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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出生的杜颖贤，

是狮山大学城社区的一名预

备党员。一个阳光开朗又心

思细腻的姑娘，平日里工作在

基层一线，这次疫情防控中也

充当生力军。2003年非典

时，她还是个孩子；2020年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她已经是

个肩上负有责任的大人。

春节前她就开始关注新

冠肺炎疫情，那时候她还觉

得这事离自己很远。大年初

一，她接到了上班的通知，开

始到社区里宣传、排查。这

个能干的小姑娘迅速成为

“多面手”。张贴海报、拉挂

横幅、派发防疫宣传资料

……每天穿上红马甲，一个

口罩，一件雨衣，便是她的全

部武装。

在排查居民信息时，有

的家庭对防疫工作不理解，往

往对社区工作人员大发脾

气。每当遇到这种时候，她都

会耐心解释，争取居民的谅解

和配合。“有时我们到居家隔

离人员家里走访摸排，居民对

我们有点排斥，不给开门是经

常事儿，有时还会骂人。”她

说：“这个时候，受了委屈也只

能忍着，非常时期，我们更得

注意工作方式。”

每天一大早在大学城社

区都能看到杜颖贤忙碌的身

影，逐门逐户排查、生活采

买，无论是果蔬还是米面粮

油，她都第一时间送到居民

手中。因此隔离人民也渐渐

配合起来，从一开始被动接

受监控，到后来每天自主监

测并报告体温。

为了让居家隔离户安心

“宅在家”，她化身“配送员”，

为他们送去生活物资；为了

保障本地居民安全，她化身

“话务员”，为居民传递的防

疫信息，安抚他们焦急不安

的情绪；面对来自重点区域

的居家隔离户，她化身“医务

员”，通过微信，记录和观察

体温变化。杜颖贤灵活转换

身份，用自己的力量编织一

张爱心网，同事们都称她为

“多面手”。

“同样是一线人员，我做

的事情跟医护人员做的事情

相比，算不上什么。”连日来

高强度、高节奏、高质量的抗

疫工作，难免会让小姑娘感

到有疲惫和艰苦，但是她从

没说放弃，从没停下忙碌的

脚步。“现在社区需要我们，

即使负重前行，我也要挺身

而出。”杜颖贤坚定地说。

静待春日，山河无恙。

杜颖贤面对疫情没有迟疑，

没有畏惧，用行动站好每一

班岗，用青春守护社区安全。

做登记、测体温、讲解疫

情防控措施，全程热情服务，

有效缓解返岗人员的紧张情

绪……考虑到目前驿园社区

人员少、任务重、压力大，黄

垣星作为狮山镇驿园社区各

个检疫岗位的统筹人，他尽

可能在分流点把返岗人员的

基础信息摸排清楚，减轻社

区的工作负担。

从2月6日开始，黄垣星

和他的团队就像螺丝钉一样

紧紧“拧”在了防疫岗位上，组

织人员到岗到位，实行24小

时轮流值守制度，及时疏散到

站人员，减少聚集，确保各个

时段返程人员都能及时转运。

一个多月来，黄垣星未休

息过一天，每天在岗工作12

小时以上。睡觉前心里还记

挂一线的情况，总是睡不安

稳。不知不觉，黄垣星就瘦了

一大圈。用他的话说，“衣带

渐宽终不悔,这是对我在防疫

工作中最好的‘回报’，比去健

身房的效果还要好。”

近段时间，随着复工复产

的到来，狮山镇官窑城区人流

量和车流量不断增大，流动人

员和车辆在一些卡口上有着

显著的数量变化，为了助力企

业顺利复工复产，摸清返程员

工的基本情况，督促落实防控

措施、及员工防护，稳定返企

员工的情绪和信心，官窑城区

的卡口值岗站由最初的10个

变成18个，继续加强对从重

点疫区方向来官窑的人员进

行排查和管控。

2月13日凌晨，一辆送

货车辆途经官窑进入驿园社

区的，值岗人员对车上两位

送货司机进行测温，显示

37.6℃ ，另 一 名 送 货 员

37.4℃，并伴随有咳嗽、头晕

等症状，身体不适。值岗人

员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马

上打电话向黄垣星汇报。

黄垣星接到值岗同事的

信息后立刻赶往值岗卡口，

并把现场两名人员的发热情

况，及其十四天的行程记录，

上报到驿园社区疫情防控微

信群。社区党委值班领导收

到信息后，第一时间安排官

窑医院医生及社区民警到达

值岗卡口，为这两名送货员

检查身体情况。并在电话里

督促现场值岗人员，做好自

我防护工作，由于情况紧急，

民警立即将两名送货人员送

到官窑医院进行检查，医生

计检测，测出两名送货人员

的体温都是37℃，其中一名

送货人员患有支气管炎，所

以有咳嗽现象。

“虽说是虚惊一场，但越

是紧要关头越是不能怠慢。”

黄垣星表示，自己和队员们

将更用心布控社区疫情防控

卡口，确保措施到位、检测到

位、防控到位。

“看到疫情形势这么严

峻，我马上打电话给社区居

委，要求去前线帮忙。”狮山

镇塘中社区兴祥南小区60

岁的楼长周肖杏说，她还联

系其他楼长一起参与，积极

加入防疫志愿队伍中。

疫情防控就是要和时间

赛跑。为了做好防疫宣传，塘

中社区想要尽快在每一栋楼

张贴防疫倡议通知，告知居民

疫情期间不串门、不聚会、不

聚餐，做好个人防护。1月31

日，周肖杏、陈秋妹、杜志明、

廖桃花等25名防疫志愿者，

主动领取派发并张贴防疫通

知的任务，短短两小时就跑遍

社区18个老式小区，将宣传

单贴满495栋楼。

“我主要负责兴祥南和

兴祥西两个小区50多栋楼

的宣传单张贴，有春节回家

过年尚未回来的非户籍住

户，还要将温馨提示张贴到

家门口，提醒对方回来后第

一时间向居委会报备。”周肖

杏说。而楼长陈秋妹为了加

快速度，还叫上丈夫一起张

贴宣传单。“早点完成，就可

腾出更多时间为社区分担其

他工作。”

“别看塘中社区的楼长以

长者居多，但他们总是在社区

需要的时候，一呼百应，挺身而

出，做起事情来一点儿也不比

年轻人差。”塘中社区党委委员

林琼欢表示，塘中社区200多

位楼长们还主动为18个小区

消毒杀菌、参与岗亭值守，为一

线防疫工作人员送糖水、凉茶，

协助区建立完善的联防联控体

系，筑牢“防疫墙”。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

无数“隐形”的小人

物，支撑着狮山镇这

座城市正常运转，让

救治患者的白衣战

士无后顾之忧，让大

家可以安心地“宅”

在家里，让我们的生

活保持安好。他们，

像陀螺一样满负荷

工作，只为守好最后

一公里，筑起家门口

的战疫防线。

衣带渐宽他当成减肥

楼长跑遍社区张贴防疫宣传单

预备党员成抗疫一线“多面手”

■黄垣星在值守点为村民测量体温。

■周肖杏

（左）与其

他楼长一

起张贴防

疫宣传单。

■杜颖贤（右一）为隔离观察人员采购物资。

统筹/见习记者何万里

文/图见习记者何万里李福云梁凤兴

“各位辛苦了，快来吃

饭，我去顶着先。”作为狮西

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经

联社社长，何应伟已经记不

清这是近段时间来多少次为

一线防疫人员送餐了。

在疫情期间，何应伟既

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卡点

值守、协调物资、搭帐篷、村

内巡查……防疫工作事无巨

细，忙得像打仗一样，但仍然

抽出时间，变身“快递员”，将

热腾腾的饭菜第一时间送到

一线人员手中。

狮西村委会也在外围主

要路口设了三个检查点，主

要由村委会工作人员24小

时轮流值守。由于这三个卡

点链接着外面的主要交通道

路，车辆比较多，往往在下班

高峰期排成“长龙”，一线人

员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

而何应伟往往下午下班前，

将饭菜分别送去各个检查

点，他自己接班顶替坚守人

员，好让他们吃上热饭。

“既要保障各项防疫工

作有序开展，又要抓紧时间

复工复产，很多事情堆在一

起，村委会工作人员全都派

出去了，人手不够，很多事情

也需要自己亲力亲为，包括

送饭。”何应伟表示，现在狮

西村很多党员志愿者、社委、

村民都积极参与一线疫情防

控，希望在大家同心协力下，

能够为村民牢牢守住家门口

的最后一关。

村书记为一线防疫人员送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