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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8 日，在成都上学的赵中原和赵希
媛兄妹将300元零花钱通过微信转账捐赠给
资阳市慈善总会。

据了解，哥哥赵中原今年 14岁，正在上
初三，妹妹赵希媛今年 10 岁上小学四年
级。兄妹俩是雁江人，因家庭出了变故，目

前跟随姨妈申润芳在成都上学。
作为兄妹俩的监护人，申润芳说，平时兄妹

俩也获得过市慈善总会、多家公益组织和好心人
的帮助，当孩子们提出将零花钱捐出为抗击疫情
尽一份力时，自己非常支持他们：“此举可以培养
他们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学会感恩和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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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种有几千斤蔬菜，这次抗击疫情，我想
尽一点力，请大家帮忙问下哪里有需要？”近日，
雁江临江区镇柳铺村村民李旭通过朋友圈发了
这条消息，希望找到公益组织帮忙捐赠蔬菜。

一传十，十传百，雁城热心公益的市民陈国
章看到后，联系上市民政局，并最终联系到市第
四人民医院。

2 月 10 日 7 点过，志愿者开着小货车来到了
李旭的家门口，协助他运送爱心蔬菜。在村民的
帮助下，这批共4000余斤的蔬菜很快被装上车运
往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食堂外。

据了解，这已是市第四人民医院在疫情期间
第三次接受到来自社会的捐赠。“有这么多人关
心支持我们，我们非常感动，真的谢谢大家。”该
院后勤科科长雒阳感激地说。

有爱有爱资阳人资阳人““菜篮子菜篮子””里见真情里见真情

爱心捐助合力抗疫

2月12日，安岳中学退休教师丁仁秀夫妻来到岳城街道办土城门社区办公室，向社区
一线工作人员捐款1万元。据悉，丁仁秀夫妻俩均为党员，他们希望能为疫情防控工作尽
微薄之力。 吴双桂杨蔚摄影报道

一场关于20吨蔬菜的爱心接力

“赶紧收菜、装菜，我们尽快把这些菜送到
社区和一线防疫工作人员手里。”2月 11日一
大早，雁江区丹山镇团竹村的蔬菜基地，雁江
供电公司迎接党支部的几名志愿者和几位村
民正在搬运地里的蔬菜，这些蔬菜将被送至雁
南社区及莲花社区的一线防疫人员和留守老
人手中。

据悉，该蔬菜基地为雁江区博天水果种植
专业合作社所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专合
社负责人李川欲无偿捐赠地里的 20 余吨蔬
菜，为防控疫情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但却一
直未联系到有需要的单位或个人。2月10日，
李川找到资阳新闻传媒中心（筹），希望通过官
方媒体找到有需要的地区或单位。

随后，一则名为《转发扩散！雁江区丹山
镇菜农欲捐 20 余吨蔬菜现急寻渠道》的消息
在“今日资阳”APP和抖音账号发布，很快，李
川便接到了来自各方的求助电话，其中，还有
雁江电力公司红细胞志愿者服务队的电话。

“希望通过我们的志愿服务，为那些留守
老人和一线防疫人员打通购菜‘最后一公里’，
为他们提供更多方便，也能更好地防控疫情。”
雁江供电公司迎接党支部红细胞志愿者陈斌
告诉记者，在日常工作中，他们了解到雁南社
区和莲花社区有许多留守老人，疫情发生后，
这些老人出门多有不便。2月 10日，他在“今
日资阳”APP上看到李川的捐赠消息后，便立
即与李川取得联系，通过沟通协调，李川决定
将 5 吨蔬菜捐给两个社区的留守老人和一线
防疫工作人员。随后，红细胞志愿者将蔬菜收
割转运到了社区。

截止记者发稿时，博天水果种植专合社
的 20 吨蔬菜已捐赠完毕，分三批次捐赠给了
雁南社区和莲花社区的一线防疫人员和留守
老人、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资阳市第四人
民医院。

“最近辛苦你们了，我们来赠送点蔬菜
给你们。”2月 8日下午，一辆面包车停在雁
城资溪街道办师园社区门口，车里装满了绿
油油的儿菜、棒菜、莲花白等。车上下来一
男一女，带着温和的笑容向社区说明来意。

他们是雁江区丹山镇一蔬菜合作社的
合伙人曾兵和陈美艳，这些蔬菜都是合作
社种的。全市打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以来，各级各部门、相关单位、街道社区
都扛着高压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吃好才能
打胜仗。”曾兵和陈美艳担心在疫情防控一
线的工作人员忙起来不能吃到好饭好菜，
于是合计，决定捐出今年初春收获的全部
蔬菜。

由于不熟悉社区的具体位置，当天，曾
兵和陈美艳“一边走一边问”，为雁城滨江

路、雁北、城北、资溪、南骏、师园六个社区共
送出了近1吨蔬菜。

据曾兵和曾美艳介绍，合作社套种了花
菜、莲花白、儿菜、棒菜总共 1500亩，今年初
春收成加起来近 20吨。从 2月 5日起，他们
就将收获的新鲜蔬菜先后赠送给市第一人
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市消防支队、市社会福
利院等单位。

合伙人捐出合作社收获的全部蔬菜

“工人们7点就开始收菜了，我们要在今天内
把菜送到资阳市社会福利院和雁江区中医医院。”
2月10日，在雁江区小院镇黄桷村17组，先后被省
市评为劳动模范，有着“蔬菜大王”称号的宰山蔬
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孙传辉正忙碌着。

在蔬菜基地工人的共同努力下，临近中午，新
鲜采摘的 7000 余斤蔬菜顺利送达雁江区中医医
院食堂、市社会福利院。

“捐赠的蔬菜及时地解决了 1000 余名病人、
家属和医护人员的就餐难题，感谢你们。我们作
为医务人员，也更有信心，更有能力来战胜这场疫
情！”区中医医院副院长王泽感激地说。

据悉，接下来，孙传辉还将坚持每周送菜到市
社会福利院和区中医医院。志

愿
者
忙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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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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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

□ 罗亦 朱国强本报记者苏秋伃 韩成玺

当前，我市人民群众正团结一心，共渡难关。医务工作者、人民警察、党员
干部纷纷冲上战“疫”一线，而在后方的普通市民也纷纷捐款捐物。退休老教
师、老党员、快递小哥、大中小学学生……大家众志成城，共同为战“疫”助力。

2月 10日，一位衣着朴素、戴着口罩的
老人步履瞒珊地来到银行，将2万元钱汇到
雁江区红十字会的账户，她说：“我也想为
这次的疫情防控作点贡献。”

老人叫王碧君，90岁，雁江一小退休教
师。由于儿女不在身边，退休后，王碧君独
自住在摩根时代小区附近。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王碧君通过看新闻了解到形势严
峻，她坐不住了。

王碧君说，自己出生在1930年，改革开

放以来，她深深地感受到了国家的强大与
大家的共同努力分不开，这次抗击疫情，她
也要贡献自己的力量。

由于岁数大，不清楚汇款流程。2月 7
日，王碧君在原单位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银
行汇款，但疫情期间银行工作时间有所调整，
王碧君没能顺利捐款。2月10日，她在原单
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再次来到银行，终于向
雁江区红十字会汇出2万元。捐款后，王碧君
喜悦地说：“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2月12日上午，乐至县红十字会收到了
一笔 6000 元的捐款，这笔捐款来自乐至县
92岁的老党员杨与齐。

杨与齐，乐至中学退休校长，退休三十
余年来，凭着“三张皮”（脚板皮、嘴巴皮、厚
脸皮）“四处跑、到处要”的火热精神，为品
学兼优学子募集助学金。他先后获得“四
川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功勋奖”“四川好人”

“四川省第三届关爱明天十佳五老”“感动
资阳十佳人物”等荣誉。

“作为一名老党员，不能上一线，就只
能以这种方式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杨
与齐说，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一直
响应政府号召，不串门、不逛街，每天收看
电视，了解疫情的最新动态。当他看到防
疫一线工作人员 24小时不停奋战时，非常
感动。他想到自己是一名老党员，也应该
为战“疫”做点什么，便与老伴商量后决定
为抗击疫情捐一笔钱。

蒋声波，是乐至美团外卖的一名骑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饭店暂时停业，蒋声
波负责为各商场超市配送生活物资到县城
各小区。每天工作之余，他也在琢磨着如何
为疫情防控出一把力。

说干就干，蒋声波写了“捐款倡议书”并
发到乐至美团外卖骑手群，号召“外卖小哥”
们积极为疫情防控捐款。

“捐款倡议书”不仅得到了同行们的热

情响应，也得到了部分商家的支持，30元、50
元、100 元、500 元……捐款数量在逐步增
加，短短两天时间就筹集到善款4616.66元。

“很意外，大家都是风里来雨里去地送外
卖，挣钱也不容易。”蒋声波动情地说，“没有
想到他们这么积极主动。”日前，蒋声波把筹
集到的款项交给了乐至县红十字会。蒋声波
表示，下一步，还将继续倡议更多的人加入到
捐款行列，为疫情防控贡献一份力量。

“没有问题，一共两万块现金。有你们
的支持和广大群众的配合，我们一定可以打
赢这场疫情阻击战。谢谢你们的爱心！”回
忆起 2 月 6 日下午接受捐款的那一幕，安岳
县护龙镇财政所所长冯城至今仍感动不已。

捐出这两万现金的是一对姐弟，姐姐尹
寒，刚刚大学毕业；弟弟尹万江，高二学生。

“上次我们外出采购生活物品，很晚才
回家。当时天很冷，我们看到每个防疫检
测点的工作人员都在坚守，他们为我们测
体温，给我们宣传防疫知识，但大晚上的，
他们只能靠一个小火堆取暖。我和弟弟就

在想，我们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我们把想法告诉父母后，爸爸便鼓励我们
把多年的压岁钱捐出来。”于是，姐弟俩将
各自手头 10 年的积蓄拿出来，共有 2 万元，
外加爸爸赞助的 1 万元，全部进行了捐赠。
姐弟通过护龙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帮助，转
账 1万到安岳县慈善总会，指定用于护龙镇
开展防疫工作；剩下 2 万以现金形式，现场
捐给护龙镇政府。

“作为一名高二学生，在疫情面前我能
做的也不多，现在就是我们的压岁钱派上用
场的最佳时刻。”十八岁的尹万江如是表示。

安岳姐弟俩捐出10年压岁钱

雁江兄妹感恩社会捐出零花钱

乐至“外卖小哥”们踊跃捐款

92岁老党员捐款助力战“疫”

退休教师捐2万支援疫情防控

资阳“蔬菜大王”
持续给福利院和医院送菜

热心村民捐出蔬菜4000余斤

□ 本报记者 陶思懿黄智微郭菁 刘佳雨

疫情当前，考虑到奋战一线的医护人员、工作者以及出门不便的福利院老人、社区留守老人等群体面临
的生活物资短缺问题，我市爱心企业、蔬菜种植大户、热心市民纷纷尽己所能，为医院、社区、福利院等单位送
去新鲜蔬菜，解决了大家的燃眉之急，发扬了资阳人民团结友爱的精神。

资阳农商银行：

为基层抗疫人员
捐赠爱心物资80万

本报讯（唐道明 记者 李小凤）疫病无情，农商有
爱。2月12日，资阳农商银行通过雁江区红十字会向
辖内528个社区和行政村、2200余名疫情防控工作人
员捐赠了总价值 80万元的口罩、消毒液等防疫急需
物资以及方便面、保温杯、饭盒等生活物资，其中还包
括一线防疫人员总保额近 4.6亿元的人身意外保险。
据悉，这批物资将陆续送到各社区和村组防疫一线工
作人员的手中。

捐赠仪式上，雁江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资阳
农商银行捐赠的防疫物资是目前一线防疫工作中紧
缺的物资，为基层防疫工作解了燃眉之急，充分体现
了资阳农商银行作为地方金融主力军的大爱担当。

资阳农商银行主要负责人表示，支援疫情防控工
作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下一步，资阳
农商银行将与雁江区金融工作局共同组建“资阳市金
融系统战‘疫’金融服务党员突击队”，在防疫物资支
援、助农金融服务、企业金融服务、防控人员支援等方
面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对地方疫情防控的协
同配合和金融服务，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
土尽责，让四川农信精神在防控疫情斗争中绽放光
彩，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绵商行资阳分行：

为抗“疫”一线环卫工
捐款30万

本报讯 2月 10日，市慈善总会、绵阳市商业银行
“众志成城战‘疫’情 携手并肩护家园”捐赠仪式举
行。绵阳市商业银行资阳分行向市慈善总会捐款 30
万元，定向用于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一线环卫工人的
防护保障等工作。

“疫情期间，环卫工人依然坚守岗位，需要得到
社会的关爱和帮助。我行此次捐款 30万，用于一线
的环卫工人的防护保障。”行长陈格表示，抗击疫情
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绵商行资阳分行
要同全市人民站在一起，全力参与到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此前，该行已经向包联社区捐助防疫资
金 5000 元。以后，还将继续加大疫情防控工作的金
融支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我代表环卫处干部职工感谢绵商行资阳分行
对环卫工人的关心和关爱，环卫处一定将每一分钱
都用好。”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
处长杜武满怀感激地表示，这 30万元将用于购买一
线环卫工人的防护物资、消毒物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