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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我带 下 高 血 压 药 吗 ？ ”
“宝宝的脱敏奶粉没了， 能不能帮我
代买？” 一大早刘翊的手机开始响个
不停， 各种求助消息扑面而来。

“收到 ！ 请留下电话跟药品全
称， 尽快给您送过来。” 在笔记本上
一一记下求助者的信息， 刘翊启动车
辆前往辖区的药店 、 母婴店开始采
购， 再驾车来到求助者所在小区， 将
采购物品交给志愿者， 由他们送到求
助者手中， 一起完成这场爱心接力。

从 11 月 2 日起， 株洲芦淞区开
始实施封控管理 。 对于普通居民来
说， 除了生活物资， 孩子的奶粉、 患
者的药品同样需要得到满足。

刘翊是株洲芦淞区一名退伍军
人， 管控期间看着小区志愿者废寝忘
食地忙碌 ， 很是心疼 。 11 月 4 日 ，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征集志愿

者的消息 。 消息一发布 ， 有很多留
言， 其中不少人提出希望能帮忙给老
人、 小孩送药。

志愿者忙不过来 ， 药品又要得
急 ， 怎么办 ？ 刘翊决定揽下跑腿的
活。 向街道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后， 刘
翊顺利拿到通行证， 开始跑腿买药送
药。

收集求助信息、 整理信息、 代买
药品、 送药到小区……刘翊独自一人
完成。 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 密密麻
麻地写满了这些天来求助人的药单和
急需用品， 平均每天要驾车跑百余公
里给 50 户居民跑腿送药。

跑腿送药忙得连轴转， 刘翊的一
日三餐无法准时。 11 月 17 日中午 1
时， 刘翊忙完上午的跑腿任务， 坐在
车上急急忙忙扒了几口饭， 又在笔记
本上梳理下午的任务。 “虽然只是跑

腿的工作， 但这些药品对患者来说很
可能是 ‘救命药’， 必须争分夺秒。”
刘翊说。

11 月 14 日， 家住芦淞区碧玉花
园的一位宝妈求助， 宝宝喝的脱敏配
方奶粉马上要 “断粮”， 很多母婴店
没货 。 这位宝妈给刘翊发来求助信
息， 接到求助后刘翊立马在辖区的母
婴店寻找， 最终找到这款脱敏奶粉送
到小区门口。 很快， 宝妈给刘翊发来
一张孩子大口喝奶的图片， 图片上打
着一行字： 谢谢刘翊叔叔。

刘翊表示， 自己跑腿送药、 送急
需品都是免费的。 “只是做了自己该
做的事！ 不光是我， 很多人都在默默
奉献。” 刘翊说，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
他会时刻以实际行动践行 “若有战
召必回” 的铮铮誓言。

（据 《株洲日报》）

地图软件上， 从内蒙古到江苏的
距离， 是 1442 公里。 从内蒙古到湖
南长沙的距离， 是 1681 公里。

在内蒙古包头工作的小伙陈洋
（化名）， 不久前与江苏一位血液疾病
患者配型成功。 包头没有干细胞采集
医院， 省会呼和浩特疫情严重， 采集
地点定在了比江苏更远的长沙。

11 月 9 日 ， 在包头市红十字会
副会长于河的陪护下， 陈洋开启自己
的 “逆行” 之旅。 11 月 18 日， 陈洋
在长沙顺利完 成 采 集 。 “生 命 种
子 ” 将于当晚输入患者体内， 助其
“重生”。

11 月 18 日上午 10 时 ， 注射完

最后一支动员剂后 ， 陈洋躺在病床
上， 看着医生将针头扎进自己左手臂
血管中。 输血管的另一端， 造血干细
胞采集机器慢慢运转， 鲜红的血液被
送到机器中， 提取其中的造血干细胞
混悬液。

这个采集过程， 陈洋并不陌生。
34 岁的他曾献血 11 次， 献血量达到
了 4400 毫升。

下午 3 时 30 分， 历时 5 个半小
时， 陈洋顺利完成了采集。 患者医院
委派的运输公司工作人员， 一直等在
采集室外。 采集完成后， 他们第一时
间赶往江苏， 将这份 “生命种子” 护
送到医生手中， 以便更快完成移植。

“因为疫情， 采集已经推迟了一
个月， 患者不能再等了。” 陈洋透露，
自己在 9 月份就收到了消息， 与江苏
省一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 之后，
他一直按照捐献流程完成了高分、 体
检等程序， 非常顺利。

但最后的采集环节遇到了难题，
因为包头当地没有能采集造血干细
胞的医院， 内蒙古省会呼和浩特市疫
情形势严峻， 需要另外确定一个采集
的地点。

包头市红十字会向中华骨髓库进
行申请并同意， 将陈洋的采集地点放
在了湖南。 由湖南省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一起， 完成采集， 为生命接力。

飞机落地后， 陈洋和一同前来的
包头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需要隔离 7
天 。 考虑到集中隔离酒店外地人员
多， 流动大， 可能影响采集时间， 湖
南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协调他们住
进咸嘉湖街道荷叶塘社区， 进行居家
隔离。 生活日用品、 食品， 早早地准
备齐全。

7 天居家隔离后 ， 陈洋顺利解
码， 于 18 日开始正式采集。 陈洋表
示 ， 这次 “爱心之旅 ” 历时虽然很
长 ， 但工作单位非常支持 。 对他来
说， 这是比以往任何旅行更有意义的
一段旅程。

（据 《三湘都市报》）

“周某华！ 不要给陌
生人汇钱！”

近日， 一位民警火了。 11 月
13 日， 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
长庆派出所民警沈宏和同事接到
指令， 称辖区内有一位居民周女
士疑似遭遇电信诈骗。 沈宏和同
事立即联系周女士， 但她一直在
通话中， 警方联系到周女士的老
公， 他也说联系不上周女士， 只
知道她出门去了超市。 得知这一
消息， 沈宏和同事立即赶赴超市
通过广播寻人 ， 但超市人很多 ，
加上周女士刻意回避， 找起来很
有难度。

情急之下 ， 沈宏跳上收银
台， 目光四下找寻， 双手呈喇叭
状大喊： “周某华！ 不要给陌生
人汇钱 ！” 这一举动吸引了很多
人注意， 在沈宏的带动下， 超市
工作人员与购物群众纷纷帮忙寻
找周女士。 最终， 大家在超市门
口发现了正在通话的周女士， 沈
宏一个箭步冲出超市， 一把夺过
手机挂掉电话 ， 这个电话已经打
了 2个多小时， 手机中的 2 万 5 千
元刚刚汇出。 沈宏立即和杭州市公
安局反诈中心取得联系， 反诈中
心在 5 分钟内成功拦截了这笔汇
款， 帮周女士挽回了财产损失。

周女士回忆， 当天她接到了
声称是某电商客服的诈骗电话 ，
“幸好有你们 ， 我差一点就被骗
了 。” “能为守护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尽微薄之力， 我感觉很自
豪。” 沈宏说。

（据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足球盛宴
拉动“夜经济”升温

11 月 21 日晚， 市民在长沙坡子
街火宫殿小吃王国边品尝湘菜美食，
边观看世界杯球赛直播。 随着四年一
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到来， “足球经
济” 为商家带来不少商机。 省会长沙
街头的夜市、 酒吧、 餐厅为广大球迷
营造出浓厚的世界杯氛围， 拉动“夜
经济” 升温。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行 摄

“风险区”里的跑腿哥

每天驾车百余公里免费送药

最有爱的逆行！ 小伙千里奔赴捐献造血干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