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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完成一次咽拭子核酸检测采样，只需不到1分钟。但这短短

的1分钟，背后是千百双手的默默努力。

6月5日，狮山罗村启动全员核酸检测采样，17个社区充分发挥党员

干部和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全员出动昼夜奋战，同时间赛跑，跑出全员核

酸检测“罗村加速度”，用数以千计的1分钟筑起抗疫“铜墙铁壁”。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疫情面前，17个社区心系群众勇挑重担，成为群

众心中的“定海神针”。

15个小时、两个核酸检测

采样点、200多人的服务团队，

完成核酸检测人数14712人。

5日，芦塘社区启动全员核酸

检测，设置长富工业园、芦塘居

委会大院两个核酸检测采样

点，在社区党委高度重视和全

力统筹下，当晚24时，由芦塘

社区工作人员、党员和志愿者

等200多人组成的服务团队，

完成了此次全员核酸检测采样

工作。

芦塘社区内人口众多，要在

一日之内完成全员核酸检测，任

务艰巨。因此，在接到通知后，

芦塘社区党委迅速召开了专项

工作部署会议，并赶赴两个核酸

检测采样点着手布置。同时，芦

塘社区通过公众号、线上、广播

等多种方式通知居民进行核酸

检测采样。

“请大家跟着工作人员，保

持队伍秩序。”这是站在凳子上，

身穿防护服，拿着喇叭，指挥队

伍秩序的党员志愿者。“要在这

里登记信息，对，然后……”这是

耐心指导居民填写登记信息，尽

快完成核酸检测的党员志愿

者。“来，啊，张大嘴……”这是全

副武装，奋战一线的医护人员。

在采样点，工作人员各司其

职，迅速行动，密切配合，指导居

民测温、亮码、戴口罩进场，在核

酸检测采样区域维持秩序，确保

核酸检测采样工作有条不紊地

推进。

“我很快就做完核酸检测

了。”“一点都不拥挤，为芦塘社

区点赞！”高效、有序，这是许多

居民群众对芦塘社区核酸检测

工作的印象。

秩序井然的背后，是芦塘社

区全体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努

力和无私付出，他们为安全、有

序、迅速地开展防疫检测贡献了

力量。疫情防控离不开每个人

的努力，向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工

作人员、志愿者致敬。

4日，沙坑社区党委发出党

员志愿者“召集令”，组织党员志

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及临时聘请

的核酸检测协调员，开展专题培

训，安排人员分组分工。首先由

社区网格员、流管员带领党员志

愿者组成宣传小组，分区域、分

类别、分时段进行统筹，派发核

酸检测采样时间通知单；同时大

力宣传“粤核酸”小程序，指引居

民录入生成“个人采样信息二维

码”后截图保存，确保核酸检测

采样效率得到有效提高。

同时，为保证核酸采样点

现场秩序，避免人员聚集，做

足暑热及雨水天气的应对，3

日，党员志愿者和社区工作人

员合力搭好 30多顶帐篷，用

“水马”、警戒线等规范布置现

场，合理划分等候区、信息采

集区、缓冲区，拉好电线和吊

光，摆好桌椅，张贴好宣传挂

牌和宣传横幅。

5日上午7时30分，党员志

愿者、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到场，

接受医护人员、核酸检测核心小

组人员的简单指导培训，随后立

即上岗。“请您戴好口罩、保持一

米间隔距离，有序排队，等待检

测……”有的党员志愿者手持大

喇叭在等候区指导居民更新“粤

核酸”个人二维码；有的对排队

等候时间较长的居民进行耐心

解释，对年老长者、儿童妇女等

绿色通道的居民耐心照顾；有的

则负责清点人数，根据各检测组

进度分流居民，一遍遍耐心指引

其提前准备二维码；有的身着防

护服、头戴护目镜，协助采样信

息登记、张贴试管条码等工作；

还有的分散各处协助防疫物资

补发、网络维护、卫生清理等各

项后勤工作。

天气炎热，每一个人都是汗

流浃背，有时几个小时都顾不上

喝一口水。在近60名党员志愿

者及近80名工作人员的通力协

作下，居民耐心等候安排，开设

的6条通道快速精准地运作。

截至5日凌晨，沙坑社区采样点

关闭，共对7455名居民进行了

核酸检测采样。

加强联防联控，构筑群防群

查的严密防线，5日早上9时到

晚上12时，上柏社区在社区幸

福院和番塔广场，有序开展了全

员核酸检测工作。

事前，社区党委周密部署，

提前踩点安排布置检测现场，准

备各项物资，合力搭建检测现

场。随后，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有

条不紊迅速按分工布置现场，采

用逐户派通知、张贴告示、发布

微信群、小区巡逻车循环广播的

方式，全覆盖落实通知居民和企

业按时参与全民核酸检测采样。

5日，在番塔广场入口，秩序

员协助完成检查戴口罩、测温、

亮码“三部曲”。排队时，协管员

管理现场秩序，为有需要的居民

提供必要的医疗帮助。幸福院

等候区内，贴心引导员全程耐心

指引，带领居民依次开展数据采

集和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你好，麻烦出示葵花码，我

们为你测下体温。”秩序员说。“我

们帮你登记下信息，请打开手

机，我们需要扫下码，谢谢。”信息

登记员说。“现在我们要为你进

行核酸检查，过程可能有点不舒

服，但很快的，请忍耐一下，麻烦

张大嘴巴。”医护人员说。为感

谢各人的辛勤付出，有小朋友向

医护人员送上手工礼物致谢。

而每一个站在一线的工作

人员、志愿者、医护人员、热心居

民，在疫情中坚守初心，在防控

中担当使命，150多人的服务团

队，最终顺利完成了7308人的

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5日，罗村社区启动全员核酸检测，设

置寨边水闸、罗北文娱中心、中一文化室3

个核酸检测点。当晚10时，由医护人员、

党员干部、工作人员、网格员、治安员、志愿

者、社工等300多人组成的服务团队，完成

1.8万余人的核酸采样工作。本次罗村社

区全员核酸采样工作，进一步强化了社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织密织牢联防联

控“防疫网”。

3日中午，罗村社区接到关于组织开

展社区居民核酸检测的通知。时间紧，任

务重。当日下午，罗村社区便召开专项工

作部署会，党委班子赶赴三个核酸检测采

样点，因地制宜，做好布局。同时，罗村社

区采用广播、宣传栏、微信群、手机短信、

公众号等多渠道通知居民进行核酸检测。

4日清晨，工作人员运送帐篷、台凳、

风扇、交通路锥、垃圾桶等到采样点。为降

低人群聚集的风险，减少居民排队等候的

时间，罗村社区精心规划了分批检测的时

间段和区域，以尽快完成核酸检测采样。

“请跟我来。”志愿者引导着居民，“先

到这边登记信息。”5日，在采样点，工作人

员各司其职，迅速行动，密切配合，指导居

民测温、亮码、戴口罩进场，在核酸检测采

样区域维持秩序，确保核酸采样工作有条

不紊地推进。

高效有序，暖心便民。罗村社区针对

老、幼、病、残、孕妇等行动不便的居民，专

门开辟“绿色通道”，让其顺利完成核酸采

样。“10分钟搞定，给罗村社区的防疫工作

点赞！”“我在这边做核酸采样，一点都不

拥挤。”当晚10时，罗村社区三个采样点

共完成1.8万多人的核酸采样。

“大家都很了不起，实实在在践行‘我

为群众办实事’。”罗村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经联社社长颜铭坤表示，井然

有序的背后，有赖于工作人员的无私付

出，他们为群众安全、有序、迅速地开展核

酸检测贡献了力量。

此外，广东建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怡海建设有限公司等各企业也纷纷

用实际行动支持罗村社区核酸检测工作，

为一线工作人员送上饮品、口罩等物资，

为抗疫工作提供后勤保障。

作为城市社区，罗湖社区人

口密度大，设有狮山罗村数量最

多的采样点，社区责任重大。4

日下午，罗湖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黄黎意召开紧急会议

布置工作，一夜之间，社区内6个

采样点火速建立在住宅小区、公

园和广场中，为全员核酸检测采

样做好准备。

“各位居民，各位街坊，还未

做核酸检测的请尽快到各个点

检测。”5日一大早，亲切的粤语

宣传广播就响彻罗村文化公园

各街道小巷。罗村文化公园采

样点位于社区旧区地带，楼栋密

集，长者众多，为防止长者不懂

微信漏看检测消息，志愿者拿着

大喇叭走街串巷，让大家尽快前

往检测。

采样现场，社区党员、志愿

者贴心为长者扫描“葵花码”，让

检测更快速。同时，南海区统战

部、南海政法委等单位的党支部

队伍也前来协助。

当天上午，佛山市政协副主

席郑灿儒到狮山检查督导大规

模核酸检测工作，与狮山镇委书

记林健、黄黎意到罗湖社区中心

广场和翠湖绿洲采样点检查核

酸检测工作。

一改此前数天的暴雨，5日，

艳阳高照，炎热难顶，层层防护

服下的医护工作者最为辛苦。

采样现场贴心准备了大功率风

扇和冰块降温，适时补充充足的

水和功能饮料，更有热心商家送

来暖心物资。医护人员纷纷表

示，这样贴心的安排，即便是辛

苦也快乐着。

现场还有随处可见忙碌的

“红马甲”。党员干部、社区工作人

员、志愿者、楼长、社工，大家紧守

岗位、分工明确，测温、指导亮码、

维持秩序、开启暖心通道等，保证

检测快速有序进行，居民纷纷称

赞。据统计，本次全员核酸检测，

罗湖社区共招募志愿者超700名。

飘扬的党旗、醒目的标语、

鲜红的马甲，彰显党建引领下的

罗湖力量。

“坚决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4日至

6日，联星社区迅速行动，火速集

结，成立了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小

组，在全社区全面开展第一次全

员核酸检测工作。

社区工作人员、医务人员、

党员、政府各办局抽调人员、志

愿者等通力协作，上下一盘棋，

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

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责任体系，

各经济社和社区大型专业市场

积极配合，全体动员，全面发动。

4日，收到镇里通知后，联星

社区迅速组织经济社社长、党

员、志愿者等工作人员，分批次

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动员和岗

前培训，并连夜在居委大院搭建

起可容纳过千人的帐篷和排队

通道，做好灯光、水风扇设置，网

络配置，采样登记台设置等前期

准备工作。工作人员布置现场

从4日中午12时直至次日凌晨3

时。现场设置有交通指示图，排

队区、测温区、信息录入区、等候

区、采样区、缓冲区等，指示标识

醒目明显，在入口处还设置有老

人孕妇小孩专用通道。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在了解到社区需要招募大量志

愿者后，社区的党员、中南市场

党支部党员、双报到党员纷纷报

名参加，不畏艰苦，连轴工作，在

检测现场的每一个岗位都能看

到他们红色的身影。

5日至6日上午一天半的时

间里，共有超过500人次的医务

人员、党员、公安警辅人员、志愿

者参加到检测核酸的现场工作

中，他们在烈日高温下坚守岗

位，齐心抗疫，确保核酸检测工

作高效、有序开展。社区各界热

心企业人士也纷纷伸出援助之

手，为坚守在一线的医护、工作

人员送上水、清凉茶等防暑降温

用品，为联星社区防疫作出自己

的贡献。

截至6日12时，根据狮山镇

统部署，联星社区已完成全员核

酸采样检测工作，共计完成检测

人次达1.2万余人，全社区通力

合作与疫情竞速，以实际行动筑

起抗疫的“护城墙”，切实维护好

社区居民的安全健康。

狮山罗村各社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织密防疫网狮山罗村各社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织密防疫网

700名志愿者全力维护秩序700名志愿者全力维护秩序

罗湖社区

党群齐出动与疫情竞速
联星社区

多方支援全员核酸检测
罗村社区

在接到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的

通知后，联和社区党委马上组织党员干

部、经济社社委、相关工作人员等召开

会议部署工作，确定联和社区居委会、

果岗文化室、东风文体楼、小朗文化室4

个核酸检测采样点，然后马不停蹄地安

排布置场地，准备各种相关物资，同时，

通过公众号发布通告并转发各大经济

社、厂企联络微信群，张贴派发通知告

知居民前来参加核酸检测采样。

5日上午9时，广大医护人员、党员

干部、民警、社区工作人员、治安队员、

流管员、罗村综合执法队队员、志愿者、

经济社社委等坚守一线，为居民提供贴

心的核酸检测采样服务。现场，从信息

登记，到秩序维护、宣传指引，处处可见

佩戴党徽身穿“红马甲”的党员志愿者、

顶住酷暑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他们

成为了现场一道道靓丽的风景。

爱心企业捐赠水、清凉茶等物资助

力社区全员核酸检测，为所有的辛勤付

出道一声：“辛苦了，谢谢!”截至6日中

午12时，联和社区有近百名社区党员

（含在职党员）下沉一线，多间规上企业

党支部，如轩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支

部、迴龙灯饰电器有限公司党支部、华

禹彩印有限公司党支部，以及联和吴汉

小学、联和第一幼儿园、联和第二幼儿

园及中国建设银行等单位，在得知联和

社区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时，也主动联

系社区，并派出多名志愿者全程协助，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核酸

检测采样工作的圆满完成提供了有力保

障。

联和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把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疫情防控和服务

群众的强大动力，积极为群众办实事，

不断提升居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党员带头汇聚“抗疫力”

联和社区

全民携手为核酸检测采样提速

沙坑社区

暖心高效服务获居民点赞

芦塘社区

150人当好核酸检测“守门人”

上柏社区

文/珠江时报记者杨世聪

通讯员陈婉君曾如意孙丽燕蒙翠英余春苑李敏仪蔡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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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星社区，

党员志愿者指

导居民扫描葵

花码。

▲ 芦塘社区，

党员志愿者为

居 民 解 答 疑

问。

▲

联和社区，

党员志愿者指

导居民扫描葵

花码。

▲罗村社区，志愿

者协助核酸检测

采样工作。

▲

罗村社区，志

愿者帮助腿脚不

便的长者。

▲罗湖社区，党

员志愿者组织居

民有序排队。

▲上柏社区，小朋友

向医护人员送手工

礼物表示感谢。

▲

联和社区，工

作人员指引居

民有序排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