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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完头发，清爽多了！”

日前，沙口社区幸福院从长

者的需求出发，积极联动镇

内爱心企业力量，最终得到

镇一发型屋的大力支持，为6

名社区长者提供爱心理发服

务。

当日，理发师先细心地给

长者的后颈部围上纸巾，防

止碎发粘在他们的脖子上引

起不适，接着给长者披上理

发专用围布，耐心征询长者

对于新发型的要求，然后认

真地给他们剪发。

疫情期间，沙口社区长者

较多地选择居家抗疫，很少

出门或因身体原因不方便外

出，理发成了难题。剪完发

后，一长者高兴地说：“这样

的服务很好，由于疫情的影

响已经很久没有剪发了，而

很多的理发店也还没复工，

真的很谢谢你们啊！”

参与活动的理发师们表

示，活动能为长者解决疫情

期间的理发难题，感到十分

有意义。日后，愿意与沙口

社区幸福院继续合作，为更

多的长者提供服务。

为做好长者的防疫工作，

沙口社区幸福院联同沙口社

区党委走访社区47户居民，

开展“疫情防控，社工在身

边”之国际社工日幸福院宣

传。

活动中，社区民政干部和

工作人员为宅家防疫的居民

们送上权威的防疫宣传资料，

讲解相关防疫知识，叮嘱他们

疫情还没过去，外出一定要戴

口罩，勤洗手勤通风等注意事

项。

因防疫需要，现阶段沙口

社区幸福院仍然未能对外开

放，但其服务方式作出了调

整，改为电访、网络和落户三

种形式。

文/见习记者 邓泳雯

通讯员 朱美霞 江靖

“老板，店里不能住人，一旦

发现将会封停。”近日，水南社区

党委委员周喜安带领同事开展

“三小”场所日常巡查，期间不忘

提醒店主做好防疫工作，不能违

规住人。这只是该社区一个工

作组的工作常态，亦是社区做实

防疫工作和复工复产工作缩影。

为做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水南社区成立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预防与

控制工作领导小组》，由社区党

委书记崔永成任组长，下设防疫

组、宣传组、卡哨组、复工复产组、

后勤保障组、安全生产组等组别，

由两委干部任各组组长，带领广

大党员干部坚守一线，用实际行

动守护社区居民的健康安全。

动员全民做防疫
水南籍人口3300多人、流

动人口超过16000多人、492栋

出租屋、83家企业、310家“三

小”场所……一连串的数字摆在

该社区两委干部面前，如何做实

做细社区防疫工作成为大家的

心头大事。

“党员带头，全民参与。”该

社区党委一致认为要充分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广大

群众参与到社区防疫工作中来。

“阿婆，现在我们要减少外

出，出门要戴口罩。”日前，该社

区两委干部崔毅纯带领几名党

员走街串巷，通过播放大喇叭、

上门提醒、派发宣传单张等形

式，要求村民做好防疫，同时参

与到社区防疫工作中。

“社区将100多名党员和20

多名志愿者组成党群先锋队，分

成多支队伍，由两委干部带领，开

展守卡、‘洗楼’、宣传等工作。”崔

永成说，通过强大的宣传，营造深

厚的防疫氛围，引导村民自觉加

入社区防疫工作中。

协助企业复工复产
“社区内有83家企业，规模

以上企业11家，全部企业已复

工，但仍有部分企业未完全复

产。”日前，又一道难题摆在崔永

成眼前，他每天都能接到几个老

板的电话，询问是否能让疫情地

员工回来上班。

崔永成介绍，水南以家具、

五金、印刷等行业为主，有不少

企业老板是湖北人，现时，水南

登记5500多名返回的外来务工

人，再加上3600多人留在九江，

还有7000多人的用工缺口。

“现在社区都是按镇防疫

指挥部的部署，开展人员返回

防疫和服务工作。”崔永成说，

通过党员志愿者开展协助流管

站工作，引导和服务好返回人

员做好信息登记和申领电子通

行证等，做好细心服务，让他们

感受到和善水南隔离氛围。

针对居家医学观察人群，

该社区还通过党员志愿者做实

后勤保障、测量、心理辅导等工

作，让这些人群感受到社区的

关怀。如党员何俊业，在房东

居家医学观察期间，还主动帮

忙抄水表、电表等工作，让房东

安心、放心在家隔离。

“社区也贴心理解企业主

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心情，我们

亦希望企业快点复工复产，外

来务工人员有工资。”崔永成

说，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社

区会尽力做好服务工作。

崔永成表示，在社区党委

的统筹下，党群先锋队每周会

完成一次企业、出租屋、“三小”

场所的巡查工作，在巡查的过

程中，工作人员会宣传包车、社

保等扶持政策。“希望做实服

务，让更多的企业尽快复产。”

“脱口罩呼吸九江新鲜空

气，三五知己谈天说地，九江社

区经济一片繁荣。”崔永成充满

信心，春暖九江，这样的日子就

要来临。

文/见习记者 沈芝强

图由受访者提供

日前，英明社区网格巡查

员在忠义村进行日常巡查时，

在该村上街酒厂附近发现一名

衣衫不整的儿童在马路中间穿

梭，没有任何人看管，情况十分

危险。

见此，巡查员马上将儿童

带离马路，并为其套上网格工

作服。经询问，该儿童表示找

不到家人了。巡查员断定儿童

走失，随即将其带上巡逻车，并

将情况上报智慧社区工作站。

巡查员同时联系了流管站

和社区工作人员协助查询该名

儿童信息，并联系走失儿童的

家人。当巡查员将儿童安全带

回居委会，走失儿童的家人也

正好来到。巡查员经核实确认

是走失儿童的家人后，将儿童

交给其照顾，同时教育孩子家

长平时一定要看管好小孩，不

要再出现走失的情况。

在日常工作中，英明社区

网格团队细致开展巡查工作，

及时处置社区内的突发事件。

日前，该社区网格巡查员在昌大

三度桥边的祠堂附近进行巡查

时，突然发现昌大大街一房屋里

有居民晕倒在地。巡查员立即

上前查看情况，发现当事人昏迷

不醒。巡查员立即呼叫120前

来救援，并留守现场保护昏迷人

员的安全，同时上报情况到智慧

社区工作站。120救护车赶到

现场后，巡查员协助医护人员救

治昏迷人员，并将该居民安全

送至沙头医院继续进行救治。

文/见习记者 邓泳雯

通讯员 麦淑娟

日前，九江派出所民警经

缜密侦控、跨市协作，成功抓获

一名假卖口罩真诈骗的犯罪嫌

疑人，并牵出系列电信诈骗案

件7宗。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2月13日19时许，事主林

先生到九江派出所报案称，其

于2月6日通过朋友介绍在网

上向一名自称有口罩出售的男

子转账2万元，订购了10800个

口罩。但时隔4日，林先生却

没有收到任何物流信息，联系

对方时，却被告知口罩存货不

足，将在次日给其退款。13

日，还没有收到退款的林先生

再次联系对方时，却发现自己

已被拉黑，这才意识到被骗，于

是报警。

接报后，九江派出所迅速

组织警力展开侦查。2 月 15

日，民警成功锁定嫌疑人左某

身份，但却发现其于案发后潜

逃至外市。3月13日上午，经

过连日侦查和仔细研判，民警

确定了嫌疑人左某的藏身之

处，并赶赴东莞将其抓获。

经审讯，嫌疑人左某将其

趁防疫期间口罩紧缺之机，在

网络发布销售口罩的虚假信

息，骗取事主林先生2万元的犯

罪事实和盘托出，并供认了其

在肇庆德庆、顺德龙江及南海

西樵、九江实施的其余7起假卖

口罩诈骗犯罪，涉案金额达7万

多元人民币。

原来，今年2月初，嫌疑人

左某玩手机时看到别人在网上

卖口罩的信息，随即盗用相关

图片在自己的朋友圈上发布虚

假售卖广告，很快便有不少人

找上门下单。但事实上左某手

上根本没有口罩货源，遇到事

主打电话、发微信催促交货时，

他就以口罩货存不足、物流延

迟等各种理由拒绝发货。当被

买家紧催时，他就干脆玩起失

踪，不接听电话、不回信息，甚

至拉黑删除买家。

目前，嫌疑人左某已被公

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九江派出所疫情防疫、打击

违法犯罪两手抓、两不误，对涉

疫违法犯罪坚持“零容忍”的打

击态度，为疫情防控营造平安

有序的社会治安环境。截至目

前，九江派出所共查处涉疫违

法犯罪案件20宗，其中查处涉

疫行政案件19宗，查处30人，

侦破涉疫情诈骗案件8宗，强力

震慑涉疫违法犯罪，全力为抗

击疫情护航。

文/见习记者 沈芝强

通讯员 朱明菲

转账订购口罩
卖家却玩失踪

儿童走失，
网格员助其找到家人
英明社区网格巡查员妥善处置各类突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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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智慧工作
站坐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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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义

忠义村
内片区

关翠霞
关建基

黎月芬 18038736972

麦淑娟

忠义工
业片区

廖志新 关建锦 13630119209

昌大
昌大
片区

崔伟彪 崔锐文 
崔志坚 18038736973

关亮兴 18038736974

村尾
村尾
片区

廖群开 关冠杰
廖锦明 18038736976

崔耀源 1803873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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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抓获口罩诈骗案嫌疑人。 受访者供图

入户探访精神障碍患者，指导他们科学用

药；上门为长者免费义剪，解决他们理发难的

困扰……疫情期间，镇内各界在全力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关注弱势群体所想所需，传递社

会的关爱。

疫情期间，九江积极关爱弱

势群体，传递社会温暖

春季是精神障碍患者病情

容易波动时期。疫情期间，“守

护天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陪

护计划服务项目一直关注镇内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情况，除了

普及防疫知识外，还为有需要

的患者给予及时的服务。

家住九江镇的刘某是一名

失独妇女，日前，大同社工通过

电访发现刘某说话的语气较

慢、显得呆滞，出现了精神状况

不稳定的症状。见此，社工联

合精防医生入户探访。

在入户过程中，社工通过

与刘某交谈，了解到刘某受疫

情影响，长期在家中，觉得心情

烦闷。加上刘某是失独老人，

平日里缺少可倾诉的对象，且

刘某服药后觉得胃痛，自行停

用了一种药物，导致出现精神

状况波动。

原来，刘某每天下午4时

吃晚饭后服药，时间太长，晚上

胃酸增多导致疼痛。为此，精

防医生耐心地为刘某讲解了药

物的作用，指导刘某推迟晚饭

时间后再服药。

当日，社工与精防医生为

刘某进行了新冠肺炎防控相关

健康卫生知识的宣教，建议刘

某在防疫期间，可以每天在家

中进行伸展腰肢运动，看喜剧，

适当在小区散步，放松心情。

在每月的电访过程中，精

神障碍患者关某家属向社工

求助，反映关某精神状况出现

波动，自行把药物丢弃。得知

情况后，社工与精防医生入户

为关某进行了病情诊断。

在问诊过程中，发现关某

的幻觉症状严重，自己认为病

情已好，实际上有些行为自己

无法控制，甚至有喜欢捡别人

的烟头来抽、喝别人喝过的饮

料的行为。为此，精防医生对

关某进行了相关健康卫生知识

的宣教，同时耐心引导关某明

白严重幻觉是因为不稳定服药

导致。最终，关某答应重新服

药。

入户探访精神障碍患者 为长者提供爱心义剪服务

“剪完头发，
清爽多了！”

水南社区83家企业全部复工
该社区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实现社区防疫和复工复产“双手抓”“双胜利”

■水南社区党委书记崔永成在社区巡查。

志愿者为老人理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