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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沥观察
坚守基层

筑起社区防护网
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

医院救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

控阵地。疫情来临，还有一群守护

群众家门口的人大代表。

面对身后数千名沥雄居民，大

沥镇人大代表、沥雄社区党委书记

谢彩华从不敢懈怠。在疫情前期，

沥雄社区针对社区内无物业老旧

小区、单体楼较多的情况，果断实

施封闭管理。在重要出入口检疫

岗点，谢彩华几乎每天都抽时间前

往询问情况，及时调整安排和解决

实际问题。在她的带领下，沥雄社

区还提炼出“1+1+N”齐心战疫社

区服务策略，以“面-线-点”社区服

务模式，分层分类精准服务。

“先测量体温，办了电子通行

证了吗？”这是李衍昌近两个月来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住在六联社

区的他是一名镇人大代表。自1
月21日起，他就投入到防控工作

中，“肯定是辛苦的，但作为一名人

大代表，我们肯定要冲在第一线。”

疫情发生后，像谢彩华、李衍

昌这样的人大代表参与抗“疫”一线

的场景还有很多。他们奔走在大

街小巷、村居农舍，开展防疫宣传、

排查登记等工作。据统计，在大沥

镇内的各级人大代表中，组织本社

区(单位)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有

96人，参与卡口排查、信息排查、组

织物资工作的有105人，参与防控

知识宣传及其他防疫工作的有

137人。拼在基层、坚守阵地，他

们忙碌的身影让老百姓真切感受

到“人大代表守护在我们身边”。

奔走一线勤履职防疫复工勇担当
大沥镇各级人大代表响应号召，发挥代表作用，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个光
荣的称谓，更意味着沉甸甸的
责任。在这个春天，面对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沥镇
内的各级人大代表主动投身疫

情防控、复工复产等工作履职担当。
大沥镇人大按照镇党委工作部署，立足全镇工作实际，号召

代表带头积极参与疫情防控阻击战。这两个月来，代表们或坚
守岗位，加班加点参与抗疫；或冲到防疫一线，带领群众筑牢基
层防疫网；或带头表率，捐资捐物驰援战“疫”，带头抓实防疫促
复工。

一笔笔爱心捐款，彰显人大代表的时代担当；一次次冲锋在
前，践行人大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一天天坚守一线，构建起
联防联控的钢铁长城。大沥镇的各级人大代表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去年开始，以“联络站+市民

议事厅”的融合，大沥镇打通线上

线下联系群众的渠道，致力推动

镇人大代表联络站“沥城心声”品

牌建设，拓宽了代表联系群众的

渠道。

发挥代表作用不仅体现在建

言献策上，更体现在代表们身体

力行做表率的行动上。在此次疫

情防控中，大沥镇内的各级人大

代表充分发挥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的天然优势，从各自专业领域出

发，汇民情、聚民智，助力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疫情袭来，医护行业代表义

无反顾地冲锋在前。区人大代

表、南海区第七人民医院院长曾

健就是其一。从1月底开始，他

一直带领员工夜以继日地奋战在

抗击疫情第一线。为进一步完善

新冠肺炎疑似病人的导诊分诊工

作，1月31日，曾健在医院现场

指挥临时候诊区的搭建工作。在

努力协调和各方配合下，临时候

诊区不到2小时就搭建完成。

曾健的同事、区七院党委书记

杨庆瑜也是一名镇人大代表。有

着人大代表和医者双重身份的他

们，除了统筹院内各项工作有序开

展外，也十分注重人文关怀。区七

院曾接收过一名来自疫情发生地、

需要独自隔离的12岁男童。曾健

和杨庆瑜得知男童因为独处异乡

情绪不稳时，经过商议决定邀请医

务社工介入为男童作心理疏导。

除了曾健和杨庆瑜，牛亚明、

林智锋、吴时光、樊启秀、李健民、

贾砚、曹秀文……自疫情发生后，

一个个来自大沥医护行业的各级

人大代表，与各界人士联手，在守

护群众健康的前沿阵地筑起坚实

屏障。据统计，全镇共有62名各

级人大代表参与了“三人组”、隔

离组和医疗等防疫工作。

这两个多月以来，大沥镇各

行各业的人大代表们立足各自工

作岗位，尽心尽责，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中当先锋、做表率。

他们投身于疫情防控和企

业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中，为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力量。当得知口罩配件挂耳

绳奇缺，区人大代表、广东美思

内衣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艳芬将

内衣的复工时间延后，通过技改

增开口罩挂耳绳的生产，实行

24小时运转，全力支持相关企

业提供配件。

身为市人大代表的中盈集

团董事长林治平也是其一。疫

情发生初期，身为大沥总商会会

长的林治平向区工商联建议，加

印新时代南海家书防护特辑作

为防疫手册发放给企业。在他

的带领下，大沥总商会快速反

应，将防护特辑派发到企业手

中。林治平还通过多种方式与

社会各界并肩作战，彰显代表担

当。2月和3月，中盈集团旗下

的南海新都会广场在全区率先

带头两度减租50%，合共减免

商户的租金总额超过1000万

元。此外，商场还倡议商户为疫

情发生地捐款。而林治平也通

过名下的慈善基金会，为医院等

地的一线防控人员捐赠口罩等

防疫物资。

“疫情面前，最重要大家有

信心。”市人大代表、广东兴奇集

团董事长陈传奇表示，复工复产

以来，集团先后向大沥镇政府、

里水镇政府和江西省贵溪市政

府捐赠一次性医用口罩等防疫

物资，尽最大努力贡献企业力

量。与陈传奇一样，疫情袭来

时，大沥镇的各级人大代表们慷

慨解囊，积极捐款捐物。据统

计，全镇的各级人大代表中，积

极落实本企业和员工防疫工作

的有90名，为疫情防控捐赠善

款、物资的有95名。数字背后，

折射的是代表们的尽责和大爱。

冲锋一线守护群众健康

身体力行与各界并肩作战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翠贞

通讯员谭杰荣关艳娟

■区人大代表、南海区第七人民医院院长曾健（左二）带领员工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通讯员/黄焕庄摄

“硬核”防疫
密切联系企业
重启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形势

能不能稳得住？这又是对下西社

区的一大考验。

下西社区以商业为主，平日车

水马龙。而且还有超80家小规模

厂企，这些小厂企面临着防疫与人

手不足，难以复工复产等多重压

力。

在下西社区“两委”干部杨树

雄手机里，多个微信群几乎每天都

在开着“远程会议”。“我们对所有

厂企老板进行分类管理，每天都有

社区工作人员对接沟通，密切留意

他们的需求和动向。”

早在疫情暴发初期，下西社区

就考虑到后续复工复产的压力，在

微信群每天滚动公告复工复产方

案。时至今日，社区人员每天的沟

通和防疫检查力度依然不减。

“企业复工我们都会第一时间

掌握，同时对还未复工的单位，提

前沟通，指导他们落实厂房消毒防

疫措施，提前开展安全生产排查，

在做好防疫排查保量的同时更保

质。”杨树雄如是道。

社区的一系列“硬核”防疫招

数让居民有了更强的安全感、归属

感，并不断响应加入其中。

下西新星实验幼儿园主动联

系社区，承担起为防疫一线人员送

早餐的“任务”。随后十多名老师

陆续加入到送餐队伍中，继而又引

来数百个家庭的关注与支持……

这样的爱心善举正在下西社区不

断涌现。

文/见习记者何美芬

通讯员陈国杰 图/通讯员梁平

党群携手筑牢社区防疫墙
九江镇下西社区坚持党建引领，防控防疫“高招”频出

现状：九江镇下西社区常住人口过万，户籍人口6500人，外来人员

超5500人。地处九江镇中心城区，是人员构成复杂的社区之一。

经验：建立社区党员志愿者群，号召党员群众参与卡口值守、

“扫楼”排查、组织爱心代购、爱心送餐等党群志愿服务。强化辖区

市场管理，提高技防能力。通过凝聚党群合力，筑牢抗击疫情防线。

3月23日晚，从排查的最后一户家庭出来，邝嘉颖习惯性地
又掏出手机看了下微信群。爱心代购群里，志愿者正有序登记
着明天准备采购的食材清单；出租屋群里，有业主正向社区报备
外省返回人员信息；复工复产群里，有企业商户正联系社区沟通
明早的防疫措施检查……在过去两个多月里，像邝嘉颖这样的
党员干部始终活跃在社区防疫一线。

疫情发生以来，九江镇下西社区至今保持0确诊病例。筑起
这堵坚固的防疫墙，下西社区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呢？

1月23日，九江镇下西社区

党委书记张仕成一条信息“抓紧

时间去采购口罩和医用物资，以

备防控疫情所需……”一下子把

下西社区工作人员从准备过年的

状态拉回了工作岗位。

原本准备回家的社区党委委

员、居委委员邝嘉颖，接到采购医

用物资的通知后，来不及通知家

人，拉着弟弟帮忙，一路奔走周边

采购。短短10个小时内，抢购到

9万只口罩，并赶在1月24日晚，

全部发放给社区1600多户居民。

为何能如此快速提前准备？

“应该归功于书记的好眼

力。”邝嘉颖回忆，从疫情消息传

出开始，张仕成就非常关注，并根

据经验预判，马上布置防疫工

作。“很多人买不到口罩时，我们

居民却收到社区的‘大礼包’，看

到大家油然而生的幸福感，我觉

得一切辛苦都值了。”邝嘉颖说。

口罩问题解决了，张仕成随

即又想到“菜篮子”问题。

原来，在下西社区，有九江镇

最热闹的农贸市场，每天约有1/
3的九江人会到洛浦市场采购。

他又一次用“好眼力”投向了

技能防控管理。尽管春节期间热

成像测温仪一台难求，下西社区

依然想尽办法联系购买。

2月13日，洛浦市场内，一台

花费16万元购置的热成像测温仪

投用，更快速高效检测群众体温。

该市场也成为九江乃至南海首个

安装该检测设备的农贸市场。

在疫情最严峻的时期，南海

各个村居都实行了封闭管理。

但“封”只是疫情防控的第一

步。全面摸底排查，弄清底数，

才是阻击疫情传播的关键!
这显然又是一块难啃的“硬

骨头”。

下西社区近5平方公里，辖

区内路口四通八达，且出租屋众

多，如果仅仅靠封堵路口，显然

效果杯水车薪。

疫情期间，巡夜岗成为张仕

成的工作之一。寒冷的冬日，张

仕成常常大衣一披，就去各卡口

查看值守情况，深夜2时巡查一

次，回来休息一下，4时再去巡

逻，基本上一整晚都没法睡觉。

这让他更清晰地认识到，只靠社

区工作人员值守根本不够，必须

要一起上！

危难时刻，更多基层党员和

社区志愿者站了出来!义务值

守、巡逻“扫楼”、爱心代购、爱心

送餐……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

街坊志愿者一呼百应跟着上，一

支支社区党员志愿者队伍相应

组建起来。

“扫楼”时遇到居民不理解，

怎么办？政策再讲细、讲透。

作为社区疫情信息员，邝嘉

颖印象非常深刻。大年初三，有

一名湖北籍的租客返回社区，一

直抗拒居家医学观察，她只能靠

着一张嘴，从下午3时到晚上8

时一直做思想工作，最终成功说

服租客。

居民隔离期间生活物资要

保障，怎么办？服务更细致、贴

心。

疫情初期，下西社区给出租

屋主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从一开

始的“事不关己”，到最后主动承

担物资代购。如今，在党员、社

区志愿者的凝心聚力下，下西社

区爱心代购队已组建起来。每

天由队员发布采购清单，居家隔

离的居民会根据清单在微信上

“下单”，队员们做好登记收款，

当天就把居民需要的物资送到

家门口，保障居家隔离居民的生

活。

社区档案

靠前部署购9万只口罩送居民
党群团结冲锋在战疫第一线

■下西街坊会成员派发防疫宣传单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