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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群防群治
防控不放松 复产不误工

“你们记得在家里隔离的时候，不能
外出，有需求请和社区人员联系。”近日，
在桂城街道同德社区，穿着一次性雨衣
的黄威文又进行了一次入户走访，作为
社区党委书记的她，已经想不起这是她
第几次重复这样的动作了。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作为社
区带头人，面对复杂的多结构社区，黄威
文认真分析所在社区的情况，并及时给
出了最佳的防疫方案，带领社区攻下一
个又一个难关。

给社区党委捐资捐物、在监测关卡值
岗、挨户宣传排查……面对疫情，在同德
社区党委的有力带动下，一批批社区党
员、楼长、群众等志愿者踊跃冲锋在一线，
汇聚起群防群治、同舟共济的强大力量，
奋力实现社区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双赢。

楼长包楼联户
居民楼连片管理

同德社区位于南海桂城街道中心城

区，东至灯湖西路，西至南海大道，北至海

八路，南至海三路，紧邻千灯湖商圈，外来

人员和60岁或以上老年人占社区常住人

口的四分之一，是一个融合了小街、商圈、

非封闭式独栋居民楼、企业等的多结构社

区，为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挑战。

大年三十，当居民们正在家里跟家人

相聚，吃着团年饭的时候，黄威文带领着社

区党委成员，协助南海区疾控中心的医护

人员上门，做好社区一确诊病患者的家属

隔离观察工作。安置妥当后，黄威文与社

区工作团队才放心离开，回到单位已接近

深夜，只好把泡面当做年夜饭。

对于社区而言，在这场疫情里严防是

关键。在同德社区，有几栋连在一起的开

放式居民楼，由于出入口较多，如何有效管

理成为了社区的难题。见此状，黄威文马

上投入分析这些居民楼的管理现状：金瑞

大厦有物业管理，金菊邨23座是自管楼，

南五路ABC小区由政府治安员管理。掌

握到这些信息后，黄威文慢慢找到了思绪，

在脑海里闪过“楼长”这个词。

“当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楼长，希望

楼长能站出来管理居民，并及时报送行程

信息。”黄威文说，楼长跟居民比较熟，也容

易掌握到他们的情况。于是，从年初二开

始，针对社区开放式管理的小区，社区党委

率先发动了以社区党员为骨干的18位楼

长，实行包楼联户。

经过一番努力，同德社区最终把这些开放

式的居民楼连片管理，只留下一个主要出入

口，由楼长、志愿者和治安队员实施三班制全

天24小时值守，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安全岛”。

党员带头冲锋 把好“防疫关”

随着疫情的发展，同德社区需要

进行临时围蔽管理，社区只有21个

工作人员，有个别还在休产假，根本

应付不过来。令人欣慰的是，同德

社区不少党员站出来，发扬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筑牢防疫抗战堡垒。

黄威文介绍，同德社区党委成立了

两个临时党支部，把党旗插在疫情

防控的最前线。

同德社区的金穗楼就是一栋开

放式无物业单体楼，疫情期间，为了

确保金穗楼71户住户的安全，从年

初二起，金穗楼的党员黄伯就和楼

里的4位党员组织自治小组对小区

进行群防群治，主动承担小区“卡

点”任务，排班值守，以实际行动参

与疫情防控。

67岁的黄伯每天戴上他的党徽

准时出现在小区进出口，与志愿者一

起值岗检测点，为群众测量体温，劝

导邻居不要随意走动，出门时要佩戴

口罩，并对外来人员、来往车辆进行

排查登记。“疫情面前，我是党员，上

岗义不容辞！”黄伯说，持续为小区居

民守好“安全线”、筑牢安全网，成为

了他疫情期间的职责。黄伯的搭档

刘姨也是小区的自治小组成员，只要

小区有什么情况都是随叫随到，犹如

小区的24小时“管家”。

站好“先锋岗”，把好“防疫关”。

与此同时，挺身而出还有同德社区南

五路ABC小区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

党员代表刘文婷。她说，“虽然在防

疫一线有风险，但我是一名党员，哪

里需要我，我愿意为防疫工作做力所

能及的事情。”

戴党徽、亮身份、测量体温、登记

核对信息、严密把守入路口，这成为

了党员们每天的“固定”动作。“他们

的工作非常仔细，我们也很放心！”黄

威文说，每天她都会到社区巡查防控

情况，看到党员细致入微的服务工

作，得到不少社区居民的赞许，有些

居民还默默给他们送来水果、姜茶，

以示感谢和敬意。

据了解，除了做好日常防疫工

作，社区还建立了居家观察户服务党

建小组，从情感交流、防控知识普及、

生活帮扶等方面对居家观察户进行

全方位关爱指导，积极为他们提供生

活照料、心理安抚、精神鼓励、应急救

助等方面的服务。

“党建小组每天了解居家隔离户

的身体状况，积极主动帮忙有需要的

家庭购买生活物资、帮助舒缓被隔离

的焦虑心情。”黄威文说，社区是一个

复杂的大家庭，必须大力依靠社区党

员群众的力量，才能实现社区疫情防

控全覆盖、无死角，共同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

协助企业复工
齐心渡过难关

由于疫情向好发展，企业也开始

陆续复工。紧邻千灯湖商圈的同德

社区内有6栋写字楼，141家企业，而

个体户也有300多家，其中有不少都

是小餐饮店。对于一个集高端服务

业和中小企业于一身的社区，要让他

们在疫情期间按规定取消堂食、有序

复工，对同德社区党委来说同样是个

不小的挑战。

“对于这些企业，我们社区实行

网格化管理，一共划分为4个网格，设

有网格长、网格小组长和网格员，人员

均由社区的两委干部、后备干部和社

区工作人员构成，清晰划分责任区

域。”黄威文介绍，每个网格都建有微

信群，工作人员会及时把政府最新的

文件发上去，线上回答企业的疑问和

需求。除了线上与企业保持沟通，复

工复产后黄威文还与社区人员走访辖

区企业，了解企业的防控物资是否到

位，是否需要社区介入帮忙等。

在走访过程中，就遇到这么一家

需要帮助的企业。位于同德社区内的

银泰金融是一家大型企业，共有1400
多名员工，复工后紧缺口罩，向社区求

助资源。黄威文了解情况后，多方面

沟通，通过“佛山南海通战疫版”登记

及社会捐赠等形式，很快就帮助企业

链接了一批口罩，帮助其尽快复工。

此外，针对部分企业缺乏消毒液的情

况，黄威文也是及时协调沟通，帮助企

业解决燃眉之急。

“我们是企业跟政府的桥梁，帮

助企业复工复产是我们的责任。”黄威

文说，越是在这种非常时期，社区党委

越应该担起责任，助力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等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同德社区辖区的

企业已基本全部复工，经过居委会的

多方协调和解说，有些业主还主动为

商家减租，大家齐心协力渡过难关。

从除夕开始，同德社区整个工作

团队在防疫战线已经连续转了50多
天，对于他们而言，仿佛时间仍不够

用，因为基本上全部时间都放在了工

作这边，常常回到家已是深夜。黄威

文说，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团队工作人

员已很久没有陪伴过家人，希望疫情

尽快过去，这样就可以陪孩子，拉家

常，逛公园。说完，她又马上走进另一

个小区，投身居家隔离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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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小桌子两张小板凳
小区二老搭起防疫执勤站
南海农科所宿舍老党员主动作为，站到小区防疫最前线

楼长包楼到户楼栋连片管理
开放式小区变成“安全岛”
桂城街道同德社区党委汇聚党群力量共同抗疫

现状：常住人口约2.5万人，是一个融合

了小街、商圈、非封闭式独栋居民楼、企业等

的多结构社区。

经验：把6栋开放式的居民楼连片管理，

只留下一个主要出入口；发动18位骨干楼

长，实行包楼联户；成立两个临时党支部，把

党旗插在疫情防控的最前线。

同 德 社 区 小 档 案

在桂城佛平路南海农科所宿舍，一个老旧的单体楼生活小区，里面住着的大多数是南海农科所的
退休职工，当桂一社区居委会苦于防疫检查站点人员配备不足时，麦灶开和吴源荫主动站了出来。

麦叔是桂一社区党委桂南党支部的一名普通党员，年过七旬的他是一个热心肠，平时在农科所宿
舍主动担当起楼长的职务，居民们有事都喜欢找他商量。当得知本小区站点急需人手时，麦叔二话不
说穿起了党员志愿服务“红马甲”，站到了小区防疫最前线。

防止漏查，保管3户租客钥匙
麦叔认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当

社区有困难、人民有需要的时候，理应第

一时间站出来。与麦叔有同样想法的还

有老邻居吴源荫。每天，他们在小巷子

里，用一张小桌子、两张小板凳搭起了小

区临时疫情防控执勤站。一个口罩、一

支测温仪、一瓶酒精消毒液、一份登记表、

一份出入证便是他们的全部“装备”。

对于如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一开始大家都不清楚，麦叔、吴伯

认真阅读居委会下派的宣传资料，在为

小区进出人员测温登记的同时普及疫

情防控知识，引导他们“戴口罩、勤洗

手、少出门、不串门、不聚集、不聚餐”。

当问到是否遇到居民不理解的情况，麦

叔说，“有少部分居民会不理解，但大多

数还是支持的，面对不理解的居民，只

要耐心解析，最后也会配合做好每天测

温登记的工作”。

南海农科所宿舍一共有住户16户，

虽然不大，但大部分居住的是老人家。

为抵御病毒传播，他们自行全面摸查小

区内居住人员的信息，准确掌握人员动

态，麦叔与吴伯通过居委提供的资料，电

话询问了租户“有没有离开广东、目前在

哪里、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来”等基本情

况并做好相关登记，并对这部分人做好

了后期跟踪工作。

在得知其中有3户租客为省外户籍

且春节期间都回了老家后，麦叔马上知

会居委，并共同商讨下一步的做法。通

过居委协调，与房东协商，也得到了租客

的理解后，临时把这3户的家门锁上，钥

匙暂放在麦叔处保管，租客回来时先与

居委会联系，再到麦叔处开锁，这样就避

免了漏登一个人，确保万无一失。

张贴海报，加大小区宣传力度
连日来，经过全国人民众志成

城的艰苦努力，国内疫情数据持续

稳定向好发展，国家鼓励各行各业

复工复产，各地高速都撤销了卡口

管控。

随着外来务工人员返抵桂城，

疫情防疫工作更是考验社区基层一

线。麦叔、吴伯感觉越是在这种时

候，越要保持高度清醒，感到自己的

执勤位置更重要了，必须要实施更

严格的管理措施。但二人通过观

察，发现本小区住户的防疫警惕性

随着复工复产潮的到来也开始有所

松懈，串门现象时有发生。

为全力确保“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麦叔、吴伯经商量后决定加大

小区宣传力度，在小区显眼位置张

贴防疫宣传海报，悬挂宣传横幅，对

进出的居民派发防疫宣传资料，劝

返非本小区居住人员，并告知居民

们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还不是串

门聚会的好时机。

3月2日晚上，当麦叔在家吃着

晚饭的时候，门外喊的一声“麦叔”

使得他放下了碗筷。原来是社区居

委会的工作人员，站在他们身后的

还有刚从省外回来的一户租客。麦

叔马上拿起测温仪，对租客们一一

测量体温并做好登记，通过简单的

问询及查询了租客14天内的行动

轨迹，确定他们没有去过疫情发生

地且体温正常后，麦叔又马不停蹄

地拿起钥匙为租客们开锁，一声“欢

迎回家”温暖了租客们寒夜里的

心。看着租客关门，麦叔才回家继

续吃已经冷掉的晚饭。

当被问到家人是否支持他们做

这项工作的时候，麦叔说：“家人都

支持，但要求必须与住户们保持安

全距离，戴好口罩，量力而行”。

不论天晴还是下雨，从早上8
时半到下午5时半，从大年初二至

今，在南海农科所宿舍的大门口总

能看到麦叔、吴伯的身影，他们连续

在岗近 60天，坚守在小区防控阵

地，化身防疫战士，有效阻止疫情蔓

延传播，守护小区居民生命健康，用

行动筑牢小区防疫坚实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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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威文（右二）与工作人员商议到自管型

小区挨家挨户派发通行证。

■麦灶开和吴源荫主动站出来，在小区门口值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