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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摄氏度下，全身包裹

着一层又一层密不透风的防

护服是怎样的感觉？连日来，

在里水核酸检测采样点现场，

前来做核酸检测的居民排着

长队，来自南方医科大学第七

附属医院（简称南方七院）的医

护人员们身着白蓝相间的厚

厚防护服，顶着炎热潮湿的天

气，紧锣密鼓地做着核酸检测。

“衣服湿了干，湿了干”。

采样点在室外，夏夜的温度并

不比白天凉快多少，加上雨后

的闷热，医护人员们整天汗流

浃背，但他们全副武装，不敢喝

水。从黑夜到白天，不论是烈

日还是暴风雨，他们始终坚持

信念、坚守岗位。连续工作好

几个小时后，疲惫不堪的队员

们趴着或坐着休息一会后，再

次投入工作。

5月30日，该院完成了支

援桂城的核酸检测采样任务；

当晚回来后，医护人员再集结

出发采样守护里水。截至6月

1 日，南方七院已派出超过

1100人次医护人员参与核酸

检测采样工作，其中500余人

次参与里水核酸检测采样，筑

起里水人的生命屏障。

5月30日下午，南方七院

接到南海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下达的紧急通知，需

要对里水镇靠近广州片区居

民进行核酸检测。医院立即

启动应急工作方案，火速整合

各科室召集百余名医护人员

组成应急采样队伍，分组分批

前往指定地点开展相关工作。

收到召集通知的时候，有

的医护人员已经回到了家，有

的还在医院工作。号令传达，

大家无论在哪儿，都立即返院，

迅速集结。当晚第二、三批医

疗队员从通知、集结到出发，不

到1小时。

连日来，根据疫情防控的

需要，里水镇在各村（社区）开

辟多个临时核酸检测采样点，

全面开展核酸检测。期间，大

量的医护人员主动请缨、克服

困难、冲在最前沿。

队伍中还有个夫妻档

——杨思东、伦杏娟夫妇。“收

到通知的那天，我和杏娟商量

了下就报了名。当晚我们先

把2个宝宝哄睡，我奶奶来家

里帮忙看着他俩。然后简单

收拾了一下，晚上10时从家里

出发，11时前抵达医院集合

点。”抵达采集点的时候，上一

批同事已经奋斗了十几个小

时，不少人都累得在角落里睡

着了。杨思东夫妇和其他同

事们一起拿起接力棒，继续开

展核酸检测采集工作。

逆行一线抗疫

守护万家灯火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近日，

一个由同声小学制作的视频，在里水街坊的朋友圈广泛

传播。伴随着音乐，视频中闪现一张又一张感恩卡，上面

写满了学生对医护人员的感谢与祝福。

这些医护人员正是为里水市民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

作的“最美逆行者”。5月27日起，里水镇开展大规模人

群核酸检测，广大医护人员、党员、干部、民警、村（社区）

工作人员、治安队员、流管员、综合执法队员、志愿者闻令

而动，坚守一线，为市民提供贴心的核酸检测服务，共同

筑牢疫情“防护网”，守护好里水家园。

日前，里水镇在同声小学

专门设立核酸检测采样点，防

止师生在人流密集的地方聚

集，从源头上保护师生的健康

安全。在校方和医护人员的努

力下，该校865名学生、75位教

职员工高效有序地完成核酸检

测采样。

“感谢奋斗在一线的医护

人员，有你们的无私奉献，才能

有我们的健康生活。”同声小学

501班学生徐依涵精心制作感

恩卡，对辛勤付出的医护人员

表示感激，体现了学校开展感

恩教育的实践成果。

“哪有岁月静好，不过是有

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展旗学校

副校长邹泳怡向学生们讲述疫

情防控一线工作者的事迹，引

导学生要学会感恩祖国，感谢

每一位保护人民的英雄。学生

纷纷被坚守岗位的精神所打

动。

同时，镇内各校也十分注

重教育学生积极防疫、科学防

疫。在旗峰中学，校长梁德华

结合近期疫情动态，呼吁全体

师生齐心抗疫，自觉严格做好

戴口罩、勤洗手、不聚焦、多通

风的防护措施。“防御新冠，人

人有责，誓保校园平安！”全体

师生宣誓，并在黑板上签名，许

下承诺，表达积极配合疫情防

控工作的决心。

里水镇海南洲社区毗邻

广州，辖下三个住宅小区、1.5

万名居民，在5月30日开始的

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采样中，

4名社区干部带着5名工作人

员，协调志愿者、物业等配合

政府开展采样工作，在连日的

滂沱大雨中，大家出谋划策，

齐心协力，最终以两天时间完

成了采样工作。

5月30日17时44分，海

南洲社区热心志愿者黄文英收

到了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宝珠

发来的微信消息，想她帮忙征

集20名以上志愿者，以应对20

时开始的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

工作。傅宝珠告诉黄文英，第

一个通知的人就是她，拜托她

尽全力配合社区工作。

作为海南洲社区辖下糖

果雅苑小区第一届业委会的

发起人，黄文英深感责任重

大。她马上在小区的业主群

发出号召，召集20名志愿者参

与核酸检测工作。

黄文英先劝说家人接龙报

名，随后把报名消息和进志愿

者群的二维码邀请发到小区的

业主群、楼栋群等十多个微信

群，动员大家报名当志愿者。

在夫妻俩的动员下，半小

时内召集到了33人。19时，

志愿者们迅速集中培训，待命

上岗。

但此时突然下起了滂沱

大雨，这支临时搭建起来的志

愿者队都是第一次参与核酸

检测工作，没有实战经验，只

好边学边磨合。大家迅速分

工合作，很快便有了默契，检

测效率越来越高！

在这过程中，志愿者们撑

着伞，一个个地检查居民的身

份信息，协助医护人员登记和

做核酸检测，一件件红色的马

甲在雨中构成了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在为期两天的核酸检测

中，黄文英始终带头参与。 在

5月31日21时左右，有了第一

天的经验，采样工作高效率提

前完成了任务。在这种非常

时期，可以提早“下班”让医护

人员惊喜万分，连连称赞：“这

是我遇到过最好的社区、最好

的团队！“ 眼见下楼参加采样

的居民渐渐少了，黄文英担心

还有居民不知道可以验核酸，

灵机一动便拿着扩音器在小

区27栋楼中反复走了两圈，一

遍遍地举着喇叭喊楼上居民

下楼参与核酸检测采样，一声

声呼唤成了小区最温暖的声

音，传递着邻里间的温情。

近日，一个突如其来的通

知，让里水镇金峰洲社区有点措

手不及，即需要在不到4个小时

的时间里，在5个小区设置7个

核酸检测采样点，为居民提供检

测服务。

面对庞大的居住人口和紧缺

的协调人手，金峰洲社区迅速部

署工作，依托社区党员、居民代

表、妇联执委、物业妇联、物业管

理联合会以及各小区的热心居民

和志愿者为“抓手”，通过分级联

系，马上招募到300多名志愿者。

5月30日16时，金峰洲社

区居民代表陈汉镇接到一个“任

务”，即晚上20时在金名都小区

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剩余

不到4个小时，从布场、采集信

息、人员分工到沟通居民，一系

列工作都需要争分夺秒。陈汉

镇立刻组建小区东、西区志愿者

微信群，并联系各区相熟的居

民，招募居民志愿者进群。不到

2个小时，就有100多人进群。

“我们居住在同一片天空

下，保卫着自己的温馨‘小窝’，

万家灯火是我们憧憬见到的景

象。为了大家的平安，我无怨无

悔。”陈汉镇坚定地说。

“张姐，您负责现场指引，让

大家有序排好队。小杰，你负责

录入信息，一定要准确且快速

……”5月30日傍晚，恒大御景半

岛的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即将开

始，金峰洲社区妇联执委、居民代

表刘红招募了200多名志愿者，

并根据各自的特点做好分工。

收到社区的号召后，刘红担

起了“指挥员”的角色。搭帐篷、

搬桌椅、借物资、招志愿者、与居

民沟通、维持队伍秩序、指引录

入信息……事无巨细，刘红必须

在脑海中过一遍各个环节的细

枝末节，保证不遗漏、无差错。

通过社区微信公众号宣传、

居民微信群公告、楼长线下发动

等方式，他们很快就招募到200

多名志愿者。刘红根据年龄、技

能等条件精准分工，年纪稍大的

志愿者现场指引，年纪稍小的录

入身份信息……

当天晚上，大家按照分工将

现场工作落实得井井有条。在各

家各户前，志愿者们细心协助居

民提前在家录入身份信息，提高

了核酸检测的效率。在楼栋里，

他们“包干到层”，随时留意前方

动态，安排每5层楼的居民分批

下楼检测。遇到居民不理解的，

他们耐心解释。“现场有序”“流程

高效”“服务贴心”……这些都是

居民对他们的最高赞美。

5月30日21时，金沙里小

区的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已完成

将近一半。此时，金峰洲社区妇

联执委，金沙里小区党支部书

记、居民代表黄锦洁的衣服早已

湿透，满额的汗珠如黄豆般大。

金沙里小区居住人口不算多，只

需要十几名志愿者就能维持好

现场秩序。即便如此，报名担任

志愿者的人还是络绎不绝。

在金沙里小区开展的核酸

检测采样工作中，黄锦洁负责指

引居民有序排队，填写身份信

息。提前部署好各个环节后，每

5名居民就能同时进行填写身

份信息和核酸检测采样，整个流

程只需约5分钟。黄锦洁他们

还去了其他小区当志愿者，连续

站立七八个小时，腿又酸又软。

但居民送来的一个个盒饭、一箱

箱饮料，足以让他们越战越勇。

“我不仅有一群团结互助的

志愿者同伴，还有对我无条件支

持的闺女。”黄锦洁说，她的大女

儿在读大一，平时很支持她参加

志愿服务，这次也报名参加了金

名都小区的志愿服务。“核酸检

测采样工作在当天23时30分

完成，我催促她早点回去。没想

到，这孩子在回家路上见到草场

社区核酸检测采样现场缺人手，

就二话不说去帮忙了。”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在里

水各个核酸检测采样点，同样日

夜坚守的还有党员干部、民警、

村（社区）工作人员、治安队员、

流管员、综合执法队员、志愿者。

自6月3日起，里水镇党建

工作办及共青团里水镇委员会

积极组织党员志愿服务力量，为

里水镇核酸检测点招募志愿者，

连日来，各党员、预备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团员青年及广大志愿

者踊跃参与志愿服务，助力核酸

检测，共筑里水健康防线！

近三天，南海区政协、区委

组织部、住建水利局、生态环境

局、检察院、妇联、医保分局、工

商联、丝绸公司等9个区

直机关单位、125人

次，镇机关 900

多人次，下

沉村居

支援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一场

“党建引领 一呼百应”的志愿服

务浪潮涌入里水抗疫第一线。

此外，民警、村（社区）工作人员、

治安队员、流管员、综合执法队

员，坚守在一线，维持现场秩序。

在里水恒大御景湾小区采

集点，顶着高温、暴雨已经连续

值守十几个小时的警辅人员端

着盒饭、围圈席地而坐，匆匆就

餐后，又迅速回到工作岗位继续

工作。对他们来说，坐在地上用

餐也是一种休息。

在里水大步市场核酸检测

点，一名60多岁的老奶奶推着

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过来检测

核酸，民警周泽雄见状马上上

前，把手中的雨伞递给坐在轮

椅上的老人，又主动替老奶奶

推轮椅，将他们送进绿色通道

快速检测，自己的身子却早已

被淋湿。

广大医护人员、党员、干部、民

警、村（社
区）工

作人员等闻令而

动，坚守一线，守护好里水家园

千余人次参与核酸检测采样

医护力量

风里雨里为里水撑起防疫“平安伞”

党建引领
志愿者扫楼呼吁居民验核酸

融爱社区

微信群里一吆喝 志愿者挺身而出

里水各方捐资助物支援抗疫一线

各界支援

6月3日、4日，里水青年商

会、里水镇旅游协会、南海区武

术协会及热心企业、新乡贤等

分批为里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一线工作人员捐资助物。一大

批凉茶、饮料、风扇、八宝粥将

陆续送至各核酸检测采样点，

里水镇党委委员刘夏远代表里

水镇委镇政府接受了各界送来

的抗疫物资。

在里水镇政府大堂，一箱

箱八宝粥，饮料摆放整齐，上

面写着“向参与疫情战斗的医

护人员、工作人员致以崇高的

敬意，里水加油！里水青年商

会捐赠”字样，里水青年商会

会长梁伟彬及常务副会长代

表邹俊毅、蒲健伟、茹颖妍、梁

超哲，代表商会送出180箱清

凉饮料、八宝粥等，为抗疫一

线人员送去一丝清凉，送上关

爱。茹颖妍表示，希望借此表

达对一线医护人员和工作人

员的敬意。

6月3日当天，广东康景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送来了100箱

凉茶，佛山市南海佳创盛建设

有限公司送来了40箱矿泉水、

四万个口罩，大洲青年杜建恒

送来了80把工业风扇。6月4

日，里水镇旅游协会、佛山市南

海区武术协会及多名里水本土

企业家，自发组织为里水抗击

新冠疫情的医护、志愿者等捐

赠一批葡萄糖补水液、维生素

果味饮料、八宝粥、防护口罩等

物资。

“天气比较炎热，为医护人

员及社区工作者们捐赠葡萄糖

液，能帮助他们及时补充能量

和水分。”佛山市科维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宗强表

示，目前公司已向全区50多个

核酸检测采样点捐赠葡萄糖

液，希望能尽一份绵力，帮助到

有需要的人。

刘夏远一一对大家的慷慨

解囊和热心相助表示感谢，“这

是对里水防疫工作的大力支

持，真正体现了疫病无情人有

情的大爱之心”。今后里水将

一如既往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也会尽快将收到的物资发放到

有需要的人手中。

学生制作感恩卡 致谢医护人员

感恩教育

■工作人员在搬抗疫物资。 珠江时报全媒体记者陈志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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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医护人员对市民进行核酸检测采样医护人员对市民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②②党员干部冒着风雨加固核酸检测点帐篷党员干部冒着风雨加固核酸检测点帐篷。。

③③金峰洲社区志愿者在核酸检测点工作至深夜金峰洲社区志愿者在核酸检测点工作至深夜。。

④④南方七院医护人员集结出发南方七院医护人员集结出发，，支援抗疫一线支援抗疫一线。。

⑤⑤同声小学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同声小学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⑥⑥里水镇综合行政执法办执法队员在核酸检测点协助登记群众信息里水镇综合行政执法办执法队员在核酸检测点协助登记群众信息。。

⑦⑦小区业主化身志愿者小区业主化身志愿者。。

⑧⑧爱心单位送来抗疫物资爱心单位送来抗疫物资。。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邓施恩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刘伟鹏邓施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