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2月6日 星期四 责编/董富勇 叶飞 审读/刘云祥 美编/严勇杰 照排/陈科

A06、07·暖心

市文明办、市民政局、团市委、
市志愿者协会联合发文

关心关爱
疫情防控志愿者

本报讯（记者 朱琳）参与
防疫的志愿者也有保险了！
记者获悉，为了保障全市志愿
者在参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志愿服务中
的权益，2月 5日，宁波市文明
办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签订了《宁
波市志愿者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协议补充协议》，为在防疫
一线战斗的志愿者们提供了
坚强的支持保障，解决他们的
后顾之忧。

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扩展因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感染导致的身故责
任。若志愿者在本次疫情防控

的志愿服务活动中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并导致身故，乙方承
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保险
金额为50万元/人。

二、本次扩展责任的保障对
象为经宁波市文明办、团市委或
志愿者协会认可的全市志愿者，
包括宁波市各级党委、政府统一
安排组织派遣的参加防疫志愿
服务的各类志愿者。

三、本次扩展责任自 2020
年2月5日零时起生效，至国家
权威部门宣布本次疫情结束日
或原协议届满日（2020 年 9 月 9
日）的早者终止。

四、如有与之前协议相冲突
的内容，以本协议内容为准。

50万元/人！
我市为全市志愿者
提供防疫志愿服务保险

安全宣导、疫情摸排、队伍调度、服务
落实……1月 25日（大年初一）至2月 4
日，连续 11天，每天人均服务时长 7小
时。在北仑区大碶街道，一支由千余名党
员志愿者组成的“碶上先锋队”正在全力
守护着该街道的12个社区、38个村。

记者了解到，战“疫”打响之时，大碶
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第一时间发布动员令，
千余名党员志愿者挺身而出，同心聚力，
攻坚克难。

防疫期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统筹协
调，12个社区建立片区指挥中心，通过发
挥上下联动、横向协同的“红色中枢”功
能，共同打好村社全域防疫战。

记者采访得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
情，远离城区的新安村、柴楼村和嘉溪村，
因为地域相近、情况相似，达成合议，以

“孤岛”片区作战法，签订《协同防疫协
议》。三村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联合作
战。

“小阿哥，流动出入证有伐？没有进
不去的哦。”在路口拦查登记的63岁新安
村老党员胡师傅眼睛尖得很，因为对村里
人很熟络，村里特别安排他来守这个口，

他说：“年轻的去前面冲，我们替他们看好
门，一样做贡献。”

3个村，近3000名村民，300余名外来
人口，138名党员志愿者仅花了两天时间
全部完成清查。这些党员们的无畏与热
心也辐射带动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大家纷
纷自发报名，共同参与到村里的防疫工作
中。

在另一个“战场”，高田王社区“e立
方”志愿者团队正跟着社工们走街串巷，
不停奔忙，他们化身防疫知识宣传员、摸
排登记网格员、环境卫生清洁员、居家隔
离代购员等多重角色，为打赢这场防疫攻
坚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馒头来啦”“吃夜宵了”……这些天，
塔峙大阿嫂志愿服务队也出动了，晚上10
点多，她们为坚守在路口的社工和志愿者
送来热腾腾的点心、方便面和热水。“他们
在外面受冻，帮大家看家，我们不能让他
们饿着！”正是这个想法，促使着她们每天
晚上变着法子给大伙儿做好吃的。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可在大碶街道，所
有人齐心抗疫的行动力，也温暖着每个人
的心。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乐琪波 文/摄

这个春节，对于1992年出
生的潘丽卡来说，大概可以在
记忆里回荡很久——

这是她第一年没有回家过
春节，而她的28周岁生日，是
和张一帆一起，在宁波段塘高
速出口做志愿服务中度过的。

“今天是她的生日，我们没
吃上大餐，却过得格外有意义，
啊！这肺炎时期的爱情……”
当天，张一帆特意在微信朋友
圈里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

而他们这样的“秀恩爱”方
式，更是让同事、朋友们大呼

“好浪漫”！
2月5日，记者在采访他们

的同时，还吃了一波“狗粮”。

收到征集志愿者信息
小情侣双双主动报名

张一帆和潘丽卡的爱情，
足以让好多人羡慕。2014年，
两人一起考取了慈溪市税务局
的公务员岗位，2016年，大潘
丽卡一岁的张一帆先因工作需
要，被抽调到了宁波市税务局，
一年后，潘丽卡也因其他任务，
被抽调到了同一个单位。2018
年 2月，他们正式开启了这段
美好的办公室恋情。

去年11月，双方父母也将
他们的婚事定了下来，准备今年
3月1日订婚、5月12日结婚。

1月31日，大年初七早上，
小情侣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潘丽卡收到了单位征用志愿者
的一条信息，凡是35周岁以下
的志愿者都可以报名参加，她
没有多想，便对张一帆说：“我
报名了哦！”

张一帆自然是同意的，而
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他也接
到了同样的通知，小伙子没有
迟疑，也立马报了名。

她28周岁生日这天
两人都在志愿者岗位上

2月1日晚上，两人被拉进

了一个临时组建的志愿者微信
群，具体任务来了——15名税务
局的志愿者要在2月3日早上8
点，到宁波段塘高速出口报到，
之后实行24小时轮班制，配合
高速交警、医护人员等对来往人
口进行体温测量、信息登记等。

于是，2月3日，也就是潘
丽卡28周岁生日的这一天，小
两口准时来到高速口报到。

考虑到两人住在一起，如
果分配到一组，出行会比较方
便，因此张一帆便向联络人申
请，尽可能将自己和潘丽卡分
在一起。他的申请得到了确
认，当天11：00—15:00，小两
口完成了第一次志愿服务：

张一帆使用耳温枪，检测
来往车辆驾乘人员的体温，询
问出入宁波人员的归属地和出
行史；潘丽卡则负责对排查出
来的重点敏感人群做登记，其
中包括他们的家庭住址、身份
信息、联系电话等。

两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还被小伙伴们誉为“最美逆行
恋人”，成了高速口上一道亮丽
的风景。

这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忙并快乐着

2月4日，两人仍然负责在
段塘高速口做志愿服务，这一
天，他们从15：00忙到了 19:
00；2月5日，他们轮到了夜班，
即从19:00—23:00，每天4小
时。小两口忙并快乐着。

张一帆告诉记者，每次只
要听到乘客道一声“辛苦了”，
或是一次挥手致意，他都会感
动。“还有热心商家会给我们
送物资、送饮料，那一刻我觉
得我们做的都是值得的，我非
常荣幸能够加入到志愿者队
伍，相比医护人员和特警们，
我们真的一点儿都不辛苦。”
小伙子说。

记者 朱琳
通讯员 杨思远 孙志军 文/摄

千余名党员志愿者
守护12个社区、38个村

这支“先锋队”

宁波段塘高速口有对情侣志愿者

这对“逆行恋人”

小两口在高速出口做志愿服务。

本报讯（记者 朱琳）自我
市全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的战斗打响以来，
广大志愿者日夜奋战、众志成
城，共同构筑了联防联控、群防
群控的坚实防线。

2月 4日，市文明办、市民
政局、团市委、市志愿者协会联
合下发文件，就疫情防控志愿
者关心关爱工作和志愿服务规
范化工作，作了专题部署。

文件提到，为切实加强对
志愿者的关心关爱，进一步规
范志愿服务工作，现通知如下：

1.坚持组织化原则。严格
按照党委和政府疫情防控总体
部署，在当地志工委的统一指
挥和统筹协调下，依法有序开
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2. 坚持“安全第一”原则。
各级部门和志愿服务组织要比
平时加倍重视志愿者安全防护
的管理和培训，严格落实志愿
者的防护措施和安全培训，防
护措施不到位、安全培训不合
格的严禁上岗。

3.坚持就近就便原则。志
愿者要立足生活的社区（村）、
楼宇，就近就便参加志愿服
务。志愿服务组织要合理确定
服务半径，原则上不跨区域开
展志愿服务。

4.科学设置服务岗位。严

格按需设岗，控制志愿者规模，
合理设置志愿服务时长。所有
志愿服务不搞主题活动，不搞
集中仪式。

5.用好现代科技手段。充
分运用网络新媒体，在线上开
展志愿者的动员招募和培训管
理。注重开发心理疏导、防护
知识宣讲等多种形式的线上志
愿服务，鼓励开设网上正面宣
传引导岗位，做好信息沟通、舆
论引导和氛围营造工作。

6.加强防护物资保障。优
先保障直接参与疫情防控一线
志愿者的口罩、防护服、消毒剂
等防护用品供给。

7. 落实志愿者保险制度。
大力倡导志愿服务组织和需求
方依托We志愿服务平台发布
岗位，使更多的注册志愿者参
与平台发布的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项目，享受市里统一购买的
志愿服务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8.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对
防疫一线志愿者开展走访慰
问，听取意见建议，积极帮助解
决志愿者开展服务和家庭生活
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9.大力宣传选树先进。及时
发现发掘、宣传报道疫情防控一
线特别是急难险重任务中涌现出
来的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及个人，
弘扬志愿精神，传递正能量。

相关链接

观海卫镇干部裘一栋是1月30日
下午接到韩阳龙电话的。

放下电话，他既激动又有些沉重，
捐菜是好事，可是在疫情严峻的当下，
志愿者们会有顾虑吗？就算志愿者们
积极响应，可保证大家的安全是不得不
考虑的头等大事啊。

裘一栋很谨慎，他没敢在朋友圈
“发声找人”，只是给几个相熟的志愿者
打了电话，他们是观海卫镇“民族之家”
党群服务中心的少数民族志愿者，春节
没回家。

毛稳福，38岁，云南彝族人，到慈溪
观海卫9年了，一直在工厂当焊工，去

年年初他辞了工，想开个修电瓶车的小
店，是裘一栋帮忙给找的门面，营业执
照也是观海卫镇的党员干部指导办理
的，一年下来，生意不错。

接到电话，毛稳福想都没想就一口
答应，还把自己的小货车借给裘一栋。

1月31日，裘一栋带着七八个志愿
者去了韩伟明的菜地，毛稳福把9岁的
女儿也带来下地收菜。

进菜地前，裘一栋给每个人测了
温，叮嘱大家“互相别挨得太近”。

本应该是热火朝天、有说有笑的劳
动场面，在这个时候，这个菜地里，却是默
默无声、又充满力量的劳动场景。

彝族志愿者带着9岁女儿下地收菜

第一天，七八个志愿者5个小时收
割了两三千斤蔬菜，裘一栋说“不多，毕
竟农活不好干”。

当天，慈溪绿辉农场农场主、28岁
的林卿加入进来，捐赠了首批4000斤
花菜。

“本来就有这个想法，听说有人捐
了40亩菜，我也赶紧叫5个工人收了
4000斤花菜送过去。”林卿说，这个时
候大家都不容易，有一分力出一分力，
有一束光发一份热。

开着毛稳福的小货车，把花菜和青
菜送到观海卫镇和下面的村子，裘一栋
和志愿者们收获了大卡车都装不下的
感谢。

当天，裘一栋把这个事发到了朋友
圈，没想到很多志愿者组织和热心市民
辗转找到他，都是要报名收菜的！

随后，观海卫镇和谐促进联合会志
愿者、观海卫镇志愿者和宁波移动慈溪
市分公司的志愿者纷纷加入进来。

就这样连续6天，总共送出去了1.5
万斤左右的蔬菜。“送到了镇里的医院、
村里的卫生所、养老院，封闭管理的村
子，还有居家隔离的村民，只要有需要，
我们就把菜送过去。”裘一栋说。

目前，这场“爱心接力”才刚刚迈出
第一步，完成了约5亩地的收割任务。

“出于安全考虑，洞桥村在疫情期间
采取严格管制，收割人员不能大量进出，
只能尽量多干一会儿，提高点效率。”韩阳
龙说，“这是一场充满爱心的漫长征途，我
们一定能团结一致，扛过这段艰难的时
光。”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高剑斌 罗重重 文/摄

他们收获了大卡车都装不下的感谢

这个年过得让韩阳龙觉得异样。
除了人人关注的疫情，更直接的原因是，61岁的老父亲韩伟明

一天比一天沉默。要知道这个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的老人，最不缺
的就是乐观和豁达。

大年初五，在饭桌上，老父亲突然蹦出一句话：“我想把40亩地
20万斤的菜捐了，你去帮我联系一下。”

韩伟明是土生土长的慈溪观海卫洞桥村人，给邻里、给老人送菜
这事，不是头一次。但这次把菜全捐出去，还是让韩阳龙吃惊。

“现在疫情越来越严重，我看新闻上说，山东、四川的农民都把菜
捐出来了，我也把菜捐出去，送到医院、养老院、隔离户家里去。”显
然，韩伟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可是，40亩地的蔬菜种在地里，工人返乡了，谁来收割呢？
韩阳龙给观海卫镇少数民族临时党支部书记裘一栋打了个电

话，很快，慈溪的志愿者们一呼百应，一场菜地里的“爱心接力”，给这
个疫情笼罩的春天，带去了和煦的暖风。

慈溪菜农捐出20万斤蔬菜
志愿者四面八方赶来帮忙收割

这场菜地里的
“爱心接力”

捐出20万斤蔬菜的韩伟明。

党员志愿者（右）在进行小区居民登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