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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抹“志愿红”让爱放光彩

志愿者成为疫情防控重要力量
长江日报记者胡雪璇 通讯员朱华

武汉是英雄的城市，也是“志愿者之城”，目前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的志愿者达181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16%。武汉

每7个人中，就有1名志愿者。

他们是重点场所“守门员”，卫生防疫“冲锋员”，物资转送“快递员”，上门排查“信息员”……哪儿有需要，哪儿就有志愿者。

一抹“志愿红”，让爱放光彩。武汉保卫战中的志愿者，生动践行了志愿服务为民利民的价值追求，鲜明体现了“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充分彰显了扶危济困、共克时艰的民族品格，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亮丽的时代风景。

【专家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志愿服务

研究中心主任张翼：

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

武汉提供实践样本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也是一座

志愿服务蓬勃发展的城市，更是志愿者在
全体人口中占比很高的城市。”17日，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中
国志愿服务研究中心主任张翼在接受长
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张翼表示，在现代社会，志愿者是社
会服务供给的主要生长点。志愿者组织
化、专业化、法治化、社区化服务能力的
强弱，决定志愿服务质量的高低。疫情
防控期间的武汉志愿者，经受住了大考，
反映了志愿服务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在各条战线都显示出了强大的服务作
用，显示了志愿服务的现代化水平。

“武汉社区封控得以顺利进行的前
提，是基本消费活动的正常进行。”张翼
说，在党建引领下，广大志愿者自动对接
社区、精准帮扶、投递运送生活资料，满足
了居民需求，稳定了人心，起到了群防群
控作用，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域社

会治理的制度优势，保障了居民的安全。
“现代志愿服务的特点，就在于组织

化、专业化、法治化和社区化。”张翼评价
说，疫情防控期间武汉的志愿服务，就体
现出了强烈的组织化特征。组织起来的
志愿者，能够根据服务对象的需要调整志
愿服务的供给，将居民需求与服务供给密
切结合，解决居民最迫切需要的问题。武
汉在应急管理时期的志愿服务，还体现出
了强烈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特征，尤其是在
医疗志愿服务、教育志愿服务、心理慰藉
志愿服务方面，展现了志愿服务体系与志
愿服务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在随后的常
态化疫情防控中，志愿服务体现出了从应
急治理到常态治理的转型特征。“这些经
验的积累与总结，对全国志愿服务工作的
社区化推广，对全国畅通志愿者参与社会
治理渠道，提供了一系列可借鉴可推广的
实践样本。”
（长江日报记者胡雪璇 通讯员朱华）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研

究会副会长魏娜：

突发事件中志愿服务

“武汉经验”高效规范值得推广
“今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湖

北武汉，广大志愿者挺身而出，无私无畏地
传递着爱与暖、散发着光与热。他们是最
可爱的人，向武汉的志愿者致敬！”17日，中
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志愿
服务联合会研究会副会长魏娜在接受长江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魏娜观察发现，在此次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中，武汉的志愿服务活动大致可
分为三个阶段：

疫情防控初期，志愿服务活动更多是
志愿者的自发行为。如“最美快递员”汪
勇看到一名医务人员下班打不到出租车
的消息，便开始义务接送医务人员上下
班。随后，他还组建了医护服务群，为医
务人员提供全方位服务。

进入第二阶段，文明办、共青团等组
织面向志愿者发出号召，指导志愿服务
工作有序展开。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在
武汉开展“志愿服务关爱行动”，短短一
周内报名者达到7万余人。共青团武汉

市委员会也在全市招募了2.3万名青年
志愿者。

到第三阶段，社区的工作任务日益繁
重，志愿服务活动也随之主要在街道社区
展开。这个阶段，越来越多的志愿者行动
起来，深入社会的“毛细血管”，分担社区
工作。比如在社区居民吃菜成为难题时，

“90后”志愿者苍禹威主动请缨，义务为居
民买菜、送菜。

大灾大难面前，武汉人民众志成城、
守护家园，民间志愿服务热情得到极大迸
发；文明办、共青团等组织积极作为，组织
发动志愿者，迅速形成志愿服务合力，推
动志愿服务规范有序开展；志愿者广泛深
入参与社区服务，为志愿服务长久持续发
展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积蓄了未来发
展动力……魏娜认为，这一系列扎实有效
的做法，为我国未来应对突发事件时，高
效、规范开展志愿服务积累了可复制推广
的“武汉经验”。
（长江日报记者胡雪璇 通讯员朱华）

【媒体报道】

凡人善举，传递温暖和希望
《人民日报》 扶危济困、共克时艰，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这次抗疫斗争
中，广大志愿者用一次次凡人善举，传递
温暖和希望，凝聚信心和力量。

——9 月 6 日《凡人善举汇暖流
——记抗疫中的志愿者》

央视《新闻联播》 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广大志愿者真诚奉献，奔
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哪里需要哪里就
有他们的身影。

——3月4日《志愿服务关爱行动，
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新华社电讯 疫情突袭，江城武汉街
头，大量志愿者挺身而出，成为基层防控工
作中的中流砥柱。平日里，他们是一位位
普通人；关键之际，他们是一位位冲锋者。

——3月5日《奉献，点亮一座城的

“希望之光”——武汉各界人士踊跃参与
志愿服务助力战“疫”》

《中国青年报》 英雄之城再度召唤
青年担当。连日来，在武汉各级团组织
的积极动员和组织下，大批曾坚守在抗
疫一线的90后、00后青年志愿者闻“汛”
而动，赶赴各处长江大堤，构筑起一道道

“青春堤坝”。
——7月21日《从疫情防控转战防

汛抗洪 武汉青年志愿者闻“汛”再集结》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 武汉——位于中
国新冠疫情暴发中心的城市——仍在封
锁之中，但成群的志愿者投身进来，帮助
把病人送往医院，并为无法乘坐交通工具
的医务人员提供出租车服务。

——2月12日《“我们团结一致相
互照顾，就有希望”》

【网友点赞】

网友“木的缘由”：向这些志愿者致
敬，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在闪耀！

网友“习君”：致敬你我身边的志
愿“逆行”者们：因为有爱，所以温暖；
因为温暖，更有力量。因为你们，我们
坚信：疫情终将被击败，春天必会繁花
烂漫。

网友“龙妹”：病毒无情，人间有爱，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武汉志愿者
一直在行动！

网友“明天会更好”：国召唤，我必
上。90 后、00 后已经长大，该我们挺身
而出了！年轻人成为这场战“疫”中的中
流砥柱，用自己的坚守与担当，用行动诠
释青春最靓丽的底色。

（长江日报记者胡雪璇 整理）

闻令而动

“志愿服务关爱行动”筑牢社区防疫墙
社区是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前沿阵地，居民小

区24小时封闭管理，生活必需品如何保供？
2月23日，武汉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关爱行动”，动员志愿者就近就便为市民提供生活
服务，用志愿服务温暖人心，打通“最后100米”，
筑牢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7万余人踊跃报名。经过审核并根据实际需
要，2万余名志愿者上岗从事关爱行动，由各社区

具体组织和动态管理。最多的时候，超过2.4万人。
他们既当信息员、采购员、快递员，又当宣传

员，通过电话、网络、上门等途径，收集群众需求、
联系商家采购；帮助居民团购蔬菜代购药品，重点
关爱孤寡老人、困难居民等特殊群体……

在众多“红马甲”中，不乏“父子兵”“母女帮”
全家上阵的身影。33岁的江汉区航空社区居民
张玉菡，拉着57岁的妈妈杨倩屏一起报名成为志

愿者。杨倩屏退休前是商超收货员，来了蔬菜鱼
肉，她会看看是否新鲜；来了米油，她要检查保质
日期。“让我妈来分拣验货把关，我放心”，张玉菡
笑着说。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第二轻工业学校智能
制造部主任禹诚，也在这时成为一名志愿者。“到
社区报到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电话排查住
户信息。第一天，我就打了300多个电话。”

全面参与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志愿者
代购药品、制作盒饭、接送医护、疫苗试验……

从疫情发生起，就有各战线各领域的志愿者挺身
而出，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小区实行封闭管理，武汉几十万重症慢性病
患者如坐针毡：救命的药去哪买？谁来买？武汉
商业储运有限责任公司的职工叶九思站了出来。
他第一时间来到江岸区永清街道吉林社区报名，
当天就开始为居民代购药品。三个月里，叶九思
骑垮了两辆自行车、磨破了三条裤子、走坏了两双

鞋，却送出了一千五百多份“救命药”。
听说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有时连一口热饭

都吃不上，36岁的餐厅老板李博决定每日给医护
人员送爱心餐。1月26日大年初二起，李博先后
为协和医院、武汉市第四医院、武钢二医院的医护
人员制作爱心餐。“哪怕我的力量微不足道，也要
尽我最大的努力让这座城市好起来。”

顺丰快递员汪勇，因为护士一句“回不了家”
的求助难以入眠，瞒着家人当上了接送医护人员

上下班的志愿者。“当第一个乘客上车的时候，我
紧张起来。尽管很害怕，但我那天还是接送了30
多人。我要帮医护人员节省时间，让他们有时间
去救更多人。”

29岁的武汉女孩吴妮参加新冠疫苗I期人体临
床试验，结束医学观察回家两天，她的父母也报名参
加II期人体临床试验，一家三口先后成为新冠疫苗
志愿者。“我们作为武汉一个普通家庭，能为抗击疫
情做点事，也算不留遗憾。”吴妮的妈妈方杏华说。

“后浪”奔涌

青年志愿者成为战疫“生力军”
“武汉军运会时，我就是一名志愿者，我曾见

证过城市的高光时刻，如今愿意陪她共渡难关。”
21岁的程世雄是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2017级
运动训练专业本科生，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他报名
参加了隔离点的志愿者工作。

2月，团市委联合市卫健委、市教育局，组织
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对一线
医护人员子女提供在线辅导和心理援助等。武汉
大学硕士生王琇琨和她的小伙伴一起，开展志愿

者在线招募工作，帮助武汉大学1378名志愿者和
湖北省641名医务工作者家庭之间进行结对，增
设了每周两次线上英语授课。

疫情防控期间，全市共有 2.3 万名青年志愿
者，组织开展志愿服务项目达 500 余个。80 后、
90 后、00 后，志愿者精神在一代代年轻人中传
递、发扬。

在居民保供一线，日均950名青年志愿者为
全市105家商超门店提供分拣打包、搬运配送等

志愿服务。
累计200余支青年突击队参与隔离点、医疗

点、方舱医院等防疫重点工程建设，1500余名青
年志愿者参与医疗救护、后勤保障服务工作。

5月，联合国秘书长青年特使办公室在联合
国网站陆续发布了全球青年和青年组织参与抗疫
的榜样故事，武汉青年志愿者协会和武汉大学青
年志愿者王琇琨作为中国唯一的青年组织与个人
代表上榜。

常态长效

打造群众身边不走的志愿服务队伍
随着疫情形势好转，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

武汉志愿者服务重点又及时转向新的领域。防汛
抗洪、接待外地游客、文明城市创建……

7月6日起，武汉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Ⅲ级
提升至Ⅱ级，部分区域甚至升级到Ⅰ级。一时间，
大批曾坚守在抗疫一线志愿者闻“汛”而动，加入
巡堤、值守队伍。

“十一”期间，武汉成为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
志愿者在全市景区开展告知预约程序、分发服务
手册、引导扫码登记、维护游览秩序、文明旅游宣
讲等志愿服务。

如何将疫情防控期间组织起来的志愿服务力
量保留下来，打造一支群众身边不走的志愿服务
队伍？

日前，武汉出台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志愿服务
工作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实施意见》，围绕志愿服
务大众化参与、规范化管理、常态化服务、品牌化
培育、项目化配置、信息化支撑、社会化运作等方
面，构建多元互帮互助“共同体”，引导广大志愿
者、志愿服务组织立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更好
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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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3日，江岸区铁南社区为居民购回一批低价蔬菜，并广播通知居民下楼取菜。大家自觉排队、保持间距有序领取。 图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正在卸货。 长江日报记者郭良朔 通讯员胡文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