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酸检测采样点位置选在

哪？场地怎么布置？怎样保证

流程顺利执行？6月3日，招大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经

联社社长招国强收到狮山要启

动全员核酸检测工作的通知时，

脑海立马浮现出这几个问题。

“当天，我和社区‘两委’干

部反复商量，探讨采样点布置的

具体方案。”招国强说，社区希望

提供一个位置方便、场地宽敞、

满足通电等条件的场地，给居民

一个舒适的采样环境。

招大社区是6月5日开放核

酸检测采样点。招国强和“两

委”干部在6月3日明确分配好

分工后，6月4日上午7时左右，

就开始着手准备。招募志愿者、

布置场地、购买物资……社区居

委会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出动。

“我们多次调整了场地方案，一

直忙到晚上12时才结束任务，

大家还报名了第二天的志愿服

务。”招国强说。

6月5日当天，招国强早早

起床，穿上党员志愿者服装，戴

上印有“葵花码”的工作证来到

核酸检测采样点。在向医护人

员献花表示感谢后，开始积极准

备现场工作。9时，核酸检测采

样点的传递保障组、后勤物资保

障组等迅速运作起来。同样，由

热心村民、企业党员、居委会工

作人员等组建起来的党员志愿

队、巾帼志愿队、村民志愿队、企

业志愿队等总数接近200人的4

支志愿队伍也开始行动，现场井

然有序。

除了统筹工作外，在现场招

国强还负责在分流点分流居民，

引导残障人士、70岁以上长者、

孕妇等需照顾群体测温后进入

绿色通道，普通居民测温后有序

进入缓冲区。一站就是一个上

午，没有停歇，现场声音也非常

嘈杂，几乎都是要用“喊”来指

挥。“我的声音很快就沙哑了，保

温杯里的水喝了一壶又一壶，跟

我负责分流的同事也一样，我看

到他时不时跺脚，缓解因站太久

而引起的腿酸痛。”招国强说。

得益于前期的充分准备，招

大社区发动了各个经济社的社

长、社委等挨家挨户通知村民、

出租户等提前填写“葵花码”，现

场的核酸检测采样速度还算比

较快。当晚11时许，采样点停

止采样，共采样约1.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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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疫情

防控牵动着狮山

罗 村 每 个 人 的

心。为及时遏制

疫情传播，大批党

员、社区干部、志

愿者和群众日夜

奋战，用实际行动

谱写了一支全民

抗疫协奏曲。当

中不断涌现的暖

心防疫事迹，正是

组成这支协奏曲

的一个个动人篇

章。

“疫情当前，配合做好防

疫工作人人有责。”6月5日，

在下柏社区采样点，本土爱心

企业佛山柏福医疗门诊部的

负责人冉勇带领员工开展志

愿服务。当日，他还牵线佛山

市玉百味饮料有限公司向下

柏社区捐赠爱心饮品一批。

5日上午，记者来到下柏

社区核酸检测采样点，现场除

了有不少志愿者在维持秩序

外，下柏社区居委会大厅前还

整齐地放着不少矿泉水、玉米

汁等爱心饮品。

“齐心协力，共同抗疫”

“狮山，加油”……一句句暖

心话语的背后，体现了本土

企业的满腔爱心和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其中，佛山市玉

百味饮料有限公司捐赠了该

公司生产的数十箱风味饮料

和玉米汁，为参与一线防疫

工作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

“送清凉”。

冉勇不仅牵线爱心企业

为该社区捐赠防疫物资，更

于当日带领多名员工担任志

愿者，协助做好核酸检测采

样点现场秩序维护、群众信

息登记等工作。“此次参与志

愿服务的员工都是自愿报名

的，我希望不仅是我个人参

与到一线防疫工作中，我的

员工也能为防疫作出应有的

努力。”冉勇说，比起广大医

护人员的付出，他们这点辛

苦不算什么。

除了下柏社区，在此次

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中，狮山

罗村多个爱心企业、社会组

织和个人加入到防疫志愿服

务行列，用大爱共筑防疫屏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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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保持一米以上距

离”“还没拿号的市民请往这边

走”……6月7日下午，狮山镇罗

村新光源产业基地临时接种点

内人头攒动。南海区直属机关

党员志愿者们顶着34℃的高温

引导市民有序排队。

秩序维持、疏导人群、测温

扫码、耐心答疑……在接种点现

场，到处可见“红马甲”的身影。

由于当日预约接种疫苗的市民

较多，该接种点接种时间调整为

上午8时至晚上24时。南海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海区

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南海区

税务局、中国电信南海分公司等

4个区机关直属单位迅速组成

80人的支援队伍，下沉一线开展

疫苗接种、常态化防控等工作。

华雪是南海区税务局的一

名党员。烈日下，她站在大门侧

举起指示牌引导市民排队拿

号。“这里是主要出入口，大部分

市民都会经过这里。”华雪“看

中”了这个定点岗位，从下午13

时到15时，她一直为市民细心

引导。“确实是辛苦，但作为一名

党员，应当无所畏惧。”华雪说。

“疫情就是命令，我们应该

全力以赴！”中国电信南海分公司

党支部成员陈志扬表示，本次支

援行动共有21名党员积极报名，

该公司每日安排20至30人的备

战队伍，应对临时的支援任务。

截至6月5日，区直机关单

位共派出1095名党员干部分别

到官窑、罗村社会管理处支援核

酸检测采样工作，他们用汗水和

行动诠释着“不忘初心”的使命

担当。

全体出动 护航1.6万人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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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物资 提供志愿服务

从6月5日8时开始，在

芦塘社区长富工业园核酸采

样点，始终活跃着一支志愿者

队伍，他们协助社区核酸检测

维持秩序、人员登记、后期人

员信息录入……这群抗疫志

愿者，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家

长”，他们均是来自芦塘小学

的学生家长。

肖燕是这群抗疫志愿者

中的一员，她的女儿在芦塘小

学读四年级。“我们有一个家

长群，平时轮流值守学生上下

学的校门交通，保障学生出行

安全。”肖燕说，此次参与社区

的核酸检测服务，她是第一个

在群里报名的，希望孩子能从

中受到教育，学会感恩医护人

员、工作人员、教师义工们的

辛勤付出。

“疫情防控的重点在于切

断传播途径，随地吐痰会使病

毒传染源增多。”在放置医疗

废弃物的桶子旁边，每当发现

群众有意吐痰，肖燕都会上前

劝阻。为了增加群众的防范

意识，降低防控难度，肖燕还

定时清理更换医疗废弃物垃

圾袋，展现出不怕脏不怕累的

志愿者精神。不少路过的市

民看见，都会向肖燕由衷地说

一句“辛苦了”。

“很暖心，就像为社区争

了光。”肖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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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垂范 为孩子“打个样”

◎记者手记
每一个罗村人成就人间大爱

罗村防疫路，没有局

外人。

在大规模全员核酸检

测采样工作开展之际，党

员干部和群众挺身而出，

迎难而上。不论是负重前

行的白衣天使，还是披星

戴月的社区人员，抑或是

紧密配合的普通居民，大

家携手前进同心防疫，用

爱护卫了整个罗村。

这爱，来自于冲锋在

前的医护战士，他们星夜

驰援守护一方，连续作战

在城市各个角落，连轴转、

白加黑、就地躺……面对

疫情和病毒，他们在烈日

和风雨中坚守岗位，为人

民筑起打不破的铜墙铁

壁，时刻诠释着责任与奉

献。

这爱，来自于夯实后

勤的社区干部和志愿者，

他们昼夜调度资源布置场

地，深入群众宣传发动，保

障各种物资供应，驻守采

样点现场寸步不离……在

各自的岗位上，他们守望

相助，为全员核酸检测采

样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有力

的后勤保障。

这爱，还来自于顾全

大局的每一个罗村人，他

们主动选择“留守”，积极

参与核酸检测采样，自觉

做好个人卫生防护，主动

响应社会倡议……他们做

力所能及的事，全力配合

罗村防疫，集体呐喊出“罗

村，加油”的嘹亮口号！

罗曼·罗兰说过：“爱

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

切变成黑夜。”狮山罗村这

座充满人间大爱的城市，

让每一个他（她）感到温

暖。这份深沉的心意，点

亮了罗村人心灵的精神灯

塔。

■佛山市玉百味饮料有限公司，冉勇（左三）等人搬运爱心饮品。

■华雪（中）顶着高温天气指引市民有序排队。

■肖燕在更换医疗废弃物垃圾袋。■招国强协助腿脚不便的长者进行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