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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从正月初四开始就战斗在疫
情一线……每天晚上都加班，没有一天
休息，老爸心疼你，但为你骄傲。”

朋友圈提到的“女儿”是金华市技师
学院信息艺术系15室内设计①班的卢同
学。她看到社区人手不够，自告奋勇做
起了战疫志愿者。她主动请缨为需要居
家隔离的家庭服务。她频繁往返奔波于
4个小区和菜场、超市、垃圾站之间，替那
些因疫情需要居家隔离的家庭买菜买生
活用品，倒垃圾，每天干到晚上七八点甚
至更晚。

一个本可以宅在家的女孩，似乎突
然之间长大了，用她弱小的肩膀，为周围
的群众筑起了一道“防护墙”，成了一名
逆行“战士”。

傅蓉、李晓芳 摄影报道

从女孩
到“战士”

■通讯员赵远远

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给公
众和师生造成的不良心理影
响，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4 名拥
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的
党员教师，积极发挥专业特长，
投身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和本
地抗疫心理疏导第一线，助力
打赢疫情攻坚战。

“这段时间通过微信、电话
来咨询的人比较多，他们大多比
较焦虑，想出门又不敢，担心自
己会感染新冠病毒，我就耐心倾
听他们的感受，从认知上开导，
帮他们减少这种焦虑感。”姚兰
英是嘉职院的心理咨询老师，1
月 20 日从老家湖北恩施回来，
在居家隔离期间，并不影响她在
网上做志愿服务。“嘉兴市心理
学会、南湖区、我们学校，还有杭
州的一个心理干预平台的心理

咨询服务，我都有参与，通过网
络、电话来咨询的人，我都会和
他们聊二三十分钟。”

和姚兰英一样，同为湖北
籍的钱燕婷老师在留观期间心
系疫情，充分运用心理学和计
算机专业技能知识，通过网络
积极参与湖北、浙江两地的抗
疫心理援助工作。她先后加入
湖北省咸宁市 12355 心理援助
热线、嘉兴市南湖区心理危机
干预队伍、嘉兴教育学院“决胜
疫情禾馨工作组”等志愿服务
组织，完成心理援助和危机干
预工作文档 10多份，值班近 30
小时，撰写专栏文章 1篇，同时
提供信息技术支持 50 多次，促
进心理援助工作有序进行。

施艳、钟佳君老师也放弃
了寒假休息时间，活跃在心理
咨询志愿服务第一线。施艳老
师参加了武汉蓝天心理组织的

心理志愿者服务工作，通过网
络值班，为武汉地区的人们提
供心理危机干预服务。如今，
又投入到嘉兴抗击疫情隔离人
群心理援助帮扶工作中。近
期，还接受了嘉兴新闻广播《湖
畔有约》栏目邀请，进行抗击新
冠病毒心理科普工作。

作为嘉兴南湖区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
成员，钟佳君老师在做好社会
志愿服务的同时，牵头组建嘉
兴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援助团
队，联合姚兰英、钱燕婷、施艳
等老师通过 QQ 咨询、邮件咨
询等方式，对因疫情防控产生
心理压力、需要心理服务的同
学提供服务。

病毒无情，但人间有爱。
嘉职院党员志愿者们，用自己
的热心、热情为这个冬天注入
了缕缕暖意。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管娉娉

2月 5日，在全国人民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这个特殊时刻，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海外分校合作伙伴——柬埔
寨国家技术培训学院（简称
NTTI）校长约克·索提也给该院
发来了慰问信，对温职人以及中
国人民抗击疫情表示大力支持。

约克·索提在信中表示，对
此次发生的突发事件感到非常
痛心，但坚信在中国政府领导
下，一定会攻克这一难关，对中
国政府及各个高校在这个充满
挑战的时刻高度重视保障柬埔
寨在华留学生的安全与健康表
示由衷的感谢。

正在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柬
埔寨海外分校任教的刘小方老
师介绍，在NTTI越来越多的师
生通过电视、网络社交媒体了解
了中国正在发生的疫情，他们不
但没有恐慌和害怕，反而自觉关
心关爱身边的中国人士。该院

电子电器工程系教师苏彻（So-
cheat）老师还专门和同学们制作
了一段小视频，在视频中他和同
学 们 一 起 喊 出 了“Be strong
China！Be strong Wenzhou！”的
口号，为中国、为温州、为温职院
加油。即将前往温职院留学的
洪利山同学，面对镜头用标准的
普通话说：“中国是一个历史悠
久的国家，我深信这次疫情能很
快过去。也希望自己能早早到
温职院开始学习。”

2018年 7月，在第十一届中
国-东盟教育会上，温州职业技
术学院和亚龙智能装备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与柬埔寨国家
技术培训学院建成“柬埔寨温州
职业技术学院亚龙丝路学院”，
推进国际化产教深度融合、服务
中资企业海外发展、输出中国高
职优质教育资源和教学标准。
该丝路学院是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首次在海外建立分校，也是中
国第一所伴随中资企业“走出
去”建立的海外丝路学院。

■通讯员高洋

“致敬英雄，期盼平安！”2月9
日，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老师
们的朋友圈再次被刷屏。

9 日晚上 6 时，宁波又有一
批“白衣战士”逆风而行，踏上征
战湖北疫情高发地区的征程。
这批逆风而行“白衣战士”有不
少是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培
养的学生。

学生清晨给辅导员发来短
信：我去驰援湖北了

“魏老师，我是 2007级高护 8
班张晶晶，在宁波市北仑区人民
医院工作，今天将和宁波的战友
一起，驰援湖北！”9日清晨 6时 12

分，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魏守
宽老师收到已经毕业10年的学生
张晶晶的短信。

“注意自我防护，等你凯旋！”
魏守宽老师怀着激动的心情立即
回复。

张晶晶告诉老师：“刚才送
行的时候，一位医生过来为我加
油鼓励，他跟我说，他的老家在
湖北，他的很多很多同学都在一
线……话还没说完，眼睛就湿润
了。我为我的职业、我的选择而
骄傲！”

张晶晶在校期间就积极参加
公益活动，魏守宽老师欣慰地说
道，希望张晶晶在做好自我防护
的同时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抗击
疫情。

正在做志愿服务的班主任收
到消息：两个学生去“疫”线了

9日上午，沈励铭老师正在宁
波东高速出口做志愿者，她曾带
过的护理 461 班微信群炸开了
锅。沈励铭老师趁换岗休息的时
间打开一看，呵，原来，她的学生
——徐文巧、胡玉丽将启程援助
湖北。

“注意保护好自己。护目镜
戴之前涂点洗手液之类的，不会
起雾。”“我们班两个英雄！加油，
都保护好自己！”“为你们加油，等
你们凯旋！”虽已毕业十几年，但
同学情、师生情依旧，鼓励、加油
话语不断地出现在“护理 461”群
里。

班主任泪目发朋友圈：期望
平安归来！

“国有难，召必回，战必胜！
我的同仁，我的朋友，我的同学，
我的学生……加油！今天无数次
泪目，期望大家平安归来！”宁波
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吴晓琴老师激
动地在朋友圈写道。

原来，吴晓琴老师的学生李
红在 05高护 9班微信群@她：“报
告吴老师，孙雪平今天中午将出
发去湖北。”

“告诉他，做好防护工作，一
定平安归来。”吴晓琴老师郑重地
回复。

虽然学生已经毕业十几年，
但说起孙雪平，吴晓琴老师依然

记忆犹新：“他是个很有正义感和
责任感的男生，每次班级需要他
的时候，总是没有二话就上！”

还有吴可儿、钱巧、陆佳敏、
徐桂娜等校友，也都义无反顾地
走上了驰援湖北“疫”线。

据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不
完全统计，该校驰援湖北疫情高
发地区的校友多达20位。

此外，从 1月 31日开始，该校
103名师生志愿者每天24小时在宁
波两高速出口测量过往车辆人员体
温，为宁波疫情防控扎紧篱笆。

众志成城战疫情，宁波卫生
职业技术学院领导表示，此刻，最
想跟师生、校友们说的是：母校为
你们骄傲，等你们凯旋，为你们喝
彩加油！

■通讯员姚敏明

“回来了，赶紧换衣服洗手吃
饭！”傍晚 6点，浙江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党员教师董艳结束一天的
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回到家中。

自 1月 28日以来，董艳连续
奔走在宁波市九龙湖镇、庄市街
道的各个村和社区，参加设卡量
体温、扫楼排查登记等疫情防护
志愿服务。“这些任务都是我‘秒
杀’抢来的。”董艳说。

此前，浙江团省委公众号上
一则成立全省疫情防控工作青
年志愿队，并通过公众号招募队
员的消息引起了董艳的注意。

“在全国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共克
时艰的重要时刻，我是党员，就
应该走在前列。”她毫不犹豫地
报了名。不久，她便遵循就近原
则加入了宁波镇海区防疫青年
志愿者队伍。“志愿者群里一有
任务大家就去认领，稍稍迟一点
就被抢光了。”

穿上志愿者服装，戴上口
罩，早上8点，董艳就站在村口道
路旁，一边指挥引导车辆靠边停
下，一边详细询问驾驶员基本信
息，然后用额温枪对车上人员进
行测温。

“这几天返城、返工的人员
陆续增多，做好外来人员 1月份
以来的行程和身体情况登记工
作尤为重要。”站岗、拦车、测温、
记录，董艳丝毫不敢懈怠。

有一天，她在工作过程中发
现一名从疫情严重地区返甬进
村的人员，她除了为他测量体
温、详细登记信息，还向他再三
明确居家隔离要求。她还第一
时间把信息告知村里工作人员，
请房东落实做好租客居家隔离
期间生活物资的定时采买和送
达工作。

镇海区庄市街道勤勇村邻
近高校，租住人员中有70多名来
自多个国家的外籍人士，这给当
地村干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带
来一定难度，情急之下，村里向

团市委请求支援。
“信息状态要全部摸清，没

加入网格的要确保全部加入，宣
传教育也得跟上，没有一些外语
水平和一副热心肠是很难搞得
定的。”

见到群里的通知，董艳马上
认领了这个任务。

她在村里设点，见到外籍人
士经过就上前询问暂住地址和
联系方式，指导他们扫码加入网
格群，叮嘱他们尽量不外出，进
出村口都要测量体温……“这两
天我的英语水平差不多都恢复
到学生时代了。”董艳笑着说。

除了白天开展工作，董艳还
与多名外籍人士加了微信保持
线上沟通。2月3日晚上8点多，
来自坦桑尼亚的 Sabath 询问自
己住在别处的朋友是否可以来
访，董艳耐心地劝告他非常时期
还是停止互访为宜；2月 4日晚
上 9点，一名外籍人士外出回村
时没带护照，值班人员来电让董
艳协助沟通，告知其朋友把护照
拿出来登记……

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2月5
日，董艳又认领了骆驼街道发放
告市民书、解释最新防控措施的
任务。后面几天的日程，她也全
部排满，还主动加入村里24小时
值勤巡逻排查的队伍。

“只要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我就上。”董艳说，让她特别欣慰
的是家人都非常支持自己，儿子
还和她说：“妈妈，你真勇敢！”

“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
我要以身作则，还要给学生们作
榜样。”董艳说，她所在的机电工
程学院现在有大约 10名学生党
员分别参加了当地组织的疫情防
控志愿服务，让人特别欣慰。

据悉，在浙江工商职院，全体
党员干部和越来越多的师生都陆
续投入到这场疫情阻击战中，目
前，已精准排摸了万余名师生的
行程动态、身体状况，并制定应急
预案，准备了防疫物资，直到取得
疫情防控最后的胜利。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周曦

“救命！有两个要做手术的
病人，被关在电梯里了。”2月 6
日，从浙江省中医院 13楼传出
的紧急救援任务，把江涛呼叫了
过去。

江涛是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电梯工程技术专业 2019届刚刚
毕业的学生，目前在杭州某电梯
企业工作，肩负着杭州市一医
院、省中医院等重要场所的电梯
检修响应工作。

“有同事因疫情封路无法
返回杭州，现在这个片区只有
两个人，我们得轮流值守。”毕
业仅半年，江涛在工作上已经
独当一面，能熟练应对解决电
梯里发生的各种状况。在这个
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远在安
徽老家的妈妈每天都打来电话
叮嘱他，去医院工作千万要注
意安全。

与江涛一样，杭职院电梯工
程技术专业 2018届毕业生陈钢
每天也是通过电话向临安的家
人报平安。他还没出校门就拥
有企业认证的“绿带”资质，目前
负责萧山某小区 100 多台电梯

的维保维修工作。尽管最近小
区封闭、电梯使用率下降，但出
故障的电梯并不少。

一天，陈钢接到通知前去维
修电梯。“电梯显示‘驻停’，但又
没找到异物，直到我看到锁梯盒
外的水渍，才判断出应该是渗入
了消毒水。”陈钢说，疫情期间居
民对电梯的卫生安全很重视，而
他们作为电梯维保人员，更要确
保电梯的运行安全。

随着城市越来越“立体”发
展，电梯维修维保工作也越来越
重要。疫情当前，景点可以关
闭，车站可以关闭，企业工厂可
以延后返工，但电梯维保人员必
须随时待命。杭职院电梯工程
技术专业负责人金新锋告诉记
者，因为技术过硬、业务熟练，杭
职院不少毕业生正全天候值守
在杭州、宁波等多地的电梯维保
岗位，处理应急救援、巡视检查
维修、协助电梯消毒，为保障城
市公共安全而战。

“他们毕业只有一两年，都
成为了企业的技术骨干，作为老
师我很欣慰，也希望他们更好地
做好保护措施，保障自己和电梯
的安全。”金新锋说。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钟捷音

“疫情无情，人间有情。望
各位侨联朋友们弘扬大爱精神，
凝聚慈善力量，汇集慈善资源，
共同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作出贡献……”近日，温州科
技职业学院动物科学学院院长
李秀红和先生陈继远以及温州
市侨联、海外亲戚朋友等，用微
信群发起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捐赠倡议”，计
划将收到的捐赠款物支持温州
市各大医院、学校战疫工作。

经李秀红与陈继远夫妇广
泛动员华侨资源，意大利普拉
托，西班牙读书会慈善基金会，
葡萄牙投资移民协会，以及海外
众多个人和团体，目前为温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瑞安市人民
医院等一线防疫机构累计募集
口罩 30多万只。同时，李秀红
与陈继远夫妇以自家企业“温州
宝德电气有限公司”的名义，捐

赠 5万元善款，支持温州疫情防
控工作。

“一直在关注这次疫情，也
很想为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微
薄之力，但不知道如何帮忙。”积
极参与此次募集活动的一位温
商在葡萄牙、西班牙四处采购大
量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国内
紧缺物资，他接受采访时特别嘱
咐不要透露他的姓名，“只是一
点心意，希望能用到最需要的地
方。”在海外侨胞的多方努力下，
这批物资不日将抵达温州。

另有一批包括 5万只口罩、
1250套防护服的物资，也已于 2
月 3日由葡萄牙投资移民协会
会长李凯以“人肉运送”的形式，
从葡萄牙波尔图辗转运输至西
班牙马德里，再连夜打包送至马
德里机场，在西班牙华侨和首都
航空工作人员帮助下，才成功完
成行李托运。目前该批物资已
从深圳入关，也将于近日抵达温
州，助力温州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战。

报告母校，我去驰援湖北了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20位校友征战疫情高发区被刷屏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周曦

“尽管受疫情影响，开学时
间还没确定，但开学第一周的防
疫物资肯定要先储备起来。”近
日，一批由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教
师自制的洗手液，让一直为采购
不到物资发愁的院公共事务管
理处负责人张理剑大大地松了
一口气。“等学生返校的时候，校
内每个洗手间都会有抗菌消毒
洗手液。”

牵头制作这批洗手液的，是
杭职院临江学院精细化工技术
专业的教师们。杭职院临江学
院精细化工技术专业是国家骨
干校重点建设专业，设有《日用
化学品技术》《典型精细化学品

生产与管理》《典型精细化学品
小试技术》等课程。教师们常常
带学生自制洗手液、肥皂、护手
霜等，在制作工艺流程上相当有
经验。

临江学院副院长何艺告诉记
者，早在年前疫情刚刚吃紧的时
候，他们就有了发挥专业优势助
力疫情防控工作的想法。随着形
势越来越严峻，从年味正浓的大
年初三开始，临江学院的老师们
就行动起来了。

“制作洗手液，需要表面活性
剂、杀菌剂、保湿剂等各种原材
料，但当时物流已经停运，我们只
能先把学校实验室、仓库里留存
的原料与半成品都盘活起来。”杭
职院精细化工技术专业负责人吴

健告诉记者，因为材料紧缺，连成
品包装都无法统一，但这并不影
响大家的积极性。他们有的负责
配方设计、原料核算，有的负责消
毒设备与包装材料，有的负责技
术指导和质量管理，有的负责成
品罐装、标签制作。2月 2日，237
瓶自制洗手液新鲜出炉，基本满
足了学校 220个卫生间开学后的
短期需求。

“等工厂复工、物流恢复后，
我们会再多制作一些抗菌消毒洗
手液，到时也会让返校的学生一
起参与，更好地把专业技能和社
会责任感结合起来。”尚在杭州接
受小区“封闭式”管理的何艺，认
真地思考起杭职院临江学院下学
期的教学管理工作。

专业优势助力抗疫
杭职院教师自制洗手液备战开学后的防疫

杭职院教师发挥专业特长自制洗手液。

温科院教师发动
海外侨胞助力温州

战疫中的隐形逆行者
杭职院毕业生为“立体”城市保驾护航

柬埔寨国家技术培训学院师生给
温职院发来慰问信——

温职加油，中国加油!

柬埔寨国家技术培训学院师生为中国抗击疫情加油。

病毒无情 人间有爱
嘉职院教师发挥专业特长，

通过网络积极参与鄂、浙疫情防控心理援助工作

志愿群里有任务大家都去抢，他们说——

我是党员，
就应该走在前列

战疫中，他们的名字叫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