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党委暖心护送发烧男婴、党员每天站岗超13小时、劳保店主自发捐献防疫物资……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这些瞬间温暖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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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一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让全国人

民无比揪心。在国家倡议人民

群众不聚集、不串门之下，城市

的人气比过往大为减少。然而，

有一群人，总是在各个小区门口

守护着，他们或许是党员、志愿

者、退役军人中的某个角色，这

次，一位集以上身份于一身的

人，以身作则引领居民参与小区

出入口检查。他叫程新，是联和

社区嘉禾新城居民，同时是一名

党员志愿者、退役军人。1月29
日，程新第一次参与罗湖社区某

住宅小区的出入口检查岗站岗

志愿服务工作。

直到1月31日，嘉禾新城

开始在西门设置出入检查岗，

程新知道消息后，马上穿上志

愿者服，站在第一线参与其

中。从那时开始，每天早上 8
点，程新就已投入到检查工作

中。“阿姨，你的口罩要再往上

提一下，盖住整个鼻子，再捏一

下里面的金属条。”量体温、登

记信息、提醒出入居民正确佩

戴好口罩，是该岗位工作人员

的主要工作，虽然有些单调，但

程新依然每天坚持。

“多数居民都很配合我们工

作，大家都了解目前的防疫形势

严峻。”程新也曾遇到一些不理

解的居民，但他没有退缩，依然

积极耐心地协调解决问题，最终

该居民配合戴上口罩。“我的家

人们都很支持我出来站岗，这为

我注入强大的动力！”

“我觉得我参与站岗，能帮

助社区减轻人员工作压力，他们

人手很紧缺。”据悉，这些天，程

新将每天都分成4部分，早上为

嘉禾新城站岗、下午为罗湖社区

某小区站岗、晚上再返回嘉禾新

城站岗，每天约13小时都在参

与防疫宣传、检查等志愿工作，

几乎没有私人闲暇时间。“虽然

累，也有点冷，但是我很喜欢为

大家服务，保护好我们的家。”

程新表示，做志愿者是凭真

诚内心才能长久，能为社区出

力，感到很满足。“有人把我站岗

的照片发到党员群后，有5位社

区党员主动跟上，参与小区门口

站岗，我很开心。”程新说。

DAY1

我们都是新狮山人，居住在联

和社区，狮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本

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我和女儿回

到家乡，那是疫情发生地，但在此之

前，我们都不知道情况如此严峻，直

到钟南山院士说了最新情况，结合周

边城市实际情况，我开始担心我们不

能回狮山了。于是，我和女儿马上检

查自身状况，连夜开车启程返回狮

山。1月25日，社区得知我从疫情

发生地回来，便通知我要进行居家医

学观察。第一天感觉还好。

DAY2

今天居委会工作人员联系我，

让我们一天测2次体温，并通过微

信把数据发给她。今天一家人的体

温都很正常，这次春运我们是私家

车出行，应该能避免感染吧。

DAY6

孩子的爷爷帮我们买了很多

菜，放到门口就走了。这个新年也

没机会正式给他们面对面问好，他

们还忙前忙后帮我们买菜。我们

也有段时间没聚了，不过现在还是

遵守规矩吧。

DAY8

居家医学观察期间，每天都在

家里，第一次能这么长时间陪伴女

儿，这也算是一点欣慰吧。能有时

间看着她写字、学算术、练跳舞，感

慨女儿长大得有点快。

DAY10

我联系了母亲，他们在家一切都

安好。去年底妈妈身体不好做手术，本

想今年回家好好陪陪她，因为这场疫

情，让我没在娘家呆够就赶回佛山。我

的内心考虑是女儿上学和自己工作，倒

是很少考虑为家中两老做些什么，平时

也帮不上什么忙，有点愧疚。

DAY14

今天是居家医学观察的最后一

天了，我们一切如常。很感谢社区

这些天的帮助，同时也感谢孩子的

爷爷帮我们买菜。最后，还要感谢

在老家的哥哥姐姐、嫂子姐夫代替

我照顾妈妈，这段经历将是难忘的。

14天，让他们记住生活中的小确幸
3位接受居家医学观察的市民通过写日记的形式，分享观察期间的那些事

■容冬梅（右二）向小区捐献3000个口罩。 图片由供稿人提供

罗村有爱，小城有大温暖。当前，南海区社会各界

正共克时艰，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疫”中，有人义无反顾冲锋在前，有人急

人所难伸出援手，也有人放弃高额订单为一线工作者

送去物资……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为抗击

疫情贡献力量，共同守护这座可爱的城市。

“幸好只是普通感冒，不

然才9个月大的男婴一旦感

染，对这个家庭是何其沉重的

打击。”忆及这次“险情”，招大

社区党委委员招德和依然有

点后怕。

2月6日18时许，招德

和接到社区居民招梓明的一

通紧急电话，招梓明电话里称

自家一位租户的儿子小明突

发高烧至 38度多，向其求

助，但当下时势，他也不敢贸

然前去帮忙。

这位租户是名约 30岁

的年轻妈妈，名叫彭定菊，

他的丈夫何良平一直在湖

南老家。对于 9个月大的

孩子突发高烧，她担心是不

是被感染了，当下就慌了

神。“我不知怎样去医院，也

不会开车，甚至连医院怎么

看病的流程我也不太懂，只

好向房东求助。”

消息传到招德和处，他

当机立断，鼓励房东不要怕，

同时和他一起，戴好口罩，连

夜开私家车将母子俩送往罗

村医院，全程跟进挂号、缴

费、验血、开药。检查后，医

院初步认定小明是普通感

冒，他拿了药便将母子俩送

回招大社区。

本以为吃了药就没事

了，没想到2月7日早上，小

明发烧不退，只好再次赶往罗

村医院，医生建议住院进行进

一步检查治疗。招德和得知

小明的米糊吃完了，但绝大多

数母婴店还未开门，他便联系

了相熟的一家母婴店购买了

奶粉送给小明。

“和哥，我小孩没有什么

大问题，是普通感冒，CT显

示并未感染，谢谢你们关

心！”2月 8日，何良平给招

德和发来微信，表示进一步

检查结果确认小明并未感染

新冠肺炎，还发来“点赞”表

情向招德和表达谢意，自己

也正收拾东西准备返回罗

村。直至此刻，招德和才放

下心头大石。

“孩子是早产儿，身体比

较弱，这次真的很感谢和哥跟

房东。”彭定菊说，这次幸亏招

大社区党委急民之所急，才让

她不至于手足无措。她也建

议其他有类似情况的街坊不

必惊慌，有需要时可及时联系

社区。

“现在疫情形势依旧严峻，

外面口罩估计也不好买，所以就

有了出一分力的想法。”1月29
日中午11时许，狮山镇罗湖社

区龙光君悦龙庭小区业主兼二

期15栋楼长容冬梅，主动向小

区捐献3000个口罩。

“整天在小区微信群看着邻

居们买不到口罩，宅在家里几天

不敢出门，我觉得挺心酸的。”容

冬梅告诉笔者，她在禅城区城北

批发市场做劳保用品批发生意，

近期手上堆积了数百万个口罩

的订单，但苦于进不到货，因此

对于口罩暂时紧缺的“行情”非

常了解。而这批捐赠的 3000
个口罩，则是容冬梅花了约

6000元从其他店里想方设法购

置回来的。

好不容易买到货，为何没

有优先卖给订货者以此盈利

呢？“现在是全民战‘疫’，我觉

得在危急关头，作为市民能出

一点力就出一点力，不能只盯

着钱看，也要履行应尽的社会

责任。”容冬梅说，通过多年从

业经验，她确保这批口罩安全、

健康，希望能为龙光君悦龙庭

小区乃至罗湖社区的抗疫工作

出一份力，“接下来若有机会买

到更多，我可能会捐献给附近

学校。”

目前，该批口罩已通过社

区、小区物业分发到各值岗点，

供站岗志愿者、工作人员每日使

用。此外，为了应对返工复工

潮，自2月8日起，罗湖社区开设

外滩桥头治安岗亭、外滩桥头、

城中路入口（社区幸福院旁）、城

中路入口（兴业楼旁）、罗湖一路

（旧广泰与报亭路口）、罗湖桥头

等6个点深夜值岗点，每晚22：
00至次日8:00对进出社区人

员进行联防联控。

招大社区

男婴突发发烧社区党委暖心送医

联和社区

党员主动站岗每天连站“三班”

■程新给进出的街坊测量体温。

罗湖社区

劳保店主放弃盈利
向社区捐3000个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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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疫情发生地回到狮山罗村的周小姐、勇哥和四姐，他们分别从1月25日、26日和27日开始接受居家医学观察，在家里，
他们写下日记，记录这段难忘的经历……也正是像他们这样需要居家医学观察的人员的积极配合，狮山罗村的疫情防控工作
才有了意义。他们也深信，只有对疫情的严防死守，才能取得最终的抗疫胜利。

DAY1

今天社区工作人员主动联

系我们，给我们一家四口讲解

一些自我保护和居家医学观察

的注意事项，也填写了居家医

学观察承诺书和情况登记表。

他们都很热心，不仅提供垃圾

桶、体温计和84消毒液，还告

诉我们有物质需要的时候可以

随时提出来。虽然对接下来的

日子有些忐忑，但我想这是我

们应该做的。

DAY3

收到社区来电，工作人员

详细地询问我们的个人情况，

包括回老家的时间、返回佛山

的具体时间、使用的交通工

具，还有工作地址、学习地址

和现在居住地址，以及健康状

况，工作非常认真。他们每隔

两天来收取一次垃圾，我们每

天也向社区上报体温数据，大

家都坚守岗位各司其职，我对

社区也有了更多的归属感。

DAY6

小孩每天都有网络课程和

手工暑假作业，我也跟孩子经

常玩一些互动游戏。孩子问我

为什么身体健康还要居家医学

观察，感觉没那么自由了，我也

耐心地对他进行了开导，告诉

他为了更快恢复正常生活和学

习，每个人都理应作出相应的

付出。

DAY11

新的资讯越来越多，好消

息也频频公布。虽然还没到

“拐点”，但我相信局势已经慢

慢转好，大家一定要做好自我

防护。

DAY14

终于办好了解除居家医学

观察手续，看着头上的阳光，我长

舒了一口气。听说疫情发生地

以外的地区，新增确诊病例已经

连降6天，我对祖国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有了更大的信心！

DAY 1

今天一家四口人驾车返回

狮山罗村，将已返程信息上报

后，当晚儿子接到罗湖社区工

作人员电话，被告知需要进行

居家医学观察14天。

需要接受居家医学观察，

起初确实有些不理解，但在儿

子的劝说下也接受了。第一

晚，孙子吵着要下楼玩，但最终

被制止后上床睡觉。

DAY 2

今天看了很多新闻，也明

白了此次疫情的严重性，全家

也主动配合政府工作。每天上

下午，儿子都会为全家每人测

量体温并拍照，发回给物业管

理人员。下午，还收到了社区

的《致广大返粤人员一封信》并

认真阅读。

另外，物业公司也为我们

配置了一名专职“管家”，我们

通过联系“管家”，购买了一些

肉菜和生活用品，速度也很快，

不到一个小时就送上门来了，

点赞！

DAY 4

今天，有社区工作人员打

电话给儿子咨询我们的个人情

况，包括离粤时间、返粤时间以

及交通工具、详细路线等，我们

均一一给予答复。

DAY8

居家医学观察一段时间，一

家人也享受了难得的相聚时

光。每天起床后就一起看电视，

然后就一起准备午饭，闲谈一些

家常。饭后我一般会带着小孙

子去阳台玩一会，打发闲暇时

光。今天还联系了“管家”，让她

送来一些牙刷、毛巾、洗发水等

日用品，速度依旧“给力”。

DAY 12

第12天，除了爱闹腾的小

孙子外，一家人基本适应了这

样的生活。今天上午，社区工

作人员还为我们送来了汤圆和

水饺，并在微信送来了元宵节

祝福。吃着热腾腾的汤圆，心

里暖暖的，希望疫情能早日远

去。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第一次这么长时间陪伴女儿
姓名：周小姐

社区：联和社区

经历：从疫情发生地回佛山，返回路上主动申报情况，1月

25日起开始接受居家医学观察。

对社区归属感与日俱增
姓名：勇哥

所属社区：联星社区

经历：1月25日从疫情发生地自驾车返回狮山罗村，1月26日到达

目的地前在高速上主动上报狮山行政，后被告知需要进行居家医学观察。

专职“管家”让我们生活安心
姓名：四姐

所属社区：罗湖社区

经历：家住狮山罗村罗湖社区，在佛山工作，2020年1月27日

从疫情发生地自驾车回到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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