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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往武汉援助的医

疗队，坚守在本地为防疫做贡

献的地方医疗队也是当之无

愧的“最美逆行者”。柯宇健

是桂城医院派驻隔离酒店的

负责人，接到医院集结电话

时，她才刚刚抵达老家，准备

和家人春节团聚。“由于工作

很忙，我已经3年没有回家过

春节了，这次难得回去却发生

了疫情，但尽管如此，我还是

立马买了当天的车票赶回了

佛山，加入到抗疫一线中。”柯

宇健说，她是医院驻点隔离酒

店期间的负责人，在隔离酒店

一共工作了60多天。

“一共有150多个房间的

酒店，第一天就差不多住满

了，上午还在搬防疫物资，下

午就得马上开展工作，我们的

角色不仅是医生护士，还当起

了酒店服务员，要给客人送生

活用品。”她还记得，为了在规

定的2小时内完成对所有入

住客人的核酸采样送检，她和

同事3人争分夺秒。“那时候工

作到后面，护目镜全是水雾，

视线模糊不清，我们只能打起

手电筒一一核对采样信息。”

她说这一幕难忘的瞬间，至今

还历历在目。

另外，隔离酒店里发生

的感人故事不胜枚举，隔离

疫情不隔离爱的精神让人动

容。柯宇健说起一对母女过

生日的经历：“小女孩要过生

日了，她妈妈希望点个外卖

给女儿一份生日礼物，我们

就把自己的食物点心送给了

她，结果把小女孩乐坏了，十

分感谢我们。”此外，面对隔

离客人烦躁的情绪，柯宇健

还当起了“心理医生”给客人

安抚情绪。“有位客人在隔离

期间心理负担特别重，一天

给我们打10几个电话，每次

我都耐心地和她聊天，一聊

就是20多分钟，让她把我当

成诉说朋友，我也尽力解决

她的困难。”柯宇健说。

“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员就在楼道

中”，短短两句话，浓缩了桂园社区基

层治理新路径的核心要义。通过强有

力的基层党组织引领，强化党委对社

区治理的领导，同时又以楼道为基本

单元重建治理网络，打造以党员为骨

干的治理队伍，激发社区内生动力，老

旧小区由此成为居民们乐活乐居的

“新”家园。

回看桂园社区的发展之路，让居

民津津乐道的，当属水运大院无物业

管理小区自治之路。2004年，因物

业收费与管理问题，水运大院原物管

单位退出。2007年，桂园社区党委

牵头，在大院开展无物业管理小区自

治探索，首届小组成员有一半是党员。

由于车多位少，紧缺的车位让大

院邻里关系变得紧张，自治小组成立

后，每年重画一次停车线，组织车主抽

签停放，并号召党员主动把好的停车

位让给群众。

2016年，以南海区全面推广社

会治理网格化工作为契机，桂园社区

党委按网格设立6个党总支，党总支

之下按院落、相邻楼栋设立22个党支

部，并在楼道推行楼长制，选出200
多名楼长，其中党员楼长80名。目

前，共有23支党员志愿服务队活跃在

社区，开展心理辅导、义诊、探访等活

动。社区登记志愿者达到700多人，

每年提供服务2.5万人次。

实践证明，楼长和自治小组、志愿

者是社区党委和居民之间的桥梁和润

滑剂、社区治理的“好帮手”。以楼长

制为基础、自治小组为平台的治理机

制，实际上是把小区治理的主动权交

到群众中，社区党委做“导演”、居民当

“主角”，支持居民实现自我管理。

虽无物管但有“楼长”老旧小区幸福“创熟”
桂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走进桂园社区

走进桂园社区，映入眼帘的是亭亭如盖的大树和略显陈旧的住宅楼，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这是一个
“上了年纪”的社区。但是，不时传来的笑声和嘹亮的歌声，又让人感受到这个社区的爱和活力。

桂园社区位于禅城、南海桂城交界处，面积1.5平方公里，管辖人口1.5万多人。作为老龄化程度较高
的社区，其建筑设施、楼宇老旧，大部分居住小区处于无物管状态，庆幸的是随着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和“创
熟”力量的注入，使得公共管理问题迎刃而解。而为了进一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目前社区正在向政府申
请资金提升改造社区的基础设施，由内到外开展社区治理工作。

正是由于这种内外的改变，使得桂园社区走上了更高的台阶。桂园社区曾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服务
社区”、全国社会工作示范社区，在本次疫情中，桂园社区探索了“三步走”“五个一”服务等多种新型“自管
防疫”模式，从党员带头到群防群治，全力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

新时代南海讲堂之“最美逆行者”故事分享会举行

无论前方后方 都是“最美逆行”

“海阔天空敞开温暖怀

抱，我们都是追梦人……”7月
24日晚上，桂城街道“新时代

文明实践”系列活动走进桂园

社区，居民在欣赏歌舞、小品

的同时学习垃圾分类知识和

文明礼仪。或许是因为此前

受到疫情影响，居民很久没有

齐聚在家门口看表演，所以当

音乐响起时，吸引了不少人前

来观看，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

喜悦。

一场活动，常常会被视

为对当下社区管理的一次考

验，而这次的考验无疑是成

功的。对于不约而同前来看

表演的居民们而言，他们

“撑”的不仅仅是活动本身，

更是对活动背后的组织者、

表演者的支持。

时钟回拨到10余年前，桂

园社区曾因设施老化、管理弱

化、服务退化而备受居民诟

病。在社区党委的带领下，社

区党委以强化长者服务为突破

口，协调社会各方资源，集中力

量打造了党群服务中心，社区

学院、长者日托中心、长者饭堂

等功能场室，为社区长者提供

从早到晚的学习阅读、运动保

健休闲娱乐等一站式全链条家

居服务。

这样的举措让社区长者很

开心，也让年轻的上班一族很

放心。如今，中心里最受长者

喜爱的康复医疗室服务已开展

10年，累计服务长者超过2万
人次。“这个项目已经运作了

10年，实属难得。”桂园社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社区党委推动

资源的链接，以党员为骨干力

量支持各个项目的运作，为居

民提供针对性多样化的服务，

使得“党建引领一呼百应”真正

落地。

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人

心。疫情发生后，桂园社区内很多都

是没有物业管理且出入口敞开的老小

区，如何管理成为了大家思考的事

情。在社区党委有序引导、党员积极

带头、居民热情参与之下，该社区探索

了“三步走”、“1+N”模式、“五个一”服

务等多种新型“自管防疫”模式，从党

员带头到群防群治，共同打好防疫阻

击战。

何为“三步走”？桂园社区党委

书记邹敏芳介绍，首先，桂园社区设

卡定责，临时围蔽 12个小区，设置

13个卡口，每个卡口设立防控工作

岗，公开负责人、监督员和志愿者姓

名，做到“人在岗在职责在”，实现排

查对象和工作人员的双向监督；其

次，社区安排党群志愿服务队在每个

防控工作岗开展“五个一”服务（即一

个岗亭、一块责任牌、一把伞、一壶暖

茶、一盒纸巾），为值岗人员保驾护

航；最后是疏堵结合。

“我们在出入口设置疫情检查卡

点，必须动用大量的人力。”邹敏芳说，

社区通过党建引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让党员带动居民代表和义工

到每个卡点进行值班执勤。在党员的

发动下，桂园社区共有100多名党员

和居民志愿者踊跃参加到这个抗疫行

动中。

在桂园社区党员的影响下，越来

越多的居民主动参与到社区的防疫工

作中，其中包括了退休的老同志。“疫

情防控我有经验，我来给大家讲一讲

如何有效保护自己。”家住桂园社区的

退休老医生江友凤今年80多岁，面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江友凤披上

曾经的“战衣”主动站了出来，当上了

社区义务宣讲的志愿者。

一场疫情，无疑也是一场对于社

会治理的考验。此次疫情防控工作给

南海带来一个启发：社会治理现代化

是一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南

海正在全力推进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

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城乡社区治理

现代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全区上下

也在深刻领会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

重要意义。基于这样的节点和挑战，

桂城作为南海的中心城区，桂园社区

党委将会进一步加强号召力和凝聚

力，与居民携手致力形成共建共治共

享的基层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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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志愿者在出入口测量体温。 通讯员供图

7月23日，由桂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主办，桂城街道育才社区、广东

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桂城医院共同协办的新时代南海讲堂之“最美逆行者”

故事分享会在桂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行，60多名党员群众共同聆听

“最美逆行者”的抗疫防疫故事，传递正能量。

活动邀请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援鄂医疗队队长吴仁杰、桂城医院驻

点隔离酒店负责人柯宇健两名白衣天使，以及育才社区3名党员群众分别分

享他们在抗疫防疫时的经历故事，向观众诉说他们那段时间的难忘点滴。

活动也邀请育才社区文体队伍带来精彩的节目演出。其中，由育才优雅

学堂舞蹈队带来的感恩手指舞《听我说谢谢你》掀起全场高潮，台上台下一起

用歌声感恩那群为了守护人民群众健康而无私奉献的“最美逆行者”们。

活动主办方表示，今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神州大地，在战“疫”

中，“最美逆行者”们毅然奔赴前线，为抗击疫情奉献力量，传递温暖，共同筑起

守护人民健康的防护线，为此特举办“最美逆行者”故事分享会，希望发挥思

想引领作用，让公众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一起向榜样学习，致敬那群可亲可敬

的“最美逆行者”们。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

抗疫防疫故事

在分享会上，广东省

人民医院南海医院援鄂

医疗队队长吴仁杰分享

了他出征前的故事。“2月

13日凌晨，当我获悉将于

2月 13日中午出发湖北

开展医疗救治工作后，我

毫不犹豫地报名，其实我

原本已经和重病在身的父

亲约好，2月 13日一早便

陪同他到广东省人民医院

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手

术，但‘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作为一名

医生，‘救死扶伤，守护健

康’是我的初心使命。我

父亲也非常支持我的决

定，出发前父亲对我说：

‘你是一名医生，国家需

要你，你该出一分力。’得

到父亲支持的我，随即启

程前往武汉。我奔赴武

汉后，医院就组建了专家

团队为我父亲进行细致

的诊治，并使其康复出

院，了却我的后顾之忧。”

吴仁杰分享道。

而在抗疫一线，穿着厚

重的防护服进行救治工作

也让吴仁杰十分难忘。“那

套防护服很闷很厚，穿上不

到半小时就已经全身湿透

了，并让人有眼花、缺氧的

感觉。另外，防护手套有两

层厚，诊治时几乎摸不到病

人脉搏，一切与平时并无二

样的工作变得很不一样，就

连给病人打针输液也极难

操作。”他说，尽管如此，他

和所有医务人员一样，每天

咬紧牙关坚守在岗，一干就

是四五个小时，哪怕每天只

能吃一顿饭，哪怕在严寒的

三更半夜要爬起床值班，他

都必须支撑下去，因为上了

战场就不能退缩，而且自己

是医疗队的队长，更不能害

怕和倒下。

重病父亲支持出征
抗疫一线克服难关

放弃团聚驻守隔离酒店
隔离疫情不隔离爱

■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援鄂医疗队队长吴仁杰分享故事。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通讯员李舒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