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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激动了我太激动了！！就在刚就在刚

刚刚，，11月月2727日下午日下午55点点，，1010

万只一次性医用手套已顺利万只一次性医用手套已顺利

从山东淄博工厂发往湖北从山东淄博工厂发往湖北，，

支援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支援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武汉医疗队武汉医疗队、、武汉华中科技武汉华中科技

大学医院等一线大学医院等一线。”。”

上汽通用别克事业部售上汽通用别克事业部售

后区域经理张涛兴奋地在其后区域经理张涛兴奋地在其

所在的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所在的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MBAMBA20112011 级公益小组内发级公益小组内发

出了这样一条信息出了这样一条信息。。

11月月2323日日，，张涛在网上张涛在网上

看到武汉各大医院医疗资源看到武汉各大医院医疗资源

紧缺紧缺，，正向社会各界发出求正向社会各界发出求

援援。“。“我找了一些身在武汉我找了一些身在武汉

当地的同学了解情况当地的同学了解情况，，很严很严

峻峻，，于是我便萌生了为武汉于是我便萌生了为武汉

做点事情的想法做点事情的想法。”。”张涛说张涛说。。

曾担任班长的他立即召曾担任班长的他立即召

集同学成立公益小组集同学成立公益小组，，并撰并撰

写了一封动员信写了一封动员信，，号召更多号召更多

同学一起来募集医疗物资同学一起来募集医疗物资，，

大家也都积极响应大家也都积极响应，，挖掘各挖掘各

自资源自资源。。

张涛的同学中张涛的同学中，，有些是有些是

做采购工作的做采购工作的，，他们想从口他们想从口

罩入手罩入手，，但发觉口罩已经很但发觉口罩已经很

难采购到难采购到。。于是于是，，他们又转他们又转

而协调而协调，，联系到了医用手联系到了医用手

套套、、制氧机等物资制氧机等物资。。在联系在联系

好第一批物资好第一批物资 （（1010 万只医万只医

用手套用手套））后后，，张涛发现张涛发现，，物物

流是个大问题流是个大问题。。那时那时，，很多很多

物流公司刚放假物流公司刚放假，，不知何时不知何时

复工复工。。而像南航而像南航、、东航这类东航这类

公司可以运送物资进武汉公司可以运送物资进武汉，，

但因为武汉封城但因为武汉封城，，没法解决没法解决

““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问题问题。。

““那几天那几天，，很多物流公很多物流公

司的电话都被我们打爆了司的电话都被我们打爆了。。

我们群里的聊天记录多达几我们群里的聊天记录多达几

百条百条，，都是在讨论物流都是在讨论物流。。经经

过不懈努力过不懈努力，，我们中有位同我们中有位同

学联系到了顺丰公益学联系到了顺丰公益，，它们它们

不仅可以进入武汉不仅可以进入武汉，，而且还而且还

免运费免运费。。这真是个天大的好这真是个天大的好

消息消息。”。”张涛说张涛说。。

从公益小组筹建到资金从公益小组筹建到资金

募捐募捐，，从寻找救援物资到辗从寻找救援物资到辗

转联系物流方式转联系物流方式，，张涛所在张涛所在

的公益小组花了不到的公益小组花了不到 7272 个个

小时小时，，筹集到了筹集到了77万多元善万多元善

款款，，并顺利联系到了物流团并顺利联系到了物流团

队队，，突破重重困难将突破重重困难将 1010 万万

只医用手套寄出只医用手套寄出。。

尽我们一份力尽我们一份力，，传递温暖和力量传递温暖和力量
三位上汽抗三位上汽抗““疫疫””志愿者的故事志愿者的故事

本报记者 林芸

疫情无情人有情，爱心举动暖人心。过去的一个

月，上汽集团各企业员工以不同方式为抗击疫情贡献

自己的力量。他们之中，有自发参与抗“疫”物资募

集志愿服务的，有担任高速道口防疫检测的，还有加

入社区防疫志愿者队伍的。他们用自身实践，充分发

扬了志愿服务精神，体现了上汽人的责任与担当。

11 月月 3030 日晚日晚 1111 点点，，GG22

京沪高速花桥收费站闸口京沪高速花桥收费站闸口，，

入城车辆一辆接着一辆入城车辆一辆接着一辆。。作作

为道口防疫志愿者的黄曙为道口防疫志愿者的黄曙

华华，，此时已在这里工作了此时已在这里工作了55

个小时个小时，，为进入上海的车辆为进入上海的车辆

内的人员测量体温内的人员测量体温、、登记身登记身

份信息份信息。。此时的室外气温已此时的室外气温已

经低于经低于55℃℃。。

““小黄小黄，，额温枪又罢工额温枪又罢工

了了，，你看看有什么好办法你看看有什么好办法

吗吗？？一旁的志愿者问道一旁的志愿者问道。。

““有办法有办法！”！”黄曙华从口黄曙华从口

袋里掏出暖宝宝贴在手上袋里掏出暖宝宝贴在手上，，

再拿起额温枪再拿起额温枪。。过了一会过了一会，，

额温枪又恢复了正常额温枪又恢复了正常。。

““我们每人拿到了我们每人拿到了 66 个个

暖宝宝暖宝宝，，我给自己的两个膝我给自己的两个膝

盖盖、、前胸后背都贴上了前胸后背都贴上了，，还还

留了两个留了两个，，正好可以用来暖正好可以用来暖

额温枪额温枪。”。”说起自己想出的说起自己想出的

小妙招小妙招，，黄曙华还显得有些黄曙华还显得有些

小激动小激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天气天气

虽是寒冷的虽是寒冷的，，但我们的心都但我们的心都

是暖暖的是暖暖的。”。”

黄曙华是上海安吉星的黄曙华是上海安吉星的

一名系统集成经理一名系统集成经理。。他告诉他告诉

记者记者，，这次的志愿服务这次的志愿服务，，就就

是他在其所在小区的居委会是他在其所在小区的居委会

主任微信朋友圈里看到的主任微信朋友圈里看到的。。

““11 月月 2929 日日，，我看到招募信我看到招募信

息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隔隔

天就通知上岗了天就通知上岗了，，担任担任11月月

3030 日和日和 3131 日两天的高速道日两天的高速道

口防疫志愿者口防疫志愿者。。当时还可以当时还可以

选择服务时间选择服务时间，，我选择了晚我选择了晚

上上 66 点至点至 1212 点点。。白天的时白天的时

间间，，尽量让给女士尽量让给女士。”。”黄曙黄曙

华说华说。。

11月月3030日那天日那天，，黄曙华黄曙华

的工作非常忙碌的工作非常忙碌，，一方面是一方面是

因为车流量较大因为车流量较大，，另一方面另一方面

可能是因为刚刚上岗可能是因为刚刚上岗，，很多很多

事情还在慢慢摸索中事情还在慢慢摸索中。“。“那那

时时，，碰到检测出来体温接近碰到检测出来体温接近

3737..33℃℃的人员的人员，，我就会进行我就会进行

多轮测试多轮测试，，确保合格之后才确保合格之后才

准予放行准予放行。”。”工作中踏实细工作中踏实细

致的态度也被黄曙华带到了致的态度也被黄曙华带到了

志愿服务中志愿服务中。。

那天那天，，整整整整 66 个小时个小时，，

黄曙华都没有休息过黄曙华都没有休息过。。回到回到

家家，，已是凌晨两点已是凌晨两点，，躺在床躺在床

上上，，他感到有些累他感到有些累，，但更多但更多

的是感动的是感动，，是大家对他们志是大家对他们志

愿工作的肯定愿工作的肯定。。

他给记者说起了志愿服他给记者说起了志愿服

务中遇到的一个故事务中遇到的一个故事。。

““11 月月 3131 日日，，是我在道是我在道

口志愿服务的第二天口志愿服务的第二天。。因为因为

防护服稀缺防护服稀缺，，我们那天就穿我们那天就穿

了一次性雨披代替防护服了一次性雨披代替防护服，，

口罩也是自己从家里带来口罩也是自己从家里带来

的的。。一名驾驶着悬挂山东牌一名驾驶着悬挂山东牌

照小轿车的小伙子看到我们照小轿车的小伙子看到我们

的防护设备比较简单的防护设备比较简单，，就从就从

副驾驶座上拿出了一沓副驾驶座上拿出了一沓NN9595

口罩口罩，，硬是要塞给我们硬是要塞给我们。。小小

伙子的一句伙子的一句‘‘你们的辛勤付你们的辛勤付

出出，，我们都会铭记于心我们都会铭记于心’’话话

语语，，让身为志愿者的我们非让身为志愿者的我们非

常感动常感动。”。”

黄曙华还表示黄曙华还表示，，这次的这次的

疫情是当前的头等大事疫情是当前的头等大事，，事事

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健康，，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局。。作为一名上汽人作为一名上汽人、、一名一名

老党员老党员，，同样也是一名志愿同样也是一名志愿

者者，，能尽自己绵薄之力守牢能尽自己绵薄之力守牢

上海的大门上海的大门，，感觉很值得感觉很值得。。

““李组长李组长，，刚才居委会刚才居委会

联系我联系我，，我正好在外面我正好在外面，，口口

罩是否能帮我放一下信箱罩是否能帮我放一下信箱？”？”

““好的好的，，一会儿给你放一会儿给你放

信箱信箱。”。”收到这条微信收到这条微信，，李李

鹏穿好外套鹏穿好外套，，拿起口罩准备拿起口罩准备

出门出门。。他看了一下手表他看了一下手表，，显显

示时间为示时间为 1313∶∶3333。。此时的此时的

他他，，还没吃午饭还没吃午饭。。

““一上午一上午，，我都在协调我都在协调

楼里口罩发放顺序的事情楼里口罩发放顺序的事情，，

这批口罩分发完这批口罩分发完，，我们小区我们小区

第一阶段的口罩登记发放工第一阶段的口罩登记发放工

作就将告一段落作就将告一段落。。能让大家能让大家

足不出户就能拿到口罩足不出户就能拿到口罩，，我我

们就放心了们就放心了。”。”

李鹏来自上海大众动力李鹏来自上海大众动力

总成总成，，是一名质保部总监是一名质保部总监，，

也是其所在社区的楼组长也是其所在社区的楼组长。。

自疫情爆发以来自疫情爆发以来，，他一直关他一直关

注着疫情进展情况注着疫情进展情况。。11月月3131

日日，，当得知社区正在招募防当得知社区正在招募防

疫志愿者时疫志愿者时，，他主动请缨他主动请缨，，

参加了参加了““防疫志愿者行动防疫志愿者行动”。”。

疫情当下疫情当下，，口罩成了稀口罩成了稀

缺物品缺物品。。成为志愿者的首成为志愿者的首

日日，，上海市政府发文上海市政府发文，，市民市民

可采取可采取““居村委会预约登居村委会预约登

记记++指定药店购买指定药店购买””的方法的方法

购买口罩购买口罩。。得知此消息后得知此消息后，，

李鹏所在社区的楼组长群就李鹏所在社区的楼组长群就

展开了热烈讨论展开了热烈讨论。。

““这一方法虽好这一方法虽好，，但会但会

引起人员聚集引起人员聚集，，而且预约登而且预约登

记后记后，，居民还要自行去药店居民还要自行去药店

购买购买，，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

帮 助 居 民 落 实 这 一 项 举帮 助 居 民 落 实 这 一 项 举

措措？”？”楼组群里有人提问楼组群里有人提问。。

““为避免集中登记人员为避免集中登记人员

聚集的情况发生聚集的情况发生，，我建议可我建议可

以通过网上抽签以通过网上抽签、、微信登微信登

记记、、集中采购及小区领取的集中采购及小区领取的

方式方式，，让居民不用出门就能让居民不用出门就能

买到口罩买到口罩。”。”李鹏在群里说李鹏在群里说。。

通过与居委会的一再沟通过与居委会的一再沟

通通，，这一方案最终获批这一方案最终获批。。截截

至至22月月1414日日，，李鹏所在小区李鹏所在小区

已有已有409409户事先在网上登记户事先在网上登记

购买口罩信息的住户拿到了购买口罩信息的住户拿到了

口罩口罩。。

李鹏说李鹏说：“：“作为一名社作为一名社

区的防疫志愿者区的防疫志愿者，，就是要引就是要引

导居民正确认识疫情状况导居民正确认识疫情状况，，

号召大家携起手来共同抗号召大家携起手来共同抗

‘‘疫疫’。’。这其实与我的本职工这其实与我的本职工

作是一样的作是一样的，，只有我们公司只有我们公司

的所有员工都树立起质量至的所有员工都树立起质量至

上的意识上的意识，，这样我们的产品这样我们的产品

才能为市场才能为市场、、为消费者所认为消费者所认

可可。”。”

72小时转运10万只医用手套

张涛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品牌事业部售后区域经理

截至截至22月月1414日日，，该公益该公益

小组已累计向驰援武汉医疗小组已累计向驰援武汉医疗

队队，，以及湖北以及湖北、、湖南省内各湖南省内各

城市的多家医院捐赠了制氧城市的多家医院捐赠了制氧

机机 1515 台台、、一次性医用检查一次性医用检查

手套手套2121..22万只万只、、一次性输氧一次性输氧

面罩面罩20002000个个。。

““在灾难面前在灾难面前，，我们能我们能

为前线的为前线的‘‘逆行者逆行者’’出一些出一些

力力，，我感到很有意义我感到很有意义。。我日我日

常是做售后工作的常是做售后工作的，，平时就平时就

养成了养成了‘‘急客户之所急急客户之所急，，想想

客户之所想客户之所想’’的习惯的习惯。。相信相信

通过这次志愿服务通过这次志愿服务，，我也能我也能

更加坚定信念更加坚定信念，，在工作中做在工作中做

得更好得更好。”。”张涛说张涛说。。

张涛张涛

黄曙华黄曙华

李鹏李鹏

李鹏
上海大众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质保部总监

志愿服务心得：给社区群众送去关怀和温暖给社区群众送去关怀和温暖，，自己也自己也

备感欣慰备感欣慰。。志愿服务心得：愿我们能为愿我们能为““白衣天使白衣天使””带来更多保带来更多保

护护，，为最美为最美““逆行者逆行者””准备更趁手的准备更趁手的““武器武器”，”，使病床使病床

上的同胞能更自由地呼吸上的同胞能更自由地呼吸。。

抗“疫”物资援助志愿者

社区防疫志愿者

不出家门就能领到口罩

黄曙华
上海安吉星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经理

志愿服务心得：有了大家的安全有了大家的安全，，才有小家的温馨才有小家的温馨。。

为自己能参与到疫情防控的前线工作而感到骄傲为自己能参与到疫情防控的前线工作而感到骄傲！！

道口防疫志愿者

留两个暖宝宝，用来暖额温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