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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徐莉娜

“莫师傅，您需要的药我们已经配好了，待会儿
就放到你家门口。”

“谢谢，太感激了，多亏了社区啊！”
14日傍晚，万寿桥社区工作人员小曹配完药后，

第一时间给居民莫师傅留言。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节

奏。受疫情影响，莫师傅一家人成为重点管控对象，
需要居家集中隔离。

“不能外出，我的药吃完了怎么办？”居家隔离的

消息让莫师傅措手不及。原来，莫师傅患有肝病，定
期需要前往医院配药，目前手头的药已所剩不多，而
居家集中隔离需要14+7天，不吃药可不行。

得知莫师傅的情况后，社区书记蒋宗麟联系莫
师傅确认药品，之后与片区责任医生、社区民警联
系，说明相关情况。考虑到情况紧急，为确保万无一
失，14日下午，社区工作人员小曹前往医院排队、挂
号、看诊，并先行垫付医药费，终于为莫师傅配好了
所需的药。之后又一刻不停地
往回赶，傍晚 5点多，小曹将药
送到了莫师傅手上。■记者 童志辉 通讯员 来静怡

近期，益农镇东村村党委书记俞传良的一段视
频在微信朋友圈广为流传：他拿着大喇叭走村串巷，
向辖区村民宣传防疫知识，倡导广大村民不聚集、戴
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村庄与绍兴相接，为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东村村积极部署，全力筑牢防疫安全
线。“村里工作人员 24小时值守，全力做好疫情防
控。”俞传良表示，“因为与绍兴相接，做好防控非常
重要。目前，我们加强巡查，对12名重点地区返乡人
员落实属地管控，对交界道路加强布防值守，全力以
赴守住健康门。”

“大家把防御疫情记在心，戴好口罩、勤洗双手，
不去聚会、不扎堆……”这段脍炙人口的疫情防控提

醒莲花落，最近也在益农唱响。当地不少村民都是
莲花落的忠实“粉丝”，为此益农镇专门创作了这首
疫情防控温馨提醒莲花落，并邀请益农草根明星、新
发村村民吴表来演唱。

益农镇还充分发挥年轻人的力量，一批 90后村
干部及志愿者带着“小喇叭”走村串巷，向村民科普
防疫知识，号召村民不集聚、少出门，提高村民自我
防疫意识。

各村（社区）因地制宜，通过创新宣传形式，如
今，益农已构建起立体式的疫情防控宣传矩阵。村
书记用萧山话进行播音宣传，“土味宣传”模式老少
皆宜；网格员利用巡逻电动车播报信息，“流动宣传”
模式深受好评，90后村干部“喊话”、自创防疫莲花落
等宣传视频走红网络。群众纷纷响应号召，主动减
少外出，抗击疫情。

■记者 盛凤琴 通讯员 洪斐

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医务人员每天都奋战在
疫情防控的第一线。这群身穿防护服的可爱“战士”
坚守初心、践行使命。这抹“白”，也成了萧山百姓平
安健康的守护色。

12月 13日下午，萧山区中医院接到指令前往龙
湖春江天玺 17幢进行上门采样。不到半个小时，一
支由 10名护士组成的采样小分队集结完毕，由萧山
中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援鄂护士）郭利琴担任领队。

龙湖春江天玺小区17幢楼为33层住宅楼，疫情
原因乘不了电梯，采样队员要徒步一层楼一层楼上
门采样，但是谁都没有退缩。在队长郭利琴分配采
样任务时，党员沈彩燕和共青团员沈佳飞更是自告
奋勇，纷纷认领了最高楼层的采样任务。

一口气登上 33楼，对于强壮的男士来说也不轻
松，更别说是几个柔弱的女子了。从1楼到33楼，她
们却只用了十多分钟，到达 33楼时防护服里衣服早

已被汗水浸湿，护目镜、面屏上都是一片水气。
沈彩燕说：“从来没爬过这么高的楼层，爬最后

几层的时候已经看不清前方的路了，要扶着扶手才
能上楼。”为了让面屏里的雾气尽快消散，两人对着
窗户吹了5分钟的冷风。

“你们辛苦了，我给你们拿张凳子坐会吧”“我群
里看到楼下的住户没有烧水壶，我这里有一把新的，
麻烦能不能帮我带给他们”……根据采集人信息表
单上的名单，队员们一家家敲门采样，很多居民都很
热情，也很配合。在采样任务之余，队员们也尽其所
能地去帮助他们。

“你们很伟大，我们能做的是居家隔离不给社会
添乱！”在采样过程中，居民们一句句感谢鼓励的话
让采样队员们倍感温暖。

经过4个多小时的努力，采样人员圆满地完成了
423名人员的上门采样任务，当大家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医院时，已是晚上 9点多，而这种加班加点的工
作状态已经成为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常态。

■记者 王俞楠

近日，“同心抗疫”萧山区心理健康系列微课正
式上线，当天推出三堂微课。

其中其中，《，《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从学会从学会““爱自爱自
己己””来告诉你如何打破疫情带来的困惑来告诉你如何打破疫情带来的困惑；《；《健康生活健康生活
gogogogogogo》》从从““健康生活习惯要知道健康生活习惯要知道”“”“健康生活习惯面健康生活习惯面
面观面观”“”“健康生活习惯养成法健康生活习惯养成法””三方面入手来学习三方面入手来学习““如如
何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何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解码解码 520520》》从家庭教育切从家庭教育切
入入，，让同学们通过换位思考的方式让同学们通过换位思考的方式，，感受感受
爸爸妈妈唠叨背后的情感爸爸妈妈唠叨背后的情感，，也让家长掌也让家长掌
握亲子沟通的密码握亲子沟通的密码。。

““在这个特殊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希望用这样我们希望用这样
的心理微课的心理微课，，用理性和温情用理性和温情，，为大家提供为大家提供
更多的心理支持更多的心理支持。。””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表示，，接下来还将有更多的心理微课陆接下来还将有更多的心理微课陆
续上线续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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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金城

为 打 赢 疫
情防控遭遇战，
南阳街道组建

了一支身穿“四色
战袍”的抗疫队伍。

本轮疫情来临
后，南丰村 70岁老

党员郑志龙第一时
间报名防疫志愿者，并

主动申请参与夜间管控
工作，在疫情防控一线为

老百姓守好出入的“小
门”。老一辈党员务实肯干，

新一代青年党员也毫不逊
色。他们有的夜以继日坚守在

数据核查的电脑屏幕前，有的来
回奔波抗疫前线，有的废寝忘食忙

着接听电话……
除了投身战“疫”，岩峰村村委王

炉彬以身作则，积极践行“非必要不聚
集”的防疫规定。作为一名新手奶爸，

他穿上了党员红马甲，迅速加入抗疫小分
队，同时积极做好家人的思想工作，取消了原

定于12月12日举办的儿子的满月酒。
为保障核酸检测工作任务顺利开展，南阳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按照核酸采样网格化管理
要求，对居家隔离群众上门核酸采样，这也需要“大
白”们坚持不吃不喝长达 6—7小时，直至采样结束，
工作十分辛苦。

“一定要戴好口罩，勤洗手、多通风……”自疫情
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南阳大街小巷上网格员随处可
见，丁梦迪就是其中之一。疫情发生后，她主动参与
疫情防控宣传、核酸检测等各项工作，同时积极参与
居家隔离人员管控，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

丁梦迪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她秉承着“舍小家顾
大家”的奉献精神，以执着的坚守、无悔的信念，守护
着南兴村的健康与平安。对群众来说，那蓝色既是

“守护神”，也是“平安符”，正是这一抹抹网格蓝构筑
了南阳街道坚实的战疫防线，每每看到，总能让人很
安心。

连日来，赭山社区的巾帼志愿者陈利积极投入
到疫情防控工作当中，小区、路口、农贸市场，到处都
有她忙碌的身影。搞排查、做宣传、贴海报、去巡逻、
买物资……家中的两个孩子顾不上照料，直到深夜
完成管控工作后才回到家里。

此外，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南阳民兵冲锋在
前，在各个入口管控点严格执行扫码、测温、登记等
规定动作，以铁的纪律落实联防联控工作责任，构筑
群防群治严密防线。

文/摄 通讯员 陈佳蔚 黄坚毅 徐国庆 首席记者 何可人

“先锋模范”“战斗堡垒”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

干出来的！在本轮疫情防控工作中，义桥镇公共服务办主
任裘晓淋带病坚守岗位，给了群众最温暖的依靠，在凛冽寒
风中传递着最珍贵的爱。

面对疫情，她逆风而行。裘晓淋第一时间冲在前，调度
统计、上传下达、入户宣传、日夜坚守，从摸排重点人群，到
安置居家隔离人员；从联系对接卫生院和派出所，再到检查
村社防疫工作……每一个环节都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在
她看来，党员就要以身作则。

流调组的信息、数据是开展防控工作的基础和依据，因
此流调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接到任务后，裘晓淋开启了

“超长待机”模式，开足马力，不分白天与黑夜打电话开展排
查追踪，同时进行入户摸排，确保流调管控无死角。“根据数
据显示，您曾在*月*日前往***，现在身体情况如何？这段
时间都接触了谁？”类似这样的话语，她每天要说上百遍，由
于每天连续不断地打电话对接确认信息，裘晓淋的嗓子沙

哑了。高强度的工作让她无暇按时吃饭，盒饭总是被她遗
忘在角落。可她说：“如果我们的付出可以换来群众的平
安，很值！”

带病工作，她勇当疫情防线的“先锋兵”。裘晓淋说，真
希望自己是个智能机器人，可以设定24小时持续工作，时刻
保持最大工作量。然而，她前不久体检查出“心肌缺血”，要
求马上复检，但她仍全面投入抗疫工作，把复检时间一推再
推，继续处理疫情防控数据和每天不断出现的各种情况。
最终，她因为过度劳累，加重了病情，导致心肌炎，倒在了工
作岗位上。

最近，裘晓淋的一条微信朋友圈内容火了。配图里，小
女孩的睡颜让人心安，但眼角的泪痕让人心酸。小女孩是
裘晓淋的女儿，疫情生生阻隔了妈妈的回家路，连续一周，
女儿每天抱着妈妈的衣服哭着入睡。裘晓淋说，她心疼，却
无悔。小家只能劳烦家人守护，因为她要守护更多人。

文/摄 记者 盛凤琴 通讯员 葛城城

在闻堰街道相墅社区相墅花园北门口，有这样一对 90

后新婚夫妻，丈夫李益丰，妻子裘文吉，一个严守着人行通
道，一个严守着车行通道，成为防疫一线的“最美夫妻岗”。

此轮疫情发生后，相墅社区发出了一份党员志愿者集
结令，28岁的李益丰看到后第一时间通过社区党员微信群
进行了报名，主动要求到社区防疫第一线，在他看来，这是
身为一名党员应尽的职责。在丈夫的带动下，妻子裘文吉
也一同加入了社区的青年志愿者队伍。

每晚6点半是小区进出人流量最大、防疫工作最繁忙的
时刻，这时这对夫妻便上岗了。“阿伯，请戴好口罩，出示健
康码。”“阿婶，麻烦测量一下体温。”看似简单普通的工作，
关乎着整个小区的健康与平安，为此夫妻俩严把防疫大
关，碰到不会使用支付宝扫码的大伯大妈时，则耐心一一教
对方如何查看健康码。

其实，李益丰工作特别忙，因为工作地在宁围，每天下
班回到家都快晚上6点了。为了能保障每天两小时的党员
值守时间，夫妻俩到家后晚饭随便对付一口，便匆匆赶到小
区门口报道。

李益丰表示：“在这个特殊时期，作为一名党员，能够为

社区的疫情防疫工作贡献力量，我义不容辞。”身为妻子的
裘文吉更是用自己的行动来默默支持他。

青春一代是闪亮的一代，这对夫妻共
守防疫一线，让党旗更鲜艳。其实，在闻
堰街道的各个村社都有一支社区志愿者
团队，从组建的人员信息来看，今年的社
区的志愿者年龄呈现年轻化趋势。越来
越多的90后、00后加入社区志愿者
队伍，已逐渐成为志愿者主体，更有
像李益丰这样的年轻
党员，带动家属一同
服务。

同心抗疫，共战
疫情，年轻一代爱心
接力，他们是防
疫一线那抹
闪 耀 的
志愿红。

聚焦文明城事

■通讯员 华兴桥 首席记者 何可人

自战“疫”打响，连日来，衙前镇镇政府三楼有一
个办公室的灯每天亮到凌晨。在这里，工作人员全
天值守，确保第一时间从大数据平台接收数据，第一
时间打电话通知到人，核实信息，并将相关信息分发
至各村社，第一时间将基层反馈的情况汇报给上级。

负责人徐国红长期“蹲点”，一天连轴转：每天一
早召集办公室人员开个短会，布置好当天要对接和
完成的工作，接着匆匆下村社检查“五包一”防控责
任制落实情况、查看隔离点准备状况等。办公室其

他人员也纷纷开始忙碌的一天，有的按照最新数据
打电话核对信息，有的联系卫生院进行上门检查，有
的统计相关报表，有的协调部门处置应急状况……

徐国红每天都要接听和拨打近百个电话，甚至
凌晨也会接到电话。有时候，他刚踏进家门，又突然
接到电话说有重点人员需要排摸确认，于是，他顾不
得喝口水、歇一歇，又立即返回单位，根据大数据名
单进行核对，并进行电话核查，同时做好登记统计。

处理表格、数据，参与隔离点环境整改，充当“搬
运工”，运送相关疫情防控物资……在战“疫”一线，
徐国红与同事们坚守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记者 周珂 通讯员 潘燕萍

“您好，这里是靖江街道疫情防控办公室，根据
相关政策与您核实信息，请务必配合。”一张张表格、
一个个电话、一次次问答，连日来，靖江街道疫情防
控办公室的数据核查员核查信息、完善表格，积极向
群众做好解释。

王坚烈是靖江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主任，也是
疫情工作专班的一员。她“白+黑”奋战在疫情防控
一线，上传下达、政策解读、处理数据、统筹协调，把
自己的每一分钟都安排得满满当当。自近期这波疫
情发生以来，王坚烈已连续多日平均工作时间长达
16小时。

“说不辛苦是假的，但只要一想到还有工作没布
置下去，还有人员没排摸完，还有信息没处理完，我
就不安心。我们的工作做得更细一点更实一些，大
家就能更早回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之中。”话还没说

完，王坚烈手中的电话又响了起来，她的嗓音越来越
沙哑，偶尔都发不出声音，却连停下来喝口水的时间
都没有。

深夜来临，办公室内依然灯火通明，其他工作人
员都异常忙碌。专班工作人员的电话声此起彼伏，
他们的电话也变成了真正的防疫热线。“有时候数据
下来已经晚上 11点了，我们打电话过去也觉得挺难
为情的，但是这几天大家都很体谅我们，还会跟我们
说辛苦了，让人感觉很温暖。”靖江街道疫情工作专
班人员余玲玲说。

与此同时，还有一大批数据需要村社的“数据审
核员”核查上报，他们和街道疫情防控专班人员一
样，将一组组数据进行汇聚筛选，将一个个信息进行
排摸核对。

正是这些像王坚烈一样奋斗在一线的基层工作
者，放弃休息时间，以高度敬业尽责的态度，不遗一
户，不漏一人，保护着广大群众的安全。

益农派出所警员在党旗下集结，主动请战，驻守集中隔离点，守护百姓安全。通讯员 胡雪朦 摄

当下，疫情形势仍严峻复杂，关键时刻看担当，紧要关头党员先上，其中，病倒
在岗位上的义桥镇公共服务办主任裘晓淋一席话让人动容：“真希望自己是个智能
机器人，可以 24 小时持续工作……”正是党员彰显了先进本色，才带动了全民抗

“疫”，构筑起牢固的防疫长城。

我是党员我先上！她带病坚守战“疫”一线

90后夫妻报名党员志愿者 当好社区“守门人”

文/摄 记者 沈艳露 通讯员 钱瑛洁

今年 6月 15日，王思超正式成为一名社工。尽
管只有半年的社区工作经验，但面对此次疫情，这名
90后新手社工却表现得十分专业和敬业。

王思超所在的浴美施社区是临浦集镇最中心的
社区，小区多、业态多、人员多且复杂，疫情流调信息
数据体量十分庞大。作为社区公共卫生管理员，王
思超在疫情期间的工作量成倍增加：动员社区居民
新冠疫苗应接尽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宣传、来萧人
员信息排查、重点人员管控对接以及管控期间的服
务，红黄码问题咨询处理，参加夜间巡逻……从早上
忙到次日凌晨两三点，刚睡下不久又有电话打进来。

不仅睡眠时间严重缺乏，就连吃饭也没能保障，
王思超常常早中晚三餐并作一餐。好不容易有点
空，起身泡一桶方便面，还没来得及吃一口，又是一
个接一个的电话。同事们劝她先吃饭再干活，她却
总是坚持先干活：“居民肯定很急，不能让他们等。”

由于疫情管控数据随时可能下来，因此需要 24
小时保持手机畅通，重点人员要第一时间联系到，采
取相应管控措施，否则对方不知情，万一出门了就会
扩大疫情风险。这些都没有难倒这个“女汉子”，王
思超说，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一些居民的不配合不
理解，她耐心地向对方解释政策，分析疫情形势，帮

助居民理解做好疫情防控的必要性。
这几天，疫情管控人员刚刚稳定下来，健康码变

色咨询的工作量又剧增，多的时候一天有两三百个
人来咨询，王思超的一部座机和两部手机常常同时
响起。王思超加班到凌晨两点多，社区书记诸亚惠
就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看她忙着工作迟迟不吃饭，同
事们就给她带好吃的，往她杯子里倒上暖暖的养生
茶；遇到不懂的问题，“专业师傅”——临浦镇疫情防
控指挥部工作人员董剑锋耐心地帮教。

“抗疫工作不是我一个人在努力，大家都在拼尽
全力！”王思超说，“作为新手，我更不能松懈。”

党员红 守护白 网格蓝 巾帼粉

“四色”战袍抗疫情

这个办公室的灯每天亮到凌晨

一曲莲花落 让防疫知识“火”了

他们的电话成了真正的防疫热线

10名采样女护士 一口气爬上33楼

三餐并作一餐 三部电话一块响

居民居家隔离 社工帮忙买药

“同心抗疫”
给你“心”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