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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封闭管理小区注入温情
“这里有市民急需的药

品，要赶快送过去。”6月初
的佛山，已经进入夏季，最
热的温度直逼35度，桂城
志愿者姚锦祥穿着两层白
色防护服、戴着防护面罩，
驾驶着一辆装满物资的三
轮车，开往一公里外的中风
险小区——桂城平洲华福
御水岸小区。

5月29日，这个小区累
计出现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及3例无症状感染者，经
南海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小区
及周围区域实行封闭式管
理，小区风险等级由低风险
调整为中风险。

近日，记者来到平洲华
福御水岸小区，这里全封闭
后只留下唯一一个出入口，
每天有近10名像姚锦祥这
样的志愿者在这里值守，他
们为封闭区域内上万名居
民提供送餐、生活物品转
运、核酸检测采样等服务，
让这个封闭小区继续以
“爱”的名义与外界联动。

协助配送生活物资
“这些是高考考生急需的资

料，我们要另外放在一边，到时

送的时候要提醒小区物管。”在

该封闭小区的不远处，设置有一

个专门囤放生活物资的防疫区

域，进来这里的物资都要经过严

格消毒，然后姚锦祥才会把它们

搬至三轮车，运输到小区封闭区

域管理口，交由工作人员或者物

管上门配送。这样的往返，他一

天大概要走8趟，但是从不喊苦

喊累，反而觉得“很值得”。

5月29日，他从网上看到

这里征集志愿者信息，打过疫

苗、身强体壮的他马上报了名。

当天下午，姚锦祥就到志愿服务

现场报到，做好了个人防护以

后，他便直接冲在了“一线”，第

一天“上岗”就做到凌晨一时才

回家休息。从此，每天的早上9
时30分开始，在这个封闭小区

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他穿着白

色的防护服，开着一辆红色的三

轮车，装着物资以及配餐公司送

来的午餐，按楼栋分好送给小区

里的居民。

有一天上午，居民集中通过

一个卖菜平台下单，平台统一配

送了1吨多的食物过来，还有其

他网购平台送来的物资，他和志

愿者们二话不说，用最快的速度

搬运和分发。“不论烈日暴晒还

是刮风下雨，这是社会给予我们

的使命，我们必须要完成。”姚锦

祥笑着说。

一开始，姚锦祥是瞒着家人

参与本次志愿服务的，直至家人

看到新闻后才知道他扛起了如

此“危险”的工作。如今，他的家

人也从担心变成了支持，这也是

他义无反顾继续投入志愿服务

的强大动力。

传递爱感受城市温暖
由于桂城同成社区万科金域

名都发现新冠肺炎确诊和无症状

感染病例，6月4日深夜，南海区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发布最新通告，对这个小区进行封

闭式管理。听闻这个消息后，次

日，有一线支援经验的姚锦祥马不

停蹄来到这里开展新的志愿服务。

6月7日，这已经是他投入志

愿服务的第10天。在万科金域

名都小区的封闭管理口，记者看

到他娴熟地分配物资，以楼栋为

单位整齐放置好，随后便送到每

栋楼的门口交由物管配送给住

户。穿着两层防护服的他，在闷

热天气里衣服早已湿透，但是他

没有想这么多，希望自己能来回

再多送几趟。在他看来，能参与

到这样的工作中来是一种荣幸，

也是一种挑战。

”南海桂城是一座宜居宜商

的城市，希望通过这样的行为向

大家传递更多的爱，感受到这座

城市的温暖。“姚锦祥说，自己是

个土生土长的平洲人，过去七年

都在孩子的学校参与志愿服务，

如今通过身体力行给孩子以及社

会青年树立榜样，希望有更多的

年轻人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列，

一起助力这个城市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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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城志愿者姚锦祥：

■同德社区党员志愿者罗新跃（右）连续4天协助社区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中汇社区一批在职党员坚守防疫一线，负责搬运物资、维持秩序等。

下班就“上岗”“红马甲”逆行疫线
疫情防控“红色力量”诠释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全民防疫，人人有责。
当前，全桂城团结一心投身
疫情防控工作。活跃在疫
情防控一线的，除了医护人
员、警辅人员和社区工作人
员，还有热心的“红马甲”。

“现在缺志愿者么？报
名。”“走走走，一起做志愿
者……”哪里需要他们，他
们就在哪里出现。自5月
27日至今，各社区的党员
积极报名，冲锋防疫一线，
成为疫情防控工作队伍的
一股“红色力量”，守护桂城
千万家。

在职党员踊跃报名下班就“上岗”
“5月 27日做完核酸检测

后，我就报名参加第二天的志愿

服务了。”回忆起5月底的核酸检

测采样工作，中汇社区党员志愿

者陈资湛感受颇深。自核酸检测

采样工作开展以来，他和社区其

他多名在职党员分批次冲锋在核

酸检测现场，开展现场指引、秩序

维持、协助登记等工作。

在职党员们分布在各行各

业、各个年龄阶段，但他们有一个

相同的目标：在有需要时主动亮

出身份，临时组成一支志愿服务

队，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值守。陈

资湛说，下班就“上岗”，是中汇在

职党员这段时间以来的真实写

照。“明晚有志愿者报名吧？”“现在

缺志愿者么？报名！”“报名！麻烦

审核通过。”“走走走，一起做志愿

者……”5月27日，在桂城街道中

汇社区在职党员沟通群里，不仅

有实时防控工作的播报，更有管

理员发出的志愿者招募信息。

陈资湛介绍，中汇社区的党

员群大约是2020年初建立起来

的，平时都有党员志愿服务的信

息，如普法进社区、周边环境清

扫、关爱老年人、社区人口普查和

义诊健康检测进社区等。

“大家都很关注疫情防控的

信息，在收到志愿者招募信息后，

群里瞬间‘炸开了锅’。”陈资湛回

忆，在职党员们在群里踊跃接龙

报名，不少党员在群里表示：“疫情

当前，党员义不容辞地要冲到疫

情防控一线！”“社区人员、医护人

员人手严重不足，党员应该充分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冲锋在前支

援一线……”报名的多名在职党

员临时组成了一支党员志愿服务

队，随时准备好协助核酸检测采

样工作开展。由于党员志愿者参

与志愿服务的热情较为高涨，社

区对这支临时队伍进行了安排，

更合理地安排人员和值守时间。

每天晚上，在中汇社区核酸

检测采样点，都有5位在职党员

值岗，开展现场指引、秩序维持、

协助登记等工作，服务时间一般

超过5小时，也有部分党员志愿

者通宵值岗，维护现场秩序，并缓

解居民不安情绪。陈资湛说，自

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开展以来，个

别居民担心疫情势态会更为严

峻，同时也有少数居民不以为然，

在排队和公共场合没有带好口罩

和保持合理距离，“发现这些情

况，都需要我们党员志愿者在服

务期间有针对性地宣贯、引导、解

释和督促，这样有助于提升居民

的疫情防控意识。”

中汇社区相关负责人对这支

临时组建起来的党员志愿服务队表

示感谢：“这个群体是社区核酸检测

采样工作的重要支援力量，之前他

们已经参加过疫情防控工作，这次

他们闻令而动，没有一丝犹豫，而且

表现得很专业，十分感谢！”

每天重复百次“喊话”
声音沙哑仍坚守

“请佩戴好口罩。”“请

保持一米距离排队等候。”

“请提前出示您的粤康码

……”这看似简单的话语，

像罗新跃一样的同德社区

志愿者一天要重复“喊话”

不下100次。

自5月27日起，同德

社区的志愿者们纷纷支援

社区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引

导居民有序排队，协助居民

登记信息，搬运防暑、防疫

物资等。核酸检测采样工

作开展期间，高温和暴雨轮

番袭来，汗水、雨水混杂在

一起，浸湿了志愿者们的口

罩和防护服，手也被汗水浸

泡得皱巴巴的。他们共同

承担着守护家园的责任，以

实际行动为居民筑牢安全

防疫网。

“各位居民大家好，社

区党委收到上级紧急通知，

为进一步强化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措施，要求马上在辖

区内设立4个临时核酸检

测采样点。由于检测点多、

设置岗位多、人流量大，现

在社区急需志愿者，居民们

如有时间，请积极报名

……”5月27日16时，同

德社区党委在微信群里发

布了招募志愿者的信息，立

刻就得到了居民们的响应

和支持。

党员先锋冲在前，动员

群众齐抗疫。千灯湖壹号志

愿服务队队长和水韵尚都街

坊会负责人主动把招募信息

发到小区业主群，发动邻居

参与防疫工作，并组建社区

志愿者群，协助社区开展志

愿者招募工作。“报名！我是

党员我先上！”“我也报名！

马上下楼。”“哪里需要支援，

我今天有空……”志愿者们

总是逆风而行，扛起责任，坚

守防疫一线。

“烈火炼金，危难险重

方显党员本色，越是困难的

时候，就是我们党员必须站

出来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担

当和使命。”罗新跃就是这

次招募的其中一名党员志

愿者。他的党龄已有 20
年，街坊邻里都亲切地称呼

他为“罗大哥”。5月30日
至6月3日期间，罗新跃连

续4天参与社区核酸检测

采样工作，每天7时许就到

场，一直忙碌到天黑才结束

志愿服务。

有志愿者提出主动替

岗，想让“罗大哥”休息一

下，却被他摆手拒绝：“不用

不用，我还撑得住，你去帮

其他人吧。”由于需要不停

地大声说话，罗新跃一天下

来“喊话”不下100次，导

致嗓子沙哑，但他坚守在岗

位上。“我是个党员，还是个

老爷们，这点不舒服过2天
就好了。”党员无畏“逆行”，

用实际行动为党旗增光添

彩，让党旗高高地飘扬在社

区防疫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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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天，姚锦祥（中间）与志愿者一起搬运物资。

■姚锦祥按楼栋分好要配送的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