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先生，今天没有买到生

姜，明天我早点去趟菜市场看看，

其它菜我先放门口了。”“好的，非

常感谢！”2月2日，桂雅社区翠云

苑小区上演了一幕隔门对话。门

外是翠云苑抗疫防控志愿互助小

组成员张远萍，门内是疫情发生

地返粤人员辛先生。

党员响应国家号召
自我隔离

辛先生是湖北随州籍的一名

党员，1月23日，他带着一家老少

从佛山启程回随州，准备过个欢

乐年。“几年没回去，谁知一回老

家就赶上了疫情。”辛先生感慨

道，一大家子人才回去了一天，便

在年三十晚连夜开车回佛山。

“看到相关新闻，也接到相关

指示，回来后我便第一时间上报

居委会和物业，主动响应国家号

召，进行自我隔离。”回来后，辛先

生网购了 84消毒液、酒精喷雾

等，也为家中成员备好口罩等，监

督全家人不出门，春节假期集体

“线上拜年”。他说，保护好自己，

就是保护好群众，疫情发生地返

粤人员自觉隔离，防止自己和家

人成为传染源，就是对国家最大

的贡献。

让辛先生感动的是，桂雅社

区党委带领社区工作人员积极做

好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之余，也很

关心群众，成立了翠云苑抗疫防

控志愿互助小组，为居家隔离人

员购置生活用品。“多得党员干部

和居委会成员的帮助，减轻了我

们的心理压力。”

不仅如此，辛先生还通过朋

友圈，看到许多党员为疫情发生

地的群众送关怀，也有很多群众

自觉隔离。“我很有信心，国家一

定可以打赢这场战‘疫’。”辛先生

说，虽然一家人正在自我隔离，但

与外界隔离不掉的，是爱和关怀。

党员干部帮忙买菜
还送口罩

为了帮助街坊，齐心协力战

“疫”，2月1日，翠云苑小区党支

部书记杜素兰动员党员干部、小

区街坊会及居委会成员，临时成

立翠云苑抗疫防控志愿互助小

组，不仅轮班安排设卡站岗，对进

出小区人员测量体温并登记。由

于翠云苑小区居住的长者较多，

互助小组还通过微信群沟通联系

居家隔离的街坊，分组提供代购

服务。

在了解到辛先生一家的情况

后，翠云苑抗疫防控志愿互助小

组党员干部张远萍自发联系辛先

生，告知可以与小区街坊们为其

提供代购服务，保障生活所需。

张远萍说：“辛先生一家六口，一

周所需菜量较多，我便在互助小

组微信群求助，一名党员干部和

一名居委会成员马上响应，还特

地开车去超市。”

张远萍说：“每一名党员干部

都是群众的娘家人，成立抗疫防

控志愿互助小组的初衷便是帮助

街坊。”互助小组对街坊的帮助，

是党员们主动担当作为的体现，

也是来自“熟人社区”的一份温

暖。

张远萍还记得一户长者家

庭，因为老太身体不好，只能由80
多岁的老伴出门买菜。但张远萍

在登记时发现老伯没戴口罩，于

是便急忙跑回家里拿几个口罩供

老伯一家使用。“现在口罩紧缺，

我便叮嘱他不要出门，保护好自

己，由我们来给他跑腿买菜。”

捐善款、捐防疫用品、借出

雨衣雨棚、献上暖心汤水……疫

情当前，桂城各社区党员和居民

党群聚力，众志成城！党员冲锋

在前，居民支持在后，爱心汇聚

成接力“长龙”共同为抗疫出力。

灯湖老党员
捐款3万元不留名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

身”是每个共产党员入党时的

誓言。即使退休在家颐养天

年，但不曾“褪色”，仍以一个共

产党员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

为社区作出自己的贡献。这说

的，是灯湖社区一位热心却又

低调的老党员。

“前些天，他送来 3万元善

款，要为社区抗疫出力，这已数

不清是他第几次向社区捐款

了。”灯湖社区工作人员刘伟伟

说，这位有责任担当的退休老

党员非常热心社区事务，无论

是社区活动协助、楼道意见收

集、街坊邻里纠纷矛盾化解，还

是社区或居民有什么困难，他

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

据了解，这位老党员在得知

本次疫情后不久，就已捐了1万

元给万锦豪园物管公司用于物

资购买，并积极向楼道居民宣传

疫情，加强防疫。看到社区的招

募令后，他执意捐款3万元给社

区用于采购防疫物资，首批物资

84消毒液日前已经发送到位。

在灯湖社区党委的统筹下，这批

物资上周就及时发配到辖区的

各个小区物管处，用于小区消

毒，做好防疫工作。

“我捐款不是图什么名誉，

只是想表达我对疫情的关心和

爱心，所以无需提及姓名，就写

爱心人士捐款足矣。”面对事迹

宣传，这位老党员低调带过，始

终不愿留名，只希望默默为社区

居民服务。

除了这名老党员，万锦豪园

街坊会、滨江一号街坊会纷纷带

领党员骨干成立“防疫先锋队”，

每天坚持在岗，监督物管人员是

否做到凡进必测、非小区人员必

须劝退以及登记等，有情况及时

通知社区督促整改。

自疫情发生以来，灯湖社区

党委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组织

优势，发动三级红色网格力量，

组织带领社区支部党员、街坊会

党员骨干、党员楼长、物管组成

党员先锋队，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让党旗在疫情防控阵

地高高飘扬。

党群聚力
传递爱心共抗疫情

而其他社区也积极动员不

同力量，群策群力，共同开展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其中，平胜社区社会组

织“平胜友爱之家妇女互助会”

则起到后勤保障的作用。连日

来，她们用自己的特长，煲上一

壶壶红枣姜茶、绿豆沙等，为寒

风中坚守站岗的工作人员送上

温暖和慰问。同时，更有平胜党

员在得知社区防疫物资紧缺后，

积极主动自发捐资，期待社区党

委统筹管理，将捐款用在“刀刃”

上，与社区共渡难关。“本人作为

平胜一份子更是一名共产党员，

虽未能参与现场工作，希望通过

捐赠以表绵薄之意，用作社区公

益用途。”一名捐款 3000元的

平胜党员对社区干部说。

而对于近日的阴雨天气，不

少居民更是纷纷拿出家中的一

次性雨衣、自家店铺的遮雨棚等

等支援前线的在岗志愿者。“看

到他们每天辛苦又无私地奉献，

即使天气不佳也不曾离去，我们

十分感动，所以能帮一定会帮！”

平北社区一家餐饮店主把大型

雨棚搬到社区管控的出入口时

说，希望为志愿者们遮风挡雨。

撰文/邹韵斯

供稿 王小姬、杜桂妍

“这一万元是我一点点心

意，希望可以帮助到社区抗击

肺炎疫情。”近日，一位退役军

人拿着一个厚实的信封，来到

桂城街道平北社区居委会财务

办公室捐赠，还主动申请要加

入志愿服务行列，每天8小时坚

守在社区有需要的地方，为居

民测体温、做登记。

这位退役军人名叫麦东华，

是桂城街道平北社区江左村人，

入党积极分子。2006年，他应

征入伍成为一名武警。2年的

军旅生涯他主要负责海关执勤，

曾获“优秀士兵”称号。2008年
退役后，他自主创业，从事视频

监控的安防工作，以另一种方式

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全。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危害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局面，即使

退役多年，他仍感觉责任在

肩。“这个春节看到社区工作人

员放弃假期，每日辛苦奔跑在

大街小巷，为居民的健康保驾

护航，我觉得很感动。自己作

为一名退役军人，更应该站出

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做些

力所能及的贡献。”他说，虽然

自己无法去到抗疫一线战斗，

但可以带领社区群众积极防

疫。想到这里，麦东华热血涌

上心头，连忙凑了一万元给社

区送去。他说，当时物资紧缺，

也不知道社区需要什么，最快

也是最方便的帮助办法就是捐

钱，希望用在工作人员有需要

的地方。而几天后了解到邻近

的平东社区缺口罩和消毒物资

后，他也捐赠了7000个口罩、

70支大瓶免水洗洗手液和40
斤消毒水给平东社区居委会。

除了捐款和捐物资，麦东

华也用实际行动支持基层抗

疫，践行心中不变的本色和初

心，身体力行诠释“若有战，召

必回”的忠诚。“从年初八开始，

我每天早上8点半便会‘上岗’，

红马甲、测温枪、口罩、登记纸

笔就是我的‘战斗工具’，负责

在社区管控路口协助管理人员

进出，排查体温可疑人员，筑牢

社区‘防疫墙’。”麦东华说，自

己的公司还未复工，每天8小时

的志愿服务让自己的生活变得

更加充实有意义，家人十分支

持，冲锋在前的感觉就像当年

在部队里一样光荣。

其实，麦东华只是平北传递

爱心的一个缩影。阴雨天商铺

主送来遮雨棚、深夜里热心居民

送来宵夜和暖心姜茶、困难前夫

妻党员、母女党员等多种组合奋

勇当先……平北社区众人敢于

担当，众志成城齐抗疫。

撰文/邹韵斯供图/陈柳芬

隔离观察不隔离爱邻里帮忙齐战“疫”
桂雅社区翠云苑抗“疫”防控志愿互助小组主动为隔离人员购置生活用品

党员担当作为居民爱心接力
桂城党群汇聚爱心，共同为抗“疫”出力

爱 心 接 力

退役军人捐款捐物
主动上阵参与战“疫”

平北社区居民麦东华用实际行动支持基层抗疫，践行本色初心

●初一：从随州回来之

后，第一时间上报居委会，主

动进行自我隔离，同时收拾了

一下行李。

●初二：年三十晚错过了

春节联欢晚会，就和老人孩子

一起看回放了，这是每年过年

的必备节目，不能缺席。居委

会成员来测量体温，一切正常。

●初三：“宅家”的第三

天，陪孩子看中国诗词大会。

居委会成员如常来测量体温，

一切正常。

●初四：今天，居委会成员

来测量体温时，主动问我们家

里的菜还够不够，是否需要代

买日用品。我列了清单，请他

们帮忙购买。另外我之前也

在网上购买了一些奶粉，由于

不能出门，便麻烦居委会成员

送货上门，真的很感谢他们。

●初五：学校开始布置一

些作业，我们便陪伴孩子们预

习。居委会如常来测量体温，

一切正常。

●初六：夫妻二人一起做

比较耗时的菜式，如煎饼之类

的，偶尔也让孩子帮忙，学习

一下做饭，还能打发一下时

间。居委会成员如常来测量

体温，一切正常。

●初七：我开始网上办

公。居委会成员如常来测量

体温，一切正常。

●初八：每天工作结束后

便陪孩子们做功课。孩子们

开始恢复上学的作息时间，我

们也恢复上班的作息时间，随

时准备好以最好的状态迎接

每一天。

●初九：孩子们不能出

门，偶尔闹闹脾气，我跟他们

说，很快就能熬过去了。居委

会成员如常来测量体温，一切

正常。

●初十：今天，翠云苑抗

疫防控志愿互助小组帮我们

买菜还送上门，十分感谢各位

党员鼎力相助。我们一家没

有发烧头疼，体温正常，继续

加油！

撰文/摄影丁当供稿王小姬李桂钰

辛先生的隔离日记

■桂雅社区翠云苑抗疫防控志愿互助小组为隔离人员送去生活用品。

■麦东华向社区居委会捐爱心物资。

■麦东华在社

区管控路口做

志愿服务登记

人员出入。

■平胜妇女互助会成员为工作人员送上暖心姜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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