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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有我！枣庄学院青年学子用行动诠释时代担当
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枣庄学院青年学子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要求，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充分发挥基层团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团干部与团员
青年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积极、科学、有序地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青春力量。在各地疫情防控中，一批批优秀的返乡枣
院青年，勇担社会责任，积极响应上级党团组织号召，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主动投身于家乡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防控，数学与统计学院学子在行动

面对疫情，没有旁观者，所有
人都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同时间
赛跑，为生命助力。疫情当下，数学
院学子奉献出一片爱心和责任心，
守护着周围人的健康和安全。
孙其明，2016级金融工程本科
一班班长，新冠肺炎爆发后，他积
极响应村委会的号召，自愿加入到
防疫队伍，在村卡点值班，为过往
的村民进行信息登记，疫情防控知
识宣讲等。为村民登记济南市疫情
防控信息，精确了解到每个村民的
动向、身体状况。这些工作虽然平
凡，但平凡中自有一番真意。他说：
“
我作为一名预备党员， 有责任和
义务，在家乡疫情防控中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
数学与统计学院2017级数学
与应用数学班班长李浩在面对突
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主动加入当地的河下禹王
口村防控疫情志愿者团队，和村委
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们一起防范疫
情，守护家乡人民。他和村庄的工
作人员们一起，守劝导点、办理村
庄居民通行证、 为居民答疑解惑、
发放疫情宣传单，认真为村民们解
答关于新冠肺炎的相关知识；告诫
村民在疫情防控期间， 不串门，不
聚会，不到人流量大的地方，出门
及时佩戴口罩等；提醒大家相互了
解，相互熟悉，相互监督。利用自己
掌握的卫生防疫知识为大家讲解
如何防控疫情。李浩表示：
“
自己有
责任和义务帮助家乡做力所能及
的事， 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助
力家乡做好对疫情的联防联控，保
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他期望用实际行动展现当代大学
生的责任与担当，表明了打赢这场

郝梦欣是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2017级学前教育本科二班学生，她的家
乡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胶西镇。1
月31日，在听到村委招募疫情防控志愿
者的广播后，郝梦欣毫不犹豫向村委递
交了请战书，到了集结地郝梦欣看到像
她这样的大学生还真不少， 经过培训、
分组，大家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巡逻
时，郝梦欣和她的志愿者朋友们一直坚

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决心，默默为这
场“战役”贡献着大学生的青春力
量”。
当室外温度都在零度以下时，
当别人在暖气房里过年时，数学与
统计学院2017级金融工程本科一
班学生许世朋却义无反顾地走出
家门， 走上寒冷刺骨的抗疫一线，
响应家乡号召，积极投身防疫志愿
者工作，奔忙在村庄中，与村民们
一起采取措施将各个路口封堵
住；协助村委做好宣传工作，让村
民们知道如何来进行防范； 并做
好对外来车辆的劝返工作， 禁止
一切外来车辆进入； 做好本村人
员外出的登记工作， 帮助进出人
口测量体温，并做好记录；对村庄
内有人员接触的地方进行全面消
毒等一系列工作。 许世朋表示：
“
疫情防控是每个人的责任，作为
大学生更应该在祖国和人民有难
的时候冲锋在前，疫情就是军令，
愿这一遭劫难，再无重演；愿祖国

从此，再度昂扬，生生不息”。
桑帅， 来自数学与统计学院
2017级应用统计金融本科一班，
从疫情开始以来， 他为了在疫情
抗战胜利上献上自己的一点微薄
之力， 主动申请成为了一名自己
所在东城社区的志愿者。 他积极
帮助村委干部， 对外来人员进行
劝返， 对体温不正常的人员及时
向社区报告， 对特殊情况需进入
的人员进行登记， 对不带口罩人
员进行劝说， 及时关注官方疫情
防控最新动态， 在社区组织微信
群消除谣言，积极传播正能量。每
天对小区情况向社区进行汇报，
禁止外来人员进入， 尽力实现内
部人员安全隔离的状况。 随着疫
情的发展，社区给从外地回乡人员
配备了温度计和
“
温馨提示”，告诉
返乡人员每天必须早晚量两次体
温，并发到群里。他每天进行记录
汇总，努力做到“
网”住温情，“隔”
离病毒！

班同学燕祥龙拿出家中的无人
机， 提出用无人机进行监控， 大
大减轻了宁家结庄村人员安排的
负担。
疫情来袭， 燕祥龙放弃假期
休息时间， 主动报名参加宁家结
庄村的疫情防控工作， 凭借着在

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以及对电子
产品的研究经验， 熟练的操控无
人机并热心的教会村民使用无人
机， 同时向村民宣传新型冠状病
毒的科学防治方法， 成为上高街
道宁家结庄村联防联控、 群防群
治的重要力量。

抗击疫情，枣院食品科学与制药工程学院学子奋勇前行
枣庄学院食品科学与制药工
程学院2017级制药工程本科2班
谷文健同学积极参与济南市莱芜
区高庄街道办事处沙王庄村的疫
情防控工作。疫情当前，她踊跃报
名了志愿者活动， 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为社会做贡献。她说“
跟奋战
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相比， 我做的
事不值一提， 作为一名中共预备
党员，能为疫情防控尽一份力，我
感觉很光荣。”谷文健用青春和热
血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光发热，
她践行着党员的初心与使命，给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增添了一
份力量！
陈悦同学是2018级制药工程
本科2班学生，志愿服务于山东省
泰安市泰山区大津口乡牛山口村
的防疫工作。 除此外， 她还捐出
所存五百元托她的嫂子为疫情的
一线人员购买所需要的东西。 她

守在防疫一线，见人就提醒，遇到外来
车辆就劝返， 直到大街上一个人都没
有，每条巷子都静悄悄。郝梦欣认为：
抗击疫情，人人有责。通过志愿者们的
巡逻和宣传， 乡亲们从最开始防范意
识不强，出门不戴口罩、随便在街上闲
逛，到现在每家每户防范意识增强，自
觉做到不出门、不聚众、不走亲访友，
主动做好防护措施。

做最美“逆行者”，枣院生科院学子为防疫贡献力量

枣院光电学子变身空中卫士，硬核助力乡村疫情防控
山东省泰安市上高街道宁家
结庄村封路用的围挡经常遭到村
民破坏， 还有村民翻越围挡强行
出行， 给宁家结庄村原本紧张的
人员安排增加了负担。 为解决这
一问题， 2月5日上午， 光电工程
学院2018级电子信息工程本科1

疫情防控，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的胶西姑娘在行动

说： “
作为一名大学生， 理应为
自己的家乡尽一份力。” 陈悦以
自己的青春力量， 参与抗击疫
情， 传递志愿精神。
在山省日照市莒县刘管庄镇
后于庄村的防疫号检测点，18级
制药工程本科2班的于丽媛正在
为出入人员进行登记并测量体
温， 她说：“作为大学生在疫情特
殊时期没有经济能力可以为祖国
捐款捐物， 但是可以用自己所学
习的专业知识， 在做好个人防控
的基础上， 力所能及为抗击疫情
贡献一份力量！” 在国家危难时
刻，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有一份
热发一份光， 用汗水和热情绽放
灿烂的青春之花， 不仅仅使自己
骄傲自豪，同时更温暖了他人，为
社会做了贡献。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兴城街
道蒋庄村的防疫处缺人执勤，

2019级食品科学本科1班赵琪同
学得知后，立即提出志愿者申请。
她说：“当知道执勤点缺少人手
时，自己也没有多想，主动报名加
入战“疫”大军的行列，想用自己
微薄之力， 来让更多人远离病
毒。” 赵琪同学的奉献社会精神，
展现了新时代大学生的风貌。
2019级制药工程本科2班杜
瑞鹏同学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
东关街道办事处十方堂社区建设
路155号检测点当志愿者。 她说：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关，虽然
不能像逆行者那样去前线做贡
献，但做志愿者也算是为抗击疫情
尽了一份自己的力量。” 杜瑞鹏认
为在这种特殊时期，在保证自己的
安全的同时，更要尽自己的绵薄之
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们，去服务社
会，奉献社会！传播社会正能量！为
抗击疫情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2016级生物技术的郭传超同学在
疫情期间主动请缨，在村内疫情防控外
来人员劝返点值班，加入疫情防控党员
突击队，以青年之担当，筑抗疫之固城。
2月5日，郭传超前往劝返点询问是
否可以加入疫情防控志愿队并留下了
联系方式，第二天他就在县委组织部公
众号看到关于成立莘县疫情防控党员
突击队的通知，于是，毅然写下了请战
书， 随时听候组织号召。2月8日他收到
劝返点负责人的电话说:“今天值班人
员不多， 你可以参加今天的值班的任
务”。就这样，他开始给进出村民登记、
测量体温并且消毒。几天的值班工作过
程中不断的有人捐赠消毒液、 口罩、方

便面、水果、饮品等物资，这也让他有了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他坚
定的说到：“抗击病毒， 既是一场攻坚
战，也是一场大考验，在未知的疫情面
前，全国人民上下一心面对困难，我们
也一定能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
利。”
2016级生物技术的李煜同学同样
自愿加入这场与疫情赛跑的接力赛，
在村内疫情防控外来人员劝返点值班，
义无反顾地成为战疫中的逆行者。李煜
说：“虽然做的极少， 但能够给值岗的
爷爷和大爷尽量帮帮忙， 也算是为击
退疫情出了一份力， 几天的时间让我
获益匪浅。”

助力疫情防控，枣院经管学子“携手同心”共战“疫”
张富豪，经济与管理学院2017级财
务管理本科二班的学生、 院学生会主
席，在临沂市平邑县钟村镇东流庄村做
志愿服务：配合村委检查组成员排查外
来人员车辆并登记，对回村人员进行消
毒工作。
周龙威，经济与管理学院2019级会
计专科三班学生，在烟台市海阳市盘石
店镇周家村做志愿服务：配合村委检查
组成员，排查进出车辆，严格把控关卡，
对外来人员车辆进行登记，每天进行定
时消毒工作。
陈晓寒，经济与管理学院2019级财
务管理本科一班学生，在枣庄市滕州市
东坛街与杏坛东路交叉口东500米处做
志愿服务：主要负责为本地口罩厂的筹
建做资料统计工作。
侯梦飞，经济与管理学院2016级营
销外包本科一班学生，在东营市利津县
侯王社区做志愿服务：主要负责对社区
进出人员进行消毒工作。
李金凤，经济与管理学院2019级会
计专科一班学生，在潍坊市青州市何官
镇北口埠村做志愿服务：负责在值班监
测点对进出村口的交通进行管控，对外
来人员车辆进行排查、 登记和劝返，对
本村的村民出入进行排查、登记。
王艳，经济与管理学院2018级市营
外包本科一班学生，在泰安市肥城市安
架庄镇王付泉村做志愿服务：配合村委

检查组成员对外来人员信息及身体状
况进行登记，负责疫情期间村委所需资
料的编辑、整理和打印。
尹明宇，经济与管理学院2019级会
计专科一班学生，在德州市临邑县宿安
乡东辛村做志愿服务：配合村委检查组
成员对外来人员车辆进行登记和检查，
对村民宣传与疫情有关的知识。
宗传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9级市
营专科二班学生，在潍坊市青州市王坟
镇滴泉村做志愿服务：配合村委检查组
成员， 对外来人员车辆进行检查登记，
宣传防疫知识，对外出人员进行劝返。
除此之外，还有2019级会计专三班
的王童，在济南市济阳县回河镇双柳村
做志愿服务：配合村委检查组对外来人
员车辆进行排查登记；2019级会计专科
二班的张程程，在枣庄市滕州市辛庄社
区做志愿服务：配合社区工作人员严控
人员外出，对进入本小区的居民进行体
温测量消毒工作。
志愿者们协助工作人员对外来车
辆、人员进行排查、登记、劝返，对进出
入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并记录，积极提醒
居民尽量减少出行，勤洗手、戴口罩、不
参加聚会等；还和工作人员一起通过广
播、微信、张贴海报等多种形式，宣传疫
情防控知识，用实际行动诠释当代大学
生的责任与担当，得到了当地社区居民
的一致赞扬。

在这个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还有
很 多 同 学 参 加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 “褪 青
衫， 披战袍”， 主动请缨走向这没有硝
烟的战场。 千千万万大学生志愿者只是
防疫战线上的一个个缩影， 他们战斗在
“疫” 线， 秉承着 “奉献、 有爱、 互助、
进步” 的青年志愿者精神， 在抗击疫情
的战场上发挥出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
用， 用新时代知识青年的担当奏响青春
凯歌！
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目前， 我校
共 有 276 名 青 年 志 愿 者 冲 锋 在 战 “疫 ”
的 第 一 线 ， 160 余 名 同 学 通 过 各 种 渠
道， 向武汉及家乡防疫一线捐款捐物，
用实际行动诠释枣院学子的使命与担
当。他们身体力行地为防控工作作出贡
献， 体现了当代青年的爱国与担当。他

们有的坚守在宣传一线，及时准确地发
布疫情防控的相关信息；有的回到家投
入到当地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去：还有
的拿起手中的纸和笔， 用生动的图画、
深情的文字、 悠扬的歌声传递真情祝
福 ，唱 响 嘹 亮 赞 歌 ，用 各 自 不 同 的 形 式
凝心聚力，共克时艰。
他们是最平凡却温暖的天使，他们
与抗疫工作者并肩站在抗击疫情一线
上 ，同 样 成 为 最 美 “逆 行 者 ”。让 我 们 一
起怀着希望，拥抱暖意，不负春光，不负
梦想。愿春回大地时，万物更新、硝烟皆
逝 。没 有 一 个 冬 天 不 可 逾 越 ，没 有 一 个
春天不会到来。 灾难总是突如其来，但
这种时候我们更该众志成城、 团结一
心！我们相信，一切终将过去，定会春暖
花开！
（图 / 文 各二级学院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