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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站，明天有个疫情防控紧急会

议，请务必参加！”1月26日，西联社区

卫生站站长钟志胜接到通知，隔天立

即参与疫情防控部署工作会议。钟志

胜一直以来对疫情保持高度关注，此

时已做好随时结束春节假期，并投身

战“疫”一线的准备。“身为医者，挺身

而出是天命使然，更是职责所在！”

自1月27日开始，西联社区卫生

站医护人员联合公安、交管等部门，对

多个高速路出口进行设卡检测体温。

“作为一名有23年党龄的老党员，又

是男同志，自然要扛起值夜班的‘苦差

事’。”自大年初三开始，钟志胜的日常

变成特殊时期的两点一线：在高速路

口值夜班，次日上午经过短暂休息，又

投身社区战“疫”一线。

连日的高强度工作，让钟志胜这名

“老兵”有些吃不消，但他坦言：只要能做

好居民“健康守门人”的工作，身心再疲

倦也会咬牙硬撑，比起驰援湖北临床一

线的同仁们，我们又算什么！“14天内体

温如何？有无感冒？有无腹泻？”后期

社区战“疫”工作，钟志胜主要负责每天

为结束居家隔离人员进行评估，这样的

问题，每天都无数次被他说出。

“看到不少隔离人员通过评估都

会松口气，其实我们作为医护人员也

会在心里为他们的健康与平安感到高

兴。”钟志胜表示，自大年初三后，他有

一个月时间没有在卫生站坐诊，本月

回到岗位坦言有点“不习惯”，未来会

继续扎根基层，扮演好居民的“健康守

门人”的角色。

人间最美三月天，巾帼筑

梦绽芳华。在镇妇联的指导培

育下，罗行社区彩虹巾帼志愿

服务队日渐成熟，积极投身参

加各类志愿服务。去年，丹灶

镇全面开启了“三三整治”行

动，罗行社区以党建引领为抓

手，组织号召辖区内党员志愿

者、巾帼志愿者力量，以身作则

带领居民做好家园卫生。

去年5月艳阳高照，巾帼志

愿者身穿“红马甲”在街道内弯

腰除草，用锄头将废弃的沙土或

瓦块铲到垃圾车上，再统一集中

清理。“用鲜花装点街道，让家园

更加靓丽。”徐颜兴将想法说出

后，巾帼志愿者积极响应，立即

出谋划策了解鲜花性能和观赏

性，主动驾车到广州芳村采购

200余盆鲜花，回到社区再重新

盆装，放置在街道两侧并提醒居

民定期养护。

去年年底，罗行社区开展

第四届竹编文化活动，游客们

看到中山街两侧娇艳的鲜花赞

不绝口，“听到游客赞扬家园的

美丽时，自豪感油然而生。”麦

少欢也是罗行社区导赏员，在

竹编文化节上担任志愿者为游

客讲解竹编文化，听到游客对

罗行声声赞美，让她感觉到志

愿服务的意义。

她们在“三三整治”中除了

当行动者也是示范者。每逢雨

天过后，区少梅总会将自己门

前积水清扫干净，“清扫积水减

少蚊虫滋生的可能也便于老人

小孩出入，减少绊倒的可能。”

区少梅说，以身作则做好日常

生活的清洁，才能更有说服力

劝导周围邻居一起加入，共同

美化自己的家园。

罗行社区彩虹巾帼志

愿服务队成立初期仅有两

三名志愿者，在丹灶镇妇

联引导下逐步发展成如今

25人志愿队伍，其中 13

名志愿者已发展成为社区

妇联执委。

她们扎根群众、贴近

群众、守在群众身边，用忠

诚和担当让巾帼的力量在

基层一线熠熠生辉，充分

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

为经济社会发展凝聚起最

广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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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行社区彩虹巾帼志愿服务队

为社区志愿服务撑起“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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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种下的那些树已经

枝繁叶茂，红花长满枝头，分外

靓丽。”罗行社区彩虹巾帼志愿

服务队队长区少梅（2016年度

南海区“最美家庭”获奖家庭代

表）回忆起12年前刚做志愿者

时，在金宁小学种下一株株新

绿，如今也花开满树。或在那

时，她们便将志愿服务植根于

心，便开始默默耕耘，以“巾帼

力量”筑梦绽芳华。

区少梅是第一批加入巾帼

志愿服务队的成员，当时罗行

社区需要人手协助开展活动，

她便主动参与其中，协助社区

做好妇女维权、派发宣传单张

等相关工作，渐渐地她感受到

志愿服务的魅力。

“那时候就拉着一群跳舞

的姐妹，共同加入社区志愿服

务中。”区少梅是跳舞爱好者，

也是社区第一个拉着音响到广

场上面跳舞的人，通过自己的

热情和跳舞的魅力不断感染着

社区内的妇女们，从原本独舞

变成了如今将近30余人的舞蹈

团队。

麦少欢（2019 年度佛山

市“最美家庭”获奖家庭代表）

因脑血管细小导致供血不足，

常常引起头疾，听闻跳舞能提

高身体免疫力，她便主动加入

其中，如今头疾也鲜有发生。

“加入舞蹈队之后，感觉身体

好多了，心情也豁达起来。”麦

少欢。

在区少梅的发动下，麦少

欢也加入了巾帼志愿服务队，

逐渐地更多舞蹈队的姐妹加

入了巾帼志愿服务队。“罗行

社区开展新市民融合项目，巾

帼志愿者们通过自己的影响

力和感染力带动了新市民也

加入其中。”罗行社区妇联主

席徐颜兴说，巾帼志愿者们用

亲和力和正能量感染了居民

和新市民们，让社区气氛更加

融洽和谐。

巾帼铿锵，不负芳华。在

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

时刻，罗行社区彩虹巾帼志愿服

务队将巾帼力量发挥在抗疫一

线，成为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最亮丽的风景线。她们身穿“南

海巾帼志愿者”的红马甲协助社

区工作人员在卡点、路口、社区

等地，对进出人员测体温、登记

个人信息和身体情况。

“疫情最紧张的时候，社

区要对64栋出租屋、170多个

商铺逐一排查，排查是否有需

要隔离的居民。”徐颜兴将工作

安排好后，巾帼志愿者们便与

社区工作人员逐户上门调查，

并在每户门口张贴登记纸条。

每天巾帼志愿者们反复

查看出租屋、商铺的情况，只

为确保无人员遗漏。在一次

出租屋排查过程中，巾帼志愿

者叶顺勤（2017年度南海区

“无邪教示范家庭”获奖家庭

代表）和麦秀芬（2020年度丹

灶镇“最美家庭”获奖家庭代

表）询问业主是否有外来人员

居住，业主回答说暂无人员入

住，但她们秉持着不可错漏的

想法，对每个房间详细排查，

在其中一间出租屋门口闻到

浓烈的烟味，这让她们提高警

惕，反复敲门询问，最后一名

疫情发生地户籍男子开门接

受调查，社区工作人员立即将

其进行隔离处理。

“得知对方是疫情发生地

户籍时，内心有些紧张，但是

调整心态后隔天继续投入工

作。”麦秀芬表示，只有做好社

区工作，大家才会更好，秉持

这一想法让自己更有动力加

入志愿服务工作。

自疫情发生以来，巾帼志

愿服务队一直坚守抗疫一线，

她们或是坚守检查一线，或者

烹饪美食给一线工作人员饱

腹，或是为工作人员义剪，她

们都立足岗位，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积极为疫情防控战贡献

“半边天”力量。

“罗行社区彩虹巾帼志愿

服务队用心、用爱、用情、用力

投入每一份社区志愿服务工

作，发挥在社区生活和家庭生

活中的积极作用。”徐颜兴表

示，罗行社区将在丹灶镇妇联

的培育下，持续打造一支能

干、精干的巾帼志愿服务队

伍，切实发挥妇女在基层治理

中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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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无情，人间有

爱。疫情防控期间，丹灶

基层防疫一线涌现出的爱

心举动、暖心故事令人备

受感动。其中，丹灶镇各

社区卫生站医护人员展现

了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责

任与担当。

一双双疲倦的眼睛下，

一声声暖心叮咛背后，一个

个奔波的身影前后，让我们

看到一张张战“疫”面孔，也

让我们看到基层战“疫”工

作者的坚守。春天来了，但

比春天更暖的是他们。

文/图见习记者吴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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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春天更暖的是“健康守门人”
丹灶镇社区卫生站医护人员敢当“前锋”，筑牢基层疫情防控网

这个春节假期对许多人而言，特殊且

难忘，对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社区支部书

记、横江社区卫生站马洪钊医生而言亦是

如此。“大年三十刚回到阔别许久的广西

老家，隔天就收到回岗位待命的通知。”接

到通知后，马洪钊没有过多犹豫，立即开

车往丹灶赶。

返回岗位后，马洪钊接到的首项工作

任务是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在丹灶服务

区、西二环高速路口等地设卡，对进入丹

灶的司乘人员进行体温检测，为丹灶市民

站好“头班岗”。“那几天天气特别寒冷，又

下雨，设卡岗亭条件较简陋，头两天值夜

班的几个伙伴们，都穿了很多衣服和裤

子，虽然全副武装，但都被冻成了‘冰棍’！”

马洪钊笑着回忆道。

“你从哪来，要去哪里？”2月9日晚，马

洪钊在岗亭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据了

解，该男子自称为肇庆广宁人，当天搭乘网

约车前往珠海上班。“到珠海高速口不给

下，返回肇庆广宁也不给进，真的是‘两头

到不了岸’。”该男子说，他已在高速路上往

返逗留许久，计划前往佛山投靠亲友。

得知情况后，马洪钊多次为其测量

体温，确定属正常范围并上报具体情况，

同时招呼该男子在岗亭稍作休息并主动

为其提供热水食物等。获指挥部批准

后，隔天上午该男子自行乘车离开。

随后数日，越来越多市民获悉值守人

员的辛劳，自发前往高速路口，送来鱼蛋、

糖水及防疫物资等进行慰问，这让马洪钊

和同事们感到从头到脚都“暖粒粒”，“坚守

虽然很辛苦，但所有的汗水都是值得的！”

钟志胜
卫生站医生扮演多个战“疫”角色

马洪钊
全副武装为市民站好“头班岗”

■钟志胜有一个月时间没有在卫生站坐

诊，回到岗位后坦言有点“不习惯”。
■马洪钊“全副武装”为市民站好“头班岗”。

■■罗行社区彩虹巾帼志愿者在罗行社区彩虹巾帼志愿者在

出租屋前张贴防疫事项告知出租屋前张贴防疫事项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