医护
人员对志愿小组评价很高，他们
在检测点主要负责为医护人员准
备核酸检测试剂、贴码、消杀、后
勤保障等工作。

“其实穿上防护服就是在拼
体力，也更加理解了医护人员的
不容易。”即使是雪后的低气温，
一天下来，脸上的汗水把口罩打
湿后严重影响透气性，但是这群

年轻人依然坚持着。小组长马文
喆今年大四，原本只是想用自己
所学参加一次社会实践，“阻击疫
情给了我们快速成长的机会，穿
上防护服我们就是战士，这些都
将是成长过程中的珍贵回忆”。

疫情防控志愿者招募令发布
以后，新城街道辖区各村（社区）返
乡高校大学生踊跃报名，仅仅两天
时间，已经招募志愿者30余人。

“00后”力量

在实践中磨砺成长 他们获央视点赞

“穿上防护服我们就是战士”

“这是一次非常难忘的亲
身经历，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一
线基层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
的不易。”长兴路街道大学生
志愿者赵梦茹说，“我们会坚
持到全员核酸检测工作结束，
也希望疫情快点过去，未来越
来越好。”

新疆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的返
乡大学生赵超博，1月5日晚上在
青年志愿者群中看到了招募志愿
者的信息后毅然报名，被分到长

兴路街道彩虹社区协助流调排
查、核酸检测等工作。“可能我是
新人受到照顾的缘故，分配的工
作都不是太累，但我在工作过程
中看到了基层工作者的辛苦。
基层干部身在一线，身负密切联
系群众和服务群众的重任，尽管
筋疲力尽依旧为自己打气，努力
做到工作落实、政策到位。在他
们身上我领悟到了什么才叫为
人民服务。”在基层工作者的感
召下，他也变得越来越有干劲，

在服务群众时也更加耐心细
致。这次志愿服务也在他心里
埋下了一颗种子。

实 践 就 是 最 生 动 的“课
堂”，像马文喆、马晓晨、赵梦茹、
赵超博一样，主动走出家门为家
乡出一份力的大学生还有很
多，他们逆向而行、不惧病毒，
在核酸检测、卡点值守等现场，
认真负责、积极热情，用自己微
弱但坚强的荧荧之光汇聚成璀
璨浩瀚星河。

“会坚持到全员核酸检测工作结束”

双向奔赴 志愿服务爱心滚烫

雪夜，白衣执甲，逆行而
上，郑州全员核酸检测在小
寒节气到来之前默默展开。
而除了白衣天使们，还有这
么一群人，平日里，他们是
公园里练书法、跳广场舞的
大爷大妈，是经营着一家小
店的店主，是普普通通的上
班族，抑或是一名在校大学
生……但红色马甲穿上身的
那一刻，他们都拥有了一个
共同的名字——志愿者。
记者 蔺洋
通讯员 赵勃然 赖超龙
靳沐轩 孟刘奇 文/图

“您好！请您出示身份证件
或核酸检测二维码。”每天在惠济
区疫情防控核酸检测站都会看到
“00后”志愿者马晓晨。

“小伙子干事踏实、认真。”“很
勤快，帮了不少忙。”……这是检
测站点工作人员对他的评价。马
晓晨是河南警察学院大二的一名
学生，父亲工作在医疗战线。寒
假在家的他看到父亲每日早出晚
归，奋战在防疫一线，更加感受到
此次疫情的严重性和工作人员的

辛苦。“作为一名预备役警官、未
来的人民警察，我不能袖手旁观，
也要为我的家乡、为社会出一份
力。”自1月2日，马晓晨就开始了
志愿者服务，每天早上 6点准时
出现在监测站，第一时间对核酸
检测试剂进行核对，并贴上对应
的条形码，随后把物资运送到各
个检测点。回站后继续与其他志
愿者一起维持现场秩序，协助医
务人员完成核酸检测以及标本的
收集和回收工作。

他们一直都在，在每一次疫
情来袭的时候，他们便会一家
十口人齐齐上阵，用自己的坚
守为筑牢抗疫防线贡献自己的
力量。

时间重回 2021年，8月 27日
《郑州晚报》AA05版刊登了“一家
十口齐上阵 疫情防控留下最美
‘全家福’”，内容报道了弓寨第三
党支部书记弓冠岭一大家子奋战
在疫情防控一线的事迹。2022年
初，当疫情再次来袭，他们再次一
起穿回红马甲，奔赴不同的防控
工作岗位，默默坚守。

1月12日早上9点，惠济区新
城街道组织开展重点人群核酸检
测工作。在新城街道办事处辖
区的一个疫情防控点，志愿者弓
冠岭忙着维持秩序。他的妻子
朱艳艳负责核酸检测点的信息
采集工作。16岁的儿子弓子建
利用上网课的空闲时间在检测
点做志愿者。

“上次是酷暑，这次是寒冬，
知道家里人全都站出来我很欣
慰，但也止不住会心疼。”在弓冠
岭的带动下，67岁的父亲弓百泉、
妻子朱艳艳、儿子弓子建、弟媳武

盼盼、哥哥弓盛强、妹妹弓倩倩、
嫂子弓书英、孙子弓华凯、侄子弓
伟一家十口全部加入了志愿者队
伍，卡口检查、体温测量、核酸检
测、村内消杀、来往登记、后勤保
障等，举家投身战“疫”。他们相
互鼓励，无私奉献，每个人都在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疫情防控
做贡献。

“还是那句话，疫情不退坚决
不撤。”战“疫”之下，一家四代十
口人，分班坚守，在寒冷冬日的抗
疫防线留下合照，鼓舞着大家战
胜疫情的决心。

自 2021年 8月 6日以来，为
配合疫情防控需要，惠济区新城
街道办事处面向辖区广大居民招
募志愿者，组建了志愿者应急储
备库。当时共有 70余位志愿者
进行了注册登记。

在众多志愿者身上，除了同
样的红马甲，他们还人手一本爱
心“存折”，这是新城街道联合村

（社区）发动居民群众参加爱心
互助活动，建立起的“爱心储蓄
所”发出的“存折”，街道为每名
志愿者建立统一的“爱心储蓄”
账户，签发“爱心储蓄”存折。截
至目前，爱心“银行”的规模越来
越大，无论是辖区群众还是刚参
加工作的年轻人、放假在家的大
学生都有本爱心“存折”，它激励

着居民们互爱互助，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让爱在志愿服务中
流转。

面对疫情，一个个平凡的他
们选择挺身而出，站在抗疫最前
沿，守护着防线后的家人与家
园。致敬每一位志愿者，相信大
家勠力同心，共同走过冰封大地，
终会等到春暖花开。

“00后”预备人民警察

让警徽在疫情中闪光

爱心存折

让爱在志愿服务中流转

群众力量

一家十口、祖孙四代再“出征”
这支队伍成立于去年 2月，

发起人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先
生。1971年入党，金东礼是个名
副其实的老党员，退休在家的他
看到长兴路街道彩虹社区党员群
中发布的志愿者招募令后，第一
个出现在社区：“书记，我要报名
参选咱们社区的党员志愿者，别
看我年龄大，身体可硬朗哩，你看
我能干点啥，尽管给我说。”

此后，每一次的卡点值守、核
酸检测点位服务，甚至去年特大
暴雨后抢险救灾，都能看到他忙
碌的身影。核酸检测点位画隔离
线、摆放隔离栏、提醒排队核酸检
测群众戴好口罩、维持排队居民
秩序、提醒进出小区人员扫二维
码、测体温……一个流程做下来
金东礼已经轻车熟路。“金大爷，这
么冷的天，在外面待一天太累了，

去棚里歇会儿吧！”居民们都心疼
他，可他却乐呵呵地说道：“作为一
名党员，国家有困难的时候，俺也
干不了什么，做一点儿小事有啥
累的，只当锻炼身体了！”

有了金东礼的加入，社区志
愿者的数量越来越多，从最初的
20人发展至今已经翻了 3倍，这
支 60多人的队伍成了社区里的
“暖心汤”“定心丸”。

“去年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
把大家召集到了一起，根据自己
的时间、年龄，包括自己的资源
情况，辅助社区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疫情防控、门岗值守、防控
宣传，为居家隔离的居民提供购
物、垃圾清理等生活帮助。经过
多次的合作，我们又发动了身边
更多热心、正能量、有空闲时间
的、积极为社区服务的人加入了
团队。”服务队现在的负责人王
帅介绍。今年 37岁的他，手机
里最“热闹”的一个群就是由他
发起的“能量满满志愿者”微信

群，“这个群跟服务队一起建起
来，从去年 2 月开始一点点壮
大”。现在微信群里已经加入 64
个志愿者，既有 72岁的退休干
部，也有 18岁的大学生。他们
都是小区住户，随叫随到，维持
秩序、打扫卫生、咨询解答，干啥
都毫无怨言。

“我每次都能见到你。”1月 7
日，在彩虹社区长长的核酸检测
队伍中，一名居民对王帅说。他
也向王帅申领了一个红袖箍，加
入到了志愿服务队伍。“都是为邻
居们做点事，做的事情很简单，也

很琐碎，在社区的号召下凝聚到
一起，相信团队会越来越成熟、越
来越庞大，我们会拧成一股绳继
续做社区服务。”王帅说。

“赶走这次疫情之后，我们
还会为社区居民做更多的事
情，日常的美丽家园建设，还有
组织大家跳跳舞、参加各种活
动。我们还想吸收更多青壮年
力量加入，将来要为社区的孩
子们开展课后辅导等服务，就
是为邻居们做点儿力所能及的
事情……”王帅设想着疫情退
去后的美好生活。

1月 7日 7点，已经退休的靳
变香早早来到社区核酸检测点，
她也是彩虹社区支援服务队的“元

老”，不善言辞的她一直不愿多说
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她特别棒，暴
雨的时候人家自己掏钱买饭买米

买面买西瓜……”听到社区居民
的夸赞，靳变香连连摆手：“别的
我也不会啥，我就会跑跑腿。”

每次都能见到他 居民暖心又安心

年过七旬老党员第一个加入

话不多说 做得却不少

社区力量

这里有一道“彩虹”人在寒冬也温暖

在惠济区长兴路街道
彩虹社区，有这么一支队
伍，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
着共同的信仰，他们将自己
的力量融成一点点光，汇聚
成一道“彩虹”，在社区需要
他们的时候，默默奉献力
量，温暖人心。

刘寨街道志愿者帮助群众扫码登记 大学生志愿者在认真工作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赵超博协助核酸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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