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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

1月29日，41岁的的哥马岁
民多了一个身份——疫情防控
志愿者服务保障队成员。这一
天，是农历正月初五，以往繁华
的街上，出行的人寥寥无几，店
铺几乎全部关门停业。

疫情当前，医护人员成为最
辛苦的人。5天前的1月24日，
来自空军军医大学的 143名医
护人员，已经星夜奔赴武汉。

“上不了前线，就坚守在后
方。”根据前进出租汽车公司安
排，马岁民与服务保障队的其他
司机朋友们，建立了“接送医护
工作者”微信群，24小时待命，每
日免费接送医护人员。

上阵前一夜，马岁民叫来家
人开了一个简短的“家庭会议”，
他说，如果不做这件事情，这辈
子一定会后悔。

妻子和儿子都表示了支持，
嘱咐他注意防护。当天晚上 9
点半，马岁民接到了第一趟出车

任务。对方是一位姓赵的女医
生，家住雁翔路，需要赶去医院上
急诊。马岁民戴着防护口罩，用
公司发的84消毒液，对出租车进
行了消毒，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等他赶到时，赵医生早已在
路边等候。“这么晚喊你来，实在
不好意思。”赵医生说，她已经在
路边等了 20多分钟，一直没有
车，“这个时候能出来，咱也算是
生死之交了。”

“你们都在拿命拼，我想在
后勤上尽可能多帮到你们。”他
将自己的手机号告知了赵医生，

“今后，只要您上下班，打个电话
就可以，一对一免费服务，随叫
随到。”

除了免费接送医护人员，连
日来，马岁民的车上还运送过怀
胎8个月的孕妇、去医院做透析
的病人，只要是急需到医院的，
他一律免费。

马岁民曾在 2012 年荣获

“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司机”，是陕
西省当年唯一当选的出租车驾
驶员。一次，在送一位医护人员
到长安医院时，对方一眼认出了
马岁民，执意要送他一个N95口
罩，说是自己在网上买的，“当年
你救人的事迹，我们都知道，你
是英雄的哥。”

接过口罩，马岁民去了朱宏
路，将口罩转交给设卡检查的民
警，“这是医生送我的，你们比我
更需要。”

不同于以往打车，对于上车
乘客只需询问一下乘客目的地
即可，现在乘客上车，马岁民要
首先向乘客说明，自己刚刚接送
的上一位乘客目的地，是否有感
染风险，希望乘客也能配合说明
自己的旅程，从哪儿来到哪儿

去，是否有感染风险等等。
他还专门建立了一个队员

日志，把接送的每一个乘客信息
都详细记录下来，以备所接送的
乘客中一旦确认感染，进行追溯
使用。2月12日，马岁民又做了
一个决定——去他所在的小区当
一位志愿者，利用每天出车的机
会，帮助生活不便、又无子女在
旁的邻居们解决物品采买问题。

“小区帮忙列一个清单，我
出去买，最大限度的减少居民外
出。”马岁民，个人力量太有限，
但没有人可以在这场疫情中完
全置身事外。

文/图本报记者宋雨

社区民警姜建友已经在疫
情一线，连续工作整整20天了。
过年前，家人给他买了一双新皮
鞋。20天过去，皮鞋上磨出了一
道道褶皱，鞋底几乎都磨坏了。
20天来干了些啥？昨天，姜建友
给记者说了两个数字：16、4200。

姜建友工作的地方，是西安
公安碑林分局建设路派出所林
雁社区。因为常年和社区居民

打交道，他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
悉，哪些是常住户、哪些是租住
户、谁家有常年生病的老人，他
都可以说出具体的门牌号。

林雁社区内有两座老旧小
区，建设西路上的农办家属院，
以及测绘西路1号院。这两个小
区一直没有人看管，环境相对开
放。为了防控疫情，杜绝外来人
员随意进出小区增加疫情扩散

风险，姜建友多次找街道办还有
小区居委会沟通协调，联系厂家
安装门禁系统，筹措安装经费。

1月 24日，除夕当天，这两
座老旧小区的门禁系统安装完
成。姜建友的细心工作不仅让
社区群众感到安心，更让社区的
工作人员感到心安。林雁社区
工作人员杨柳说，疫情防控工作
中，入户排查是一大难题。不配

合、不理解、不搭理的情况还是
会遇到。“群众工作做不通，就得
找老姜”，看到姜警官，大家就像
吃了一颗定心丸。

“群众工作没有做不通的，如
果有，再试一次，可能是方式方法
没有找对。”这是姜建友最常说的
一句话，“尤其在防疫工作中，容
不得我们有半点马虎和丝毫侥幸
心理。” 本报记者宋雨

本报讯（首席记者 姬娜
实习生 张嘉怡）“我在附近，马
上赶到。”“你家还有老人要照
顾，我来吧……”昨日，在西安出
租汽车“爱心车厢”抗疫支援一
分队的微信群里，50余名的哥的
姐争相“抢单”，摆渡奋战在防疫
一线的“白衣战士”。今年43岁
的李永兰也是其中的一员，1月
29日以来，她每天都要义务接送
医护人员四五趟，最晚的一班岗
站到了凌晨3点。

为帮助这些不顾自身安危、
守护人民健康的白衣战士解决
出行难题，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
处、西安出租汽车协会组织了9
支“爱心车厢”抗疫支援队，500
多名的哥的姐为 9个抗疫任务
较重的医院提供免费通勤和公
务用车服务。李永兰作为队伍
中为数不多的女司机，负责接送

交大一附院的白衣天使们，她总
是说：“啥叫献爱心，就是你有需
要我就在！”为了能及时帮助到
医护人员，倔脾气的她索性值守
在医院门口，不愿错过任何一位
有出行需求的医护人员。

2月 12日 14：50，在交大一
附院东门口，李永兰刚刚送完2
名医生，正在此值守等待16：30
需要出行的护士赴约。利用空
闲时间，戴着口罩的她手拿消毒
喷壶，动作熟练地反复擦拭着车
门把手、“安全舱”和后排座椅。

“只要时间允许，我每拉一位乘
客后就会里外消毒一遍。我的
车内没有消毒水味，是因为没乘
客时我就会开车窗通风……”李
永兰告诉记者，她每周都要用掉
好几瓶消毒液，特殊时期加强防
控措施是对司乘双方的负责。

李永兰驾驶的是一辆纯电

动出租车，每次充电至少需1个
半小时，满电后车辆能跑240公
里左右。平日凌晨1：30，她才能
结束摆渡任务，随后要为车辆充
电，匆匆赶回家已接近4点。她
说：“医护人员不畏危险战疫情，
他们都是英雄。咱普通出租司
机只能出力当好英雄背后的‘专
职司机’，也算是为社会做一点
小小的贡献。”

“我坐过两次李姐的车，每
次送我到家门口，她都会目送
我走进小区后，才驾车离开。
自发值守在医院门口，她不仅
摆渡下夜班的医护人员，还帮
助市民把生病的孩子送去了儿
童医院，接送高龄老奶奶到医
院探望老伴……”交大一附院
肝胆外科护士庞洁净感动地
说，与李永兰的每次相遇，都让
她看到了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

勇敢与团结，也感受到了人与
人的温暖与信任。

18时许，同样默默守候在
医院门口的还有今年58岁的杜
宝业，他常年热衷公益，帮助了
许多萍水相逢的乘客。“凌晨下
班都能看见杜师傅在医院门口
接医护人员，他总是不厌其烦
地问‘你们科还有人要回家
吗’……”交大一附院总务部车
队队长马鸿波说，杜宝业不仅
是坚守到最晚的摆渡司机，也
是支援队里“抢单”较多的司机
之一，无私奉献和准时接送令
白衣战士们钦佩。

摆渡医护、接送老人、分享
防疫知识、相互鼓励打气……

“爱心车厢”抗疫支援队的9个微
信群消息就没停过，500余名出
租司机们心系防疫一线，默默地
用行动传递出一座城市的温度。

爱心的姐当起医护人员专职司机

本报安康讯（吴亚君罗马记者吴琛）
2月8日元宵节，本是阖家团圆的节日，
然而对坚守疫情防控一线的恒口示范
区梅子铺卫生院的李永文、张宁夫妇来
说却很伤心和特殊，这天，他们的父亲
因病突然去世。

1980年出生的李永文和1983年出
生的张宁都是党员，同在安康市恒口示
范区（试验区）梅子铺卫生院工作，李永
文担任卫生院副院长，妻子张宁担任护
理部护士长。疫情发生后，他们一直奔
波于监测点和卫生院之间。

2月8日上午，李永文正在卫生院
住院部例行查房，妻子张宁也穿戴整
齐，准备去316国道的疫情防控检测点
接替同事执勤，家里突然传来张宁父亲
病逝的噩耗，张宁和李永文处理好手上
的工作匆匆赶回家，父亲已穿好了寿
衣。夫妻俩强忍悲痛简办丧事后，再次
返回工作岗位。

李永文和妻子张宁已连续半个多
月奋战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虽然离家
不远，但一直也没有回过家。“我爸得病
三年了，三年中我们陪伴他的时间屈指
可数。现在想起我爸，我还是挺自责
的。”张宁说道。

李永文夫妇家里还有一个两岁的
女儿和上小学的儿子，因为忙于疫情
防控工作，他们已经很久没和孩子们
见过面了，两个孩子一直在安康由奶
奶照顾。每当晚上跟孩子视频时，小
女儿总会哭着要妈妈回家陪她。提及
孩子和在家的老人，张宁有点哽咽地
说道：“孩子奶奶打过很多次电话过
来，告诉我们家里一切都好，让我们一
定要保护好自己。”

本报讯（记者王嘉）“今天身体感
觉怎么样？有没有咳嗽、胸闷？……一
定要好好待在家里，这几天降温了，要
多注意，别感冒了……”在汉中玉泉坝
村返乡人员周洪财家里，屠友兴一边给
他测量体温，一边详细询问健康状况，
细致地把每一项指标记录在监测表上，
反复叮嘱他要做好居家隔离观察，不要
走亲访友、外出串门。

今年55岁的屠友兴，是汉中宁强
县十七届人大代表，同时也是青木川
镇卫生院副院长。此次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负责青
木川镇63名返乡人员每天2次的居家
隔离体温监测以及疫情防控知识的科
普宣讲，还要承担卫生院日常的诊疗
工作。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屠友兴每
天要开着宣传车跑遍全镇5个村，给返
乡人员测量体温 100多次，反复嘱咐
居家隔离观察每一项注意事项，为群
众讲清疫情防控知识的每一个要点。

“我们在电视新闻上看到这次疫情很
严峻，屠院长每天都来给我们讲防控
知识，讲得非常详细，心里一下子就踏
实了很多。”在蒿地坝村集中安置点，
每天看到穿着白大褂的屠友兴来给他
们测量体温、讲防控知识，村民们的内
心更加有了安全感。

与此同时，屠友兴还继续承担着卫
生院的门诊工作，因为医术高、口碑好，
来看病的老百姓经常点名找他，即使疫
情防控工作让他每天休息时间很少，但
他依然忘记疲惫，认真地接诊每一位群
众，等到汇总完每天的体温监测情况，
已经到了深夜。

一位的哥的“战疫”路
当大多数人都闭门在家时，仍有一些人在尽其所能地保障着

城市的基本运转，为城市运送物资、提供生活用品、接送市民回家。
这个世界上少有从天而降的英雄，更多是挺身而出的凡人。

他们就像是人体里细小密集的毛细血管，在各个角落、不同行业，
努力延续着我们这座城市的血脉。

即日起，三秦都市报记者将走近这些不同的职业群体，以此作
为这段特殊时期的一种记录与见证。

栏语开

社区民警执勤20天穿坏一双鞋

安康一对夫妻
坚守工作一线

卫生院副院长
跑遍全镇宣讲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