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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上午，当记者来到李林
澎家采访时，他正对着电脑修改毕
业论文。“我前天刚从学校回来，打
算今天上午把毕业论文提交了，下
午就去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实习报
到。”李林澎说道。

如今，他的生活已回归正常轨
道，和所有应届毕业生一样，走出
校门，步入社会。

与众不同的是，今年春节，他
多了一段特殊的经历——只身深入
封城的武汉，以志愿者的身份，逆
行投入抗疫一线，为自己的青春

“洗礼”。
“在武汉的 73 天，你收获了什

么？”“不惧、奋斗，敬畏生命！”面
对记者的提问，李林澎简洁又有力
地回答道。

要坚强，

我们就是彼此的精神支柱
李林澎是玉城街道城南社区

人，今年他即将从嘉兴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

今年大年初三凌晨，他瞒着家
里人，搭乘一名爱心博主的援鄂车
辆，偷偷前往武汉。“只收拾了一只
双肩包，装了一些必要的防护用
品、一根数据线、一套衣服就出发
了。”说起这次“逆行”，李林澎回
忆起来，当时确实有些“冲动”。

到达武汉汉阳后，李林澎便与
博主分开了，从网上得知武汉已确
定了首批7家定点医院，人身地不熟
的他便跟着手机导航，挨个上门询
问是否需要志愿者。辗转得知武汉
市红十字会医院十分缺人，李林澎
便骑上路边的共享单车直奔医院，
并在一名工作人员的介绍下顺利进
入了当时最缺人手的物资组。

在武汉的 73天，跟随物资运输
车辆，李林澎看到了“生病”中的
武汉。“在大街上，除了偶尔看到警
车、救护车，基本没有行人，人最
多的地方就是那几家定点医院。”李
林澎说。

在几家定点医院里，从凌晨到

深夜，总有叫不完的号、扎不完的
针。红十字会医院的医护人员很
少，他亲眼看到，四五十米长的通
道上，挤满了等候输液的患者，从
输液区排到医院外，而负责输液的
只有一名护士。

当时，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感受
——后悔，后悔自己在大学填报志
愿时，没有听父母的建议，填报护
理专业，如今也没能帮上更多的忙。

还有一次，他看到医院里一位
老人独自举着吊瓶往大厅走，因为
已经没有输液架了，一名护士看到
后，就主动来当老人的输液架。“或
许是因为疲惫，护士一手支着桌
子，一手举着吊瓶，这是我见过的
最美站姿。”李林澎说道。

眼前的一幕幕，也让李林澎更
加坚定了心中的信念，“要坚强，因
为我们就是彼此的精神支柱。”

要善良，

尽己所能温暖身边人
在武汉期间，李林澎负责防疫

物资接收、统计，以及运输保障工
作。这对于学物联网专业的李林澎
来说，这些任务理应没有什么难
度，因为在大学，他还担任副班
长，是学院社团负责人，组织人
员、清点物资、随车转运等工作，
他早已驾轻就熟。

但真正上岗后，李林澎才发现
一切并不容易。

“最初的那段时间，每天从凌晨
12点工作到早上8点半。尤其后半夜
最难熬，刚靠着椅子坐下来，听到
远处传来汽车的鸣笛声就得起来干
活了。”李林澎说道。

起初，捐赠物资全靠人力搬
运，每天最累的是双手。天南地北
运过来的物资，要不停地卸货、清
点、搬运、入库，没几天，李林澎
的手上就磨出了老茧。有时，他还
需要随车转运，将援助物资送到定
点医院或社区。

“尽量不让自己闲着，既然来
了，我就想多为这座城市做点事。”
李林澎说道。

在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从事志
愿服务之余，李林澎还和其他志愿
者一起，时刻关注着网上的求助信
息。一次，在转运物资途中，李林
澎看到最新的一条求助信息：因为
小区封闭管理，一位腿脚不便的独
居老人药吃完了，没办法补给。

事出紧急，李林澎立即联系了
老人，跑了好几条街，辗转好几家
药店，才买到了需要的药物。隔着
小区的铁栅栏，他把药递到 60岁的
婆婆手上，当得知李林澎是从浙江赶
来做志愿者的，老人激动地说：“谢
谢你，能够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

而这样的故事，在李林澎身上
每天都发生着：为找不到床位的患
者，挨个咨询定点医院寻求帮助；
为生活困难、出行不便的人，送一
些生活必需品；完成日常工作后，
一起为医护人员提供盒饭……

2月 8日，元宵节，也是李林澎
的生日。那晚，他和志愿者们一起
吃汤圆、互送祝福。“这是我一辈子
都忘不了的生日。”李林澎笑着说
道。

要奋斗，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当国内疫情形势好转，一批批

援鄂医护人员、志愿者陆续撤离武
汉。

4月 8日，李林澎也乘坐动车回
家了。

4月29日，在家的李林澎参加了
学院党支部的视频会议，成为了一
名预备党员。

回忆起 73天的援鄂经历，李林
澎坦言，就像是一场梦，“昨天”还
在梦里，“今天”就回到了原点。但
他不后悔去到武汉，在那里，他悲

伤过，犹疑过，最后更为坚定；在
那里，人们不曾绝望、心存善念、
互相帮助，短短几十天的成长或许
会抵过未来几年。

“在武汉的那段日子里，汗水没
少流，感动的泪水也常常湿润了眼
眶。”李林澎说。

举行全国哀悼日活动的那天，
是他见过武汉人最多的一天，路上
的人不约而同地往默哀地点走，降
半旗、拉警报，路上的车辆停止行
驶，和着警报声一起按下喇叭，“这
是我们一起奋斗过的城市，它挺过
来了！”

这次“逆行”，最后留在李林澎
心里的只有感动，也更加坚定了他
的向善之心。

“大灾大难之下，不惧是青春模
样，不退则彰显青年担当，我们每
一个努力奋斗的人，都应是这个时
代的主角。”李林澎说道。

通过这些年的积累，李林澎累
积从事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的时长
已超过2022个小时。

前几天，他还向老师表达了想
要参加“西部计划”和“三支一
扶”，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帮助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

在李林澎看来，无论是援鄂志
愿者、当代大学生，还是应届毕业
生的身份，都代表着他人生中的不
同色彩，未来，他会努力把每个身
份都经营得更出彩。王敬吕泉 文/摄

援鄂大学生志愿者李林澎谈“逆行”体验

怀揣向善之心 为青春“洗礼”

本报讯 为助推企业复工复
产，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近日，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根据上级《关
于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支持企业发
展的通知》要求，延长用气优惠
政策，原本优惠时间截止4月30
日，现延长到6月底。

根据上级要求，各燃气企业
销售给非居民用户（不含天然气
发电企业）的管道天然气、液化
天然气价格均按现行用气价格下
调 10%，瓶装燃气根据规格不
同，每瓶下调5至40元。

“虽然是私营企业，但我们
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及时下调
价格，降费让利，以实际行动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玉环燃气有
限公司总经理余鹏说道。

该政策实施后，给我市不少
“用气大户”带来了实质性的惠
利。

台州环城电镀有限公司副总
银义轩说：“我们企业是做电镀
加工的，现在每个月燃气费用能
优惠 1到 2万元，很感谢政府在
这样困难的时候给予我们实际帮
助，希望政策能多实施一段时
间。”

“去年燃气费用最高为3.9元
每立方米，今年调价后优惠了不
少，现在优惠时间又延长了，对
我们企业来说是个好消息，也为

我们全力复工复产带来了信
心！”玉环电镀有限公司负责人
说道。

据实际结算，截至 4 月 30
日，用气优惠政策已惠及瓶装燃
气约15万只，优惠费用约420万
元。

（张莺莺 王凌轩）

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用气优惠政策延长到6月底

本报讯 “真是太感
谢你们了，包里的钱是我
取出来要还给别人的，最
重要的是里面还有协议和
身份证，丢了真的很麻
烦。”5月 20日上午，在市
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中医
院分院党务办公室，市民
唐女士连连道谢。

事情要从当天上午9时
30分说起，该院保安张德
菲和往常一样在停车场巡
逻，走到发热门诊预检分
诊处时，他发现有一个黑
色双肩包放在椅子上，在
现场观察了好久也没看到
有 人来取，于是他上前拿
起双肩包并打开，发现里
面有一叠现金 （大约 4000
元）、协议书及身份证等。
随即，他询问了预检分诊
处的护士，因为患者较
多，她们并未留意到双肩
包的主人是谁。

“是哪位粗心的女士将

包落下了，她一定急坏
了。”一想到这，张德菲立
即将双肩包交给该院党办
主任张海玉，希望能尽快
找到失主。

张海玉在包内找到了
一张暂住证，拨通上面预
留的电话号码，找到了失
主唐女士。直到接到电
话，迷糊的唐女士才知道
自己丢包了，并立即赶回
领取。

原来，唐女士早上在
家取了现金，准备带女儿
看完病再去朋友家还钱
的。但她带女儿量了体温
后，就把包落在了椅子上。

随后，唐女士找到了
仍在执勤的张德菲，表达
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能找到失主我也很开
心，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
这么粗心大意。”张德菲笑
着说。

（郑丹红）

市民看病丢包

保安拾金不昧获赞

本报讯 连日来，市
路政大队开展路域环境

“百日整治”工作，全面排
查国省道公路用地和建筑
控制区，同步跟进公路边

“三化”和“三改一拆”工
作，改善公路通行环境，
保障公路畅通安全。

从 5月 18日开始，该
大队联合沿线乡镇 （街
道）“创卫办”，出动执法
人员、工人共 68人，采取

“边排查、边清理”的方
式，对公路沿线非法广
告、违法建筑物、非公路
标志、摆摊设点和堆积物
等进行全面整治，确保 8
月底前完成整治目标。

“我们目前是台州市第
一个开展整治行动的单
位，这得益于前期的提早

布置、提早谋划。”市路政
大队长杨志建介绍说，“在
完成阶段性整治任务后，
我们会继续加强巡查工作，
不定时开展‘回头看’，确
保干线公路安全有序。”

截至目前，该大队共
签 发 责 令 整 改 通 知 书 2
份，拆除非公路标志 70
处、流动摊篷 29处，清理
流动摊点 25处，清理水沟
200米，清理堆积物及建筑
垃圾等 210 立方米，修整
草坪3750平方米。

（郑焙升）

路政“打响”路域
环境整治百日攻坚

本报讯 昨天是首个
“国际茶日”。当天上午，
2020台州市暨玉环市全民
饮茶公益助农活动正式启
动。此次活动主题为“喜迎
国际茶日，助力茶农增收”，
当天活动线上成交量达
1239单。

副市长陈威参加活动。
此次活动吸引了包括4

家本土茶企在内的 32家台
州市优质茶企参加。各企
业使出浑身解数在线上开展
宣传、抢拍、直销等活动。

我市的龙额火山茶也
带来了全系列产品，“参加
活动可以和同行交流经验，
提升种茶、制茶水平，对品
牌的推广也起到了很好的
作用。”龙额火山茶有限公
司经理董梅芳说。

在现场，来自天台的华
顶茶叶有限公司的新媒体
运营人员庞筱筱正拿着设
备进行直播。她告诉记者，
直播不仅可以直观地告诉
客户茶叶的品质，也拓宽了
销售渠道。

采访中，台州市农业农
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
艺师林雨表示，此次选择玉
环作为首个“国际茶日”活
动的举办地，除了玉环对茶
文化的重视外，玉环的茶产
业发展也极具特色。

活动现场还有公益助
农云直播宣传、手工炒茶演
示、品牌茶叶展示品饮以及
科普知识展览等环节，让市
民可以了解并购买到优质
好茶，助力茶农增收。

（陈倩薇 丁伟 缪宏阳）

全民饮茶公益助农活动启动

首站成交量破千

（上接第1版）
复工至今，查昭带领团队研发了无铅

适配器组件、单头左右向角阀等60多款新
品，多数已批量生产并发货。公司也取得
了喜人的成绩：3月份产值超 3000万元；4
月份产值 4200 万元；5 月份订单额突破
5000万元……正以加速度实现“三连跳”。

除了注重新品研发，查昭还非常重视
技术传承与人才的培养，不仅为所在企业
培养了大批的技能人才，还在全市举办水
暖阀门产品技术专题讲座，自担任全国阀
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以来，为推动阀
门行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查昭已为 100多家水
暖阀门企业做了技术专题讲座，超3000人
次参加过他的培训。

“今年情况比较特殊，公司新招了200
多名员工，我得挤出时间，对他们进行技
能培训，保持企业自身竞争力。”查昭表
示，接下来，他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继
续留在第二故乡，带领新老员工加班加
点、创新创优，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把
定好的目标“夺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