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抗击疫情倡议书获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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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线的报道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微光成炬，穿透阴霾，同心战

“疫”， 向阳而行……自2月1日北
京市温暖基金会“温暖武汉”项目
发布后，截至10日17时，首都参与
捐款活动的爱心职工已超过十万
人次，募款金额共计1947万元。北
京市温暖基金会于2月4日至9日
分三批次向湖北省总工会捐赠
340万元，分五批次向武汉市总工
会捐赠450万元，向国家援鄂医疗
队捐赠99万元。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温暖武汉”的行动还在继续，
源源不断的爱心还在汇聚……

首都教育系统7万余人
捐款1132余万元

“我们系统里的教职工都在
踊跃献爱心。”2月1日下午， 当一
封北京市温暖基金会专项捐款倡
议书在微信群里传开的时候，一
场心系武汉， 汇聚力量的爱心大
接力在北京市教育工会系统悄然
启动。虽然正值寒假，但收到消息
的老师们无论此刻是在天南海
北，还是在京坚守，都带着对武汉
人民的真挚情谊和对工会组织的
信任，用指尖传递着爱心。

“从2月1日发出倡议，到2月2

日13时20分， 不到24个小时的时
间里， 北京市教育系统广大教职
工已经自愿向‘温暖武汉’基金专
项捐助11312笔 ， 其中千元以上
捐款212笔，含7笔5000元，4笔1万
元，捐款总额达209万余元。很多
教职工都不愿意留下名字。”市教
育工会副主席邱爱军告诉记者。

“灾害无情人有情，我们每个
人都献份爱心， 祈祷疫情早日结
束 。” 大兴区十一建华实验幼儿
园的李小静园长对记者说，截至2
月8日18时30分，她所在的幼儿园
参与捐款人数为89人， 累计捐款
金额13950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
传播研究院87岁的老院长黄会林
和老伴绍武心系武汉疫情， 特向
温暖基金会“温暖武汉”项目捐款
10000元，“疫情面前，我们也要出
一份力！”黄会林院长激动地对记
者说。 黄会林是2016年的北京市
师德榜样， 得知北京市温暖基金
会开设“温暖武汉”项目后，和老
伴一起向项目捐款，奉献爱心。

据市温暖基金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目前， “温暖武汉” 项目
最高单笔个人捐款是中国戏曲学

院的张火丁老师， 捐款10万元。
她是青衣江姐的扮演者， 记者曾
试图通过市温暖基金会联系她，
但她不愿接受采访， 表示 “只愿
尽一点力量”。

爱心像灿烂的火花， 鲜活跳
跃在首都教育系统教职工的心
上，截至2月10日17时，首都教育
系统共计7万余人捐款，捐款金额
高达1132余万元。

93家保安公司捐款350
余万元

新冠肺炎发生后， 首都安保
人员迅速投入了抗击疫情的一
线，市温暖基金会“温暖武汉”项
目上线后， 北京市保安服务行业
工会联合会向全市保安公司和保
安员发起号召。 北京都杰保安服
务公司、 京威保安服务公司各捐
了20万元，戎威远、京铁卫士、北
京京城保安、 银盾等10余家保安
公司各捐了10万元……全市93家
保安公司一共捐款350余万元。

“我们保安收入不多，但在疫
情面前我们也要献爱心 ， 出份
力。”不愿透露姓名的保安员小赵
说。除了保安公司捐款，像小赵这

样的保安员们也积极捐款， 他们
根据自己能力大小，有捐几元的，
有捐几十元的，还有捐数百元、数
千元的。截至2月8日19时，全市有
2122名保安员捐了10余万元。

多方爱心力量踊跃捐款
捐物

“我把自己的压岁钱捐给市
温暖基金会‘温暖武汉’项目了，
能够为抗击疫情出份力， 感觉很
开心！”在捐款群体中，还有15岁
的学生。

严峻的疫情形势， 让北京交
通台的节目监审王世玲和15岁的
儿子都很揪心。得知“温暖武汉”
项目上线后， 王世玲15岁的儿子
对她说：“妈妈， 今年过年我只有
500元压岁钱，我想把压岁钱都捐
出去。”王世玲非常感动，就以儿
子的名义把钱捐给了市温暖基金
会“温暖武汉”项目。此外，来自顺
义区牛栏山一中实验小学六年级
的学生苏冠林也通过其在教育系
统某报社工作的父亲把自己的
1600元压岁钱捐给了温暖基金会
……这样的爱心故事还有很多。

“知道市温暖基金会的‘温暖

武汉’项目上线后，我们环卫工人
也积极地捐款。”市环卫集团的环
卫工人孙志宝告诉记者， 市温暖
基金会下设的时传祥环卫工人专
项温暖基金救助了不少患大病的
环卫工人，疫情发生后，环卫工人
坚持在抗疫一线， 并积极踊跃捐
款， 要为湖北地区抗击疫情出一
份力。据了解，孙志宝还是一名全
国劳模， 他所在的全国劳模微信
群里，大家纷纷捐款、献爱心。

“我们一点心意，希望在特殊
时期助力疫情防控。”3日，便利蜂
向市温暖基金会捐赠的首批2000
份爱心餐送到了北京市302医院
以及海淀区环卫职工手中。

此外， 交通台爱心主播向广
大的士司机发出倡议， 的士司机
踊跃献爱心； 团结湖武术专委会
数十位同门兄弟 “向武汉表达一
点心意”；昌平区1200多名环卫职
工在做好一线保障工作的同时，
纷纷“为武汉出一份力”；首都劳
动奖章获得者、 爱心企业家项新
波，作为瑞安市北京商会会长，带
头并发动商会成员单位踊跃捐
款， 并为头沟区一线环卫职工送
去消毒水和消毒灯等防护用品。

2月2日， 一封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倡议书在通州区职工的手
机中广泛传播开来。 不到两天的
时间里， 累计参与疫情防控的职
工志愿者便达到了1.2万余人次。
他们放弃假期， 积极参与到自己
所在辖区、村镇、社区的疫情防控
工作中，让“蓝马甲”遍布通州的
大街小巷， 展现城市副中心职工
的志愿服务力量。

“两个战场 各奔一线”
把自己十二岁的孩子留在家

中， 通州区职工服务中心主任李
智勇带头冲在了最前面。 他来到
北苑街道的后南仓小区， 与另外
两名“蓝马甲”协助社区工作者开
展人员进出登记、体温测量、疫情
信息收集、人员隔离、分发防疫物
品、公共设施消毒、防疫知识宣传
等工作， 每天还要统筹各辖区志
愿者上报的数据信息。 李智勇的
爱人在通州区疾控中心工作，防
治猪瘟的化验工作每天都在进
行，一样不得怠慢。两个战场，这
对夫妻每天工作起来忙得没有时
间给孩子打电话，更顾不上对方。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过年
我们连自己的父母都没能见着，
可社区工作者们春节期间更是没
休息， 我想我们职工志愿者应该
顶上去，与他们并肩作战，让通州
区的居民安心。”

不到2天累计参与1.2万
余人次

一封倡议书让职工志愿者一
呼百应， 在不到两天时间内累计
参与服务1.2万余人次，使抗疫志
愿形成“燎原”之势，李智勇感到
欣慰与自豪。“我并没有觉得自己
有多不容易， 因为这两天我看到
了更多不容易的志愿者， 他们的
家里有着各种各样的难处， 可最

后还是选择了把自己的热量散发
到志愿服务中去。”

通州区总工会的机关干部李
亮亮，是两个年幼孩子的父亲。妻
子在社区工作， 大年三十都没休
息， 现在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
新战役中， 李亮亮两个孩子的饮
食起居都交给了老人， 自己也毫
无怨言地扎根到了基层。 职工服
务中心的年轻职工张祎所服务的
永顺镇艺苑东里小区， 都是老式
的6层居民楼，没有电梯。防疫通
知要挨家挨户贴门上， 张祎靠着
自己的两条腿爬上爬下， 一天硬
是贴了4栋楼，衣服每天都是像水
洗过。 通州区总工会慰问志愿者
时，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多亏有这
么个能干的小伙子， 要不然人手
精力都不够，职工志愿者的加入，
就像是一场“及时雨”。

395个志愿服务岗织起
志愿服务网

是什么原因， 让通州区职工
志愿者看到倡议书后，能够精准、
迅速加入到各个“战区”，实现志
愿服务全覆盖呢？ 李智勇向劳动
午报记者介绍， 去年通州区总工
会统筹各街道、乡镇、社区，以及

部分建会企业， 在全区范围内创
建298个志愿服务岗，职工志愿者
可按照自己所居住的辖区就近报
到， 这样便于区总工会在2020年
以点带面地开展全年志愿服务工
作。疫情的到来，检验了志愿服务
岗的价值，各岗都有社区可覆盖，
都有志愿者可用，用最短的时间，
在通州全区组建了一支人员数量
可观的“蓝马甲”职工志愿服务队
伍， 按照区域划分精准地投放到
各个“战场”中，增强了社区一线
的防疫战斗力。在原来的基础上，
全区16个街道、 乡镇总工会进一
步投入力量， 将疫情防控职工志
愿服务岗增加到了395个。

通州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尚祖国表示， 目前
区总工会的全体机关干部， 都已
下沉到所属辖区、村镇、社区，协
助开展各式各样的志愿服务工
作。“我们发布倡议书， 就是要动
员所有干部职工回社区报到，尤
其是没有物业的小区， 更应该重
视起来。”尚祖国说，在“蓝马甲”
成为通州区一抹亮色的同时，区
总工会也将逐步开展一线抗疫职
工的慰问工作， 保证他们的身体
健康，及时了解他们的生活需求。

公交夫妻防控一线的“二人世界”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葛然

陈军和张娜， 夫妻两人都是
北京公交客三分公司第十八车队
691路早班的驾驶员，夫妻俩本想
利用春节假期带孩子一起去旅
游， 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
原本的计划。疫情当前，两人一致
放弃出游，主动向车队请“战”，在
春节期间一直坚守在驾驶员的岗
位上，用优质的服务，让更多的乘
客和车队同事回家与亲人团聚。

在与同事聊天中， 有人问他
俩，“你俩大过年的不想在家多陪
陪老人和孩子吗？”夫妻俩总是开
玩笑地说：“我们一块上班算是过
二人世界啦。”

在疫情防控期间，口罩、消毒
液等物品都成为了紧俏商品。夫
妻两人通过发动全家上下找到了
一些防护口罩，他们将350多个防
护口罩无偿捐赠给了车队。 夫妻
两人与车队的管理人员一起，向
共同坚守在运营生产一线的9条
运营线路的全体驾驶员和调度员
送去了口罩和他们夫妻的祝福。

“乘客您好，为了您和他人的
健康 ， 请佩戴口罩乘坐公共交
通。”每当登上陈军和张娜开着的
公交车时， 都会听到这样的一句
叮嘱。 虽然在全面加强疫情防控
的宣传下， 广大乘客都加强了个
人防护， 但是也有个别的乘客在
乘坐公交车时忘记戴口罩。为此，
夫妻两人特别为忘记戴口罩的乘

客准备了“备用爱心口罩”。
一天， 张娜驾驶着公交车从

新村车站进站， 一位老人提着买
菜的小推车上了车， 在张娜提示
该乘客佩戴口罩时，老人才发现，
自己着急出门，忘记戴了。张娜赶
紧拿出准备好的口罩， 递给了老
人，并说道：“大爷，您别急，我这
正好有备用口罩， 您用这个吧。”
老人在接过口罩后说：“姑娘，不
好意思，我出门太着急了，忘戴口
罩啦！” 老人在佩戴好口罩后，向
张娜连声道谢。

“老陈，快过来，我先给你测
体温。”这是每天张娜对陈军必说
的一句话。 为了保证职工和乘客
的健康， 每天上班的职工在接班
前必须进行体温测试。 当天正是
张娜义务来到车队， 帮助职工测
试体温。 张娜说：“车队所辖场站
比较多， 很多车队干管从春节前
就一直坚守岗位， 我平时休息也
没事， 这个关键时刻要多为车队
出些力。”就这样，夫妻两人利用
公休时间积极协助车队做好防控
工作，帮助职工测试体温，对车辆
卫生和场站卫生进行消毒清理。

陈军和张娜， 作为北京公交
企业的双职工一直奋战在自己的
岗位上，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和
北京公交数万名一线驾驶员一
起，众志成城、迎难而上，成为车
队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记市温暖基金会“温暖武汉”项目募捐背后的感人故事
指尖传递温暖 首都职工有爱

通州“蓝马甲”织起职工志愿服务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