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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民生 聚 焦焦

德申应急救援队创始人温育良，是名
转业军人，曾参加过 1998年哈尔滨松花江
抗洪和 1999年小兴安岭大火扑救，退伍后
开始参与社会公益。去年抗疫，他先后参
加了22次的防疫物资的运送和捐赠。他说
自己不求名利，只想对社会和有需要的人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为此，他依托哈尔滨
德申国际俱乐部，于去年6月成立了德申应
急救援队。去年11月19日的那场暴雪，温
育良和他的17名队员在哈市街头彻夜营救
了 150多台车辆。他们的行为影响到了其
他越野车车主，自愿加入到救援行列中来。

今年出现疫情，哈市进行全员核酸检
测。温育良了解到社区防疫人员紧缺，便
迅速召集救援队员，全副武装前往哈西街
道办事处支援社区核酸检测。他们到达
时，居民已开始陆续进入检测地，现场一度
比较混乱，应急救援队员发挥专业优势，协
助社区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管控，开展实名
登记，使现场做到井然有序，保障了检测工
作顺利进行。1月 21至 23日，在高强度的
工作压力下，救援团队坚守 3天，共计服务
6500 人次群众，得到了街道办事处的好
评。随后，他们不顾风险，顺利完成狮子会
捐赠望奎抗疫物资的转运任务，得到各界
好评。

温育良告诉记者，当前我国救援力量
除了公安机关、应急管理部门骨干力量外，
还有一部分就是民间救援队伍。一场特大
危机的降临，只依靠政府的控制、调度是不
够的，民间的力量和组织不可或缺。现在
我国有许多民间救援动力都来自于对公益
事业的追求。究其本质，民间救援队是拥
有专业技能的志愿者组织。近年来, 国内
民间应急救援组织逐渐增多, 其中蓝天救
援队、中安救援队等，在应对自然灾害的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初衷就是服
务于全社会，以帮助他人、快乐自己为根
本，义无反顾地作出应有的贡献。

“生活中真正的勇士向来默默无闻”，
防疫志愿者们用行动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传递温暖龙江力量。

应急救援队
用公益行为感召更多人

民声记者 张同 电话：15004619916
你想说的我会听，你要做的我会帮，

因为你是人民，我是你的记者。

龙江了不起 十人有其一

引爆三代人

无论在社区、村屯
还是医院，人们时时都
能看到奋战在抗击疫
情一线的志愿者的身
影。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末，黑龙江省注
册志愿者已超 429 万
人。这意味着，黑龙江
每10个人中就有1个
志愿者。

志愿者

□文/摄 本报记者 杨桂华

随着哈尔滨市全域降为
低风险，自 2 月 23 日零时起，
全市经营证照齐全、符合防控
要求的电影院、小旅店、咖啡
厅可有序恢复开放。在社区
志愿服务一个多月的志愿者
李伟新终于松了一口气，开始
筹划春节过后如何恢复自己
的汽车租赁公司运营，他已经
连续两年带领着他的车队无
偿支援防疫。而担负着疫情
防控领域社会心理服务的心
理咨询师史力和他的团队，还
将继续向受疫情影响的公众
提供心理支持、心理疏导、危
机干预等公益援助。跟他们
一样，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把志
愿服务视为一种自愿和无私
的公益性、利他性行为，当作
一项高尚的事业和一种追寻
幸福的生活方式。

2月5日一早，居住在哈尔滨市香坊区
的李伟新，开着自家的“考斯特”去接 15
位防疫检测员，并将他们分别送往黎明街
道辖区的 5个村屯，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工
作。他原计划将最后的3个人送到东方红
村即刻返回，但看到村里安排的检测场所
是一所没有暖气的闲置校舍，他担心时间
久了会冻僵检测员的手指而影响工作，于
是提出将检测室安置在他的车上，并开足
了车内暖气，保障了检测工作顺利进行。
直到天黑，全村 1000 多人才全部检测完
毕。同行的检测员对李伟新由衷地感激，
她们说：“因为有您的付出，这个冬天感觉
特别的温暖，就算今晚干通宵，我们都愿
意！”

从东方红村返回的途中，李伟新又到
另外两个村子，接上其他几位检测员，并送
回居住地，他到家时已经深夜了。

李伟新告诉记者，他平时经营一家汽
车租赁公司，去年防疫时他和他的车队就
报名参加了志愿服务，为防疫人员无偿提
供用车服务。今年，他的家人中，一人是警
察，一人在区防疫指挥部工作，都是第一时
间投身到防疫一线的。他决定要继续为防
疫做点事情，于是主动联系街道和社区，提
供免费的车辆服务。为了减少车队司机的
风险，1月10日至今，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名
司机，每天起早贪黑东奔西跑，有时要半夜
开车送社区工作者和医护人员，跟随专车
转移隔离人员去隔离点，办完交接手续后，
再将社区工作者和医护人员安全送回家
中，常常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一早
又被用车的电话叫醒了。

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分派医护人
员到各个社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正为找
不到车辆发愁时，李伟新得知后，主动调来
5台中客和司机，连续两天护送医护人员
和设备到各社区检疫，解了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燃眉之急。李伟新说：“大疫当前，
虽然我们暂停了营业，但很高兴我们能为
防疫服务，只要疫情早点过去，付出多少，
我觉得都值！”

起早贪黑东奔西跑
用无私奉献温暖冬天

记者采访史力时，正是春节长假过
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他说，哈尔滨德力
心理咨询中心在今年疫情期间成立了
一个公益援助小组，即使在春节，8 名
心理咨询师仍每天 24小时坚守在热线
电话旁值班，向受疫情影响的公众无偿
提供心理支持、心理疏导、危机干预等
公益援助。首席咨询师史力是省应用
心理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一线的心理
咨询实践活动。去年疫情爆发，他受邀
担任省民政厅心理援助专家组成员，迅
速成立了我省首个心理援助公益小组，
大年初二就开始向全省民众无偿提供
心理援助，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引导来
访者正确认知疫情，帮助被隔离人员疏
解焦虑情绪。

史力介绍，今年的心理援助工作是
于 1月下旬开始的，每天接待电话来访
者5至10人，每个服务时长都在30至50
分钟，工作量很大，但很值得。在他接待
的来访者中，有一个来自绥化的30多岁
女士，应防疫要求居家隔离，开始变得坐
卧不安，白天夜晚都睡不着觉，严重失
眠，失眠引发了严重焦虑和恐惧，害怕家
人被感染，因此情绪失控，时常哭泣。类
似的情况在被隔离人员中出现较多，属
于比较严重的应激障碍综合症，需要及
时给予心理干预。还有一些来访者，以
前就有心理问题，由于这次被隔离，触发
了“扳机点”，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严重的
出现了自杀倾向。

一天半夜，史力接听了一位40多岁
的中年女性求助电话，她说自己就是不
想活了。史力对其进行长达 50分钟的
心理干预，通过认知改变、心里支持、正
向引导，加上催眠和冥想等技术手段，及
时化解了她当下的危机。为防止她再有
想做傻事的想法，史力要她作出承诺，再
有情况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或及时拨
打120求助。对于情况比较严重的当事
人，史力及时化解危机并建议他们到正
规三甲医院接受专业系统的治疗。

24小时值守
用心理援助化解危机

□本报记者 张同

一部称不上杰作的贺岁电影，迅速风靡，并形成了文化
现象，为什么？连日来，随着《你好，李焕英》电影的热映，网
络上也出现了种种真情怀旧：体现母爱、青春、友爱等内容
的图片影像，以“我的李焕英”为题，二次拨动人的心弦。2
月 21日，记者采访了哈尔滨市的多位市民和学者，他们表
示，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生活，让很多人失去感受和表达情
感的“爆点”，“我的李焕英”成为宣泄的出口。“影片触及到
了人的心灵，准备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学会珍惜每时每
刻。”一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这样感慨。

四十年前，学府路上曾有一座老旧的电影
院，张先生那时还是小学生，常常和同学一起，来
这里听一位老军人讲战斗故事。他想成为一个
优秀的人，所以认真学习和工作，但一直感觉并
不如意。“20号那天，和妻子一起看电影。她问我
为啥哭，我说我想起了老军人，也就是她的亲姥
爷，我也想穿越回去重新来过。”

“在贾玲导演的电影里，她穿越能改变的只
有自己，我们在生活中做好自己就行。”张先生有
这样的感悟，瞬间也有了一种“青春回来了”的感
受。在百度百科里查询，“李焕英”已经成为词
条，可见其搜索量和关注度。正如不少网民所
言，活好平凡的每一天，当子孙后代也来“穿越”
时，我们才能安心地做自己的“李焕英”。

平凡生活随时闪光

哈市市民孙女士是 2 月 20 日下
午，和正在读大学的女儿一同看的电
影，过程中她哭了，女儿也哭了，满员
的剧场内泪光闪动。“一开始，女儿并
不感兴趣，因为缺少穿越剧轰轰烈烈、
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神怪诡异、我
主沉浮的气场，但她慢慢就沉浸其中
了。”孙女士的女儿曾以哈市最优秀的
成绩，考入一所省重点高中的尖刀班，
却因为几次考试成绩不佳，抑郁休学，
一家人由此经历了几年的磨难。女儿
说，穿越是虚幻的，情感是真实的，贾
玲用真情实感，把她拉回到了现实，她
感谢母亲的付出，也希望通过珍惜当
下，避免更多的后悔。

小王今年 22岁，她也是被母亲拉
着去看的电影，同去的还有姥姥。“我们
的笑点和泪点各不相同，对事物和情感
的认知也不尽相同，但相互间的爱和理
解，却一下变得畅通无阻。”她曾经希望
父母能重新走到一起，希望自己能重新
选择专业和职业，电影通过虚幻的穿越
（她说自己常常有这样的想法），却让她
体验了真实的情感。“我们改变不了过
往和现实，但珍惜和尊重彼此间的情
感，却能让生活少些遗憾。”小王说，现
在同学圈里大家都在晒“我的李焕
英”，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
别，但大家对母爱的感受和表达，此时
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违和感。

母女观影抱头痛哭

联欢演出、绿军裤、白衬衫、做连衣裙、骑自
行车、划船处对象……林女士今年 68岁，她说90
岁老母亲看到电影工厂联欢演出的场面，原本黯
淡的眼神就亮了起来。“四十年前，我母亲是一家
街道塑料厂的工人，我是电机厂的工人，而我父亲
则是一名局级干部。从南到北，从上到下，大家的
情感都是互通的，因为大家都过着物质简单和观
念朴实的生活。”林女士说，时代虽然发展了，但人

与人、辈与辈、亲与亲之间的那种纯洁、质朴的情
感，却永远也不会消失。“我们为啥会哭，因为现在
生活好了，但大家却少了真挚和真诚。”

王老先生是位退休教授，他说，如果你对工作和
生活缺少真心，又怎么能爱得起来？如今原生家庭、成
长经历、职业和居住地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壁垒，让
人一叶障目。正像主流媒体点评的那样，这部电影成
功在了真情和真诚上，这也是能撬动时代的泪点。

真情撬动时代泪点

老韩今年 47岁，母亲前一阵儿去世。“她得了
腺体癌，却一直不去大医院住院。我知道她怕增
加我的负担，就买最好的药给她在家里打。”母亲
去世后，他带着84岁的父亲去云南旅游，一路不知
做了多少穿越梦，幻想救治回老母亲。“这部电影
让我心碎。”老韩说，名车豪宅他有了，可母亲却不
在了。年后开车回苏州，一路上看了不少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牌，这次真的认真记了。

23岁的小蒙是名理工科学生，她所在的留学

生群里，大家也在讨论这部电影。“我有15名中国
同学，都是国内 985和 211院校毕业的，应该都算
是家长眼里‘好孩子’那批。我们也看穿越剧和
小说，总体感觉就是幻想时空错位，让现实中一
无是处的自己，变成无所不能的强者。这部电影
好就好在，只将这种虚幻作为了药引，所有药材
都是真实生活和真情实感，让人得到了启发和教
育。”小蒙说，中国父母都是全心全意爱孩子、为
孩子好。

激情岁月都在路上

斯大林公园
木质座椅坏了
管理部门：已修好

□文/摄 本报记者 肖劲彪

2月 20日，有市民反映，哈尔滨市道
里区斯大林公园靠近防洪纪念塔附近的
一处木质座椅出现了破损，记者及时将这
一信息反馈给公园管理部门处理。

22 日，据斯大林公园管理处主任徐
刚反馈，工作人员已购买了木料进行加
工，22日上午，该座椅已经恢复原样。

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我的李焕英

李伟新车队志愿服务黎明街道李伟新车队志愿服务黎明街道。。 德申应急救援队支援哈西街道办事处社区核酸检测德申应急救援队支援哈西街道办事处社区核酸检测。。

心理咨询师史力春节假期
接听来访者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