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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面前，我时刻谨记着

自己不仅是一名社区工作人

员，更是一名党员，要不怕苦不

怕累，做好本职工作，起到党

员应有的榜样作用。因为，

‘大家长’早已给我们做了很

好的示范表率作用，我要像她

一样有担当，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年初抗疫期间，狮山镇

罗湖社区储备人才、罗湖花园

党支部书记刘丽兰在“大家

长”的率领下，积极投入到抗

疫当中。

刘丽兰口中所说的这位

“大家长”，就是有着24年党龄

的狮山镇罗湖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黄黎意。在这场

新冠肺炎疫情攻坚战中，作为

狮山镇5300多名党员中的一

员，在镇党委的号召下，黄黎

意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

用，冲锋在前，带领党员、社区

工作人员、志愿者奋战在基层

一线，党群合力，共同守护着

社区8万多名居民。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

金。疫情来袭，党员冲锋在

前，就是要实干。大年三十，

面对阖家团圆和群众的生命

安全，黄黎意选择了后者。为

进一步部署社区防疫防控工

作，当晚，黄黎意与班子团队

回到办公楼开紧急会议，商讨

疫情应对措施。

罗湖社区作为城市社区，

合计占地3.3平方公里，常住

人口超8万人，共有15个小区

以及345栋散楼。人口基数

大，流动人口多，管理难度高，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如何有

效合理部署？如何凝聚全社

区之力共同抗击疫情？这成

了罗湖社区党委面临的首要

防疫难题。

然而，基层防控的难度和

压力再大，黄黎意都有一个原

则，那就是“对辖区的情况要

做到心中有数并行之有效”。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为罗湖社区的带头人，黄黎

意首先运用微信群等渠道广泛

发动党员和群众。从1月29日

开始，罗湖社区以坚持党建引

领、网格联动、全员参与的方

式，多形式多举措开展防疫工

作，党员志愿者、小区楼长、退

伍军人等纷纷响应黄黎意的号

召，站上了抗疫一线。

他们，或逐户巡查，或宣

传劝导，或上报信息，或轮班

值守……为8万多罗湖居民的

生命健康筑起安全防线，为社

区卫生安全保驾护航。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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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黎意，狮山镇罗湖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党龄24

年。在这场疫情攻坚战中，面对

人口基数大、流动人口多、管理

难度高的罗湖社区，她发挥党员

带头作用，带领罗湖党员、工作

人员、志愿者走在社区防疫防控

一线，用实际行动获得了社区群

众的认同和肯定。

抗疫省级拟表彰对象公示，狮山罗村罗湖社区党委书记黄黎意入选

社区“大家长”带头守好“大家庭”

赖玉英：百日防疫坚守 十年志愿服务
踏上志愿服务之路，只为服务更多人，让人生变得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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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玉英，女，60 岁，2010 年

退休后便投身于志愿服务。十

年如一日，无论是社区、南海福

利中心、孝德湖公园，还是广场、

小区，哪里有需要，她就出现在

哪里。现为狮山镇罗村中心广

场志愿V站站长。

10月9日，据广东省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消息，省委、省政

府决定，以省委、省政府名义

表彰一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斗争中涌现出的先进个人

和先进集体，以省委名义表彰

一批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和

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其

中，拟表彰狮山镇罗湖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黎意为

广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今天我们一起来了

解她的先进抗疫事迹。

文/珠江时报记者杨世聪 图/黎小文罗湖社区

率先垂范 冲在社区防疫一线

连轴工作 获得同事群众认可
一线人员站岗并不是想象

中的简单，辛苦只有他们自己清

楚。所以黄黎意只要一有空，总

会到现场看一看、问一问、聊一

聊。当散楼片区从晚上10时到

次日早上8时增设深夜关卡值

班岗位后，她便多次走访深夜

岗；对重点对象、重点场所进行

排查；多次到防控执勤点，了解

需求、协调物资等。

从早上8时回到办公室，到

深夜10时甚至是11时才回家，

黄黎意连轴转的每一天，大家都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时，一条

记录社区防疫志愿服务情况、为

黄黎意加油打气的小视频就活

跃在罗湖居民的朋友圈。

视频制作参与者之一的刘

丽兰表示，罗湖社区疫情防控工

作强度其实挺大的。“有一天我

站晚岗，看到书记还在检查岗

点，黑夜中一个人拖着疲惫的身

躯走在冷清的街道上，觉得我们

书记特别不容易，很心疼她！所

以召集各个岗点的人秘密录制

了这个视频，想着可以为她为社

区做点什么打打气。”

黄黎意带领社区工作人员

在疫情防控一线真干实干，不仅

得到了同事的认可，更得到了居

民的肯定。那时还有热心居民

来到罗湖警务室，送来39个防

护镜，仅留下一句“你们一定要

做好自我防护”，便转身离开。

科学防控 提高疫情防控效率
面对疫情，除了广泛发动

党员群众，科学有序防控也是

至关重要。对于这点，在黄黎

意带领下的罗湖社区也有自己

的一套。

为进一步提高疫情防控效

率，在狮山镇委、镇政府的指导

下，在抗疫形势最严峻的时候，

罗湖社区在居家隔离人士家门

前安装监控，监督居家隔离人

士的隔离情况，让居家隔离措

施落实到底。

针对散楼片区的防疫，黄

黎意也丝毫不松懈。罗湖社区

散楼片区共设置了22个关卡检

查点和15个小区大门防疫检查

点，24小时把守，同时通过对600

多户居民派发出入卡，加强散楼

片区出入人员管理工作。对于

办理出入卡，黄黎意一再叮嘱值

班人员要做好群众的解释工作，

务必要“细致细致再细致”，比如

对患有耳疾的居民要耐心说明

办理出入卡流程及使用方式。

此外，为了让社区防疫防控

工作更加专业和科学，罗湖社区

联动南海区人民医院义务团队，

对关卡志愿者开展防疫卫生知

识科普服务，包括正确佩戴口

罩、手部清洁、防疫知识宣传等，

加强关卡志愿者的防疫知识水

平。在小区防疫防控工作方面，

黄黎意同样给予关注和指导，协

调南海区人民医院医务人员走

入各小区，为物业保洁人员进行

防疫科普培训。

“您好，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0月10日晚，狮山镇罗村中心广

场志愿V站站长赖玉英如常在

孝德湖游客服务中心值班，为游

客提供疫情防控、道路指引、景

点介绍、垃圾清扫等志愿服务，

结束回到家时，已经快22时。

这只是赖玉英10年志愿服

务生涯的一个缩影。2010年退

休后她便加入志愿服务，哪里有

需要，哪里就有她的身影。在防

疫一线卡点值守四个多月，参与

文明交通劝导一站就是一个多

月，义剪、垃圾分类宣传、探访等

志愿者活动她也不落下。

“每天在检查点值守，一

站就是10个小时，还是挺累

的。但关键时刻，我不能退

缩。”凭借这样的韧劲，赖玉英

从1月30日开始在狮山镇罗

湖社区检查点值守，直至5月

17日检查点撤走后，她才肯歇

下来。

3个多月109天，现在回

想起来，赖玉英诸多感慨：“封

城、封路、封社区，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样的阵势，怎可能不

怕？但相对于医务人员、警

察，我们安全很多。”克服心中

恐惧的赖玉英，选择在工作强

度大的罗村新湖二路广泰超

市（罗村喜购店）卡点值守。

“这个检查点人员繁杂且

人流量大，因为靠近罗湖市

场，每日出入的人特别多，所

以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不能有

丝毫马虎。”赖玉英说，出入的

每个人她都做好登记，检测体

温，担心中午回家吃饭卡点人

手不够有遗漏，总是匆匆扒几

口饭菜便返回卡点值守。

除了在检查点值守外，赖

玉英还利用空闲时间派发防

疫通知、去各岗点消毒杀菌。

在赖玉英的带动下，罗村中心

广场志愿V站30多名志愿者

也站了出来，积极支援罗湖社

区抗疫。“那段时间大家都很

累，但是能够给街坊们一个安

全放心的生活环境，再苦再累

也值得。”赖玉英说。

109天坚守防疫一线

10年志愿服务不停歇
“看到他们为进出的每个人

登记、测温，让我们觉得很安心，

真心为他们点赞。”狮山镇罗湖

社区居民李姨说，起初看到有些

人不配合，担心测温枪会传病毒

不敢测，她也会帮忙向街坊们解

释，“希望能帮上一点小忙。”

得到群众的认可及称赞，是

赖玉英10年志愿服务的动力。

2010年，赖玉英退休后闲着无

事，知道罗湖社区需要招募文明

交通劝导员，便第一时间报名。

“记得那时是七八月，站在太阳

底下，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两腿也站得发软。”赖玉英回忆，

自从那时起，她就开始参加大大

小小的志愿者活动。

2014年罗村中心广场志愿

服务V站成立，赖玉英成为其中

一员。每年传统节日，她都会和

其他志愿者们一起走进南海福

利中心，为长者们送上精心准备

的节目、慰问品，陪他们玩游戏、

散心。“每年除夕和大年初一，我

们都会陪他们过节，看到长者们

开心，自己也高兴。”

努力服务更多市民
凭借多年的努力，赖玉英

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认可，于

2019年被共青团狮山镇委员会

推荐为罗村中心广场志愿V站

站长，自此她觉得肩上的担子

重了。在她的带领下，罗村中

心广场志愿V站的志愿者，不

仅在该站点提供便民服务，还

在狮山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孝德湖游客服务中心设点，为

更多市民服务。

在2019年底，赖玉英与伙

伴们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成功

申报罗村社会管理处公益创投

项目，获得15000元的资金，让

义剪便民服务进入常态化。“不

到一年时间，我们就开展了11

场义剪活动，服务近600人次。”

赖玉英介绍，有了活动资金，义

剪活动现场还设置垃圾分类、义

卖、手工制作、知识问答等摊

位，满足不同的群体，为市民提

供多元化的志愿服务活动。

此外，赖玉英还通过链接

社会资源，探访慰问罗村社会

管理处的困难家庭。今年中秋

节前，她就与伙伴们为塘头社

区的6户困难长者家庭与两户

困难志愿者送上慰问品及节日

祝福，第一次探访了除南海福

利中心以外的长者。

“现在很忙，要负责岗点值

班人员安排、新人注册、答疑、

策划活动等，每晚看微信到

12时。幸好有爱人支持，家务

均不用我操心。”谈及此，赖玉

英露出幸福的笑容，她表示，10

年志愿服务路，只为服务更多

人，帮助别人的同时，收获快乐

与成就感，让人生变得有价值。

■抗疫期间，黄黎意夜晚到值岗点检查防疫情况。

■疫情期间，赖玉英在检查点值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