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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徐畅）一人
从背后抱紧老人，一人搀着老人
的胳膊，还有一人在前面引着老
人一级一级往下挪……这一幕，
每天都在东高地街道三角地第一
社区上演。3月21日，社区接到
居民曹女士的求助：“能不能帮帮
我？我要带父亲去医院看病，我
自己实在没办法……”曹女士父
亲因患有严重脑梗后遗症，平时
只有她一人照顾八十多岁的老两
口，这两天老人感到身体不舒服，
楼栋没有加装电梯，曹女士实在
没有办法一人把老人抬下楼，无
奈之下她找到了社区求助。

社区工作者周密、杨晨和

下沉街道的干部赵德强当即站
了出来，三人一起帮助曹女士
把老人扶下楼。三层楼看似不
高，但是三人扶着老人一步步地
走下来竟然用了 40 分钟，到了
楼下，每个人都出了一身汗，身
上蹭满了白墙灰。经检查，医生
为 老 人 开 出 了 7 天 的 吊 针 处
方。于是，三人又与曹女士商
定：这段时间，老人每天去医院
打点滴时曹女士提前联系社
区，他们三人一起协助把老人
从三层扶到一层。

抗疫一线写初心，社区温暖
而有力量的守护，让“守望相
助”变得更加真实、更有力量。

三层楼，四十分钟，七天

本报讯（通讯员 张国芬）自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太平桥
街道的社区干部在做好防控工
作的同时，努力做到日常工作不
缺位，使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享
受业务办理、生活关怀、心理疏
导等服务，受到一致好评。

为保障辖区符合条件的老
年人申请高龄津贴，太南里社区
干部按照台账明细，逐一提供上
门办理业务服务。社区干部来
到了王淑兰阿姨的家门口。为
确保安全，社区干部主动选择与
老人保持一米距离，在房间门口
熟练地操作了起来。只见一张
小板凳上放置了所需证件和材
料，社区干部按照电子业务办理
流程拍照取证，一会儿工夫就提
交完毕，并对接触物件全部进行
了消毒处理，还不忘叮嘱老人勤

洗手、多通风，做好安全防护。
近日，一位男子走进太中里

社区党委书记办公室，一直不停
地说：“我们楼的两位老人跟我
商讨后，决定由我执笔写一封感
谢信，特地给你们送过来，表达
我们的心意。”据了解，两位老人
年近80岁，身体欠佳，子女也不
在身边。在疫情期间，老人经常
打电话到社区寻求帮助。社区
干部一直不间断地帮助老人送
菜、送粮、送口罩及临时出入证，
二老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

“感谢居民对我们工作的肯
定，社区日常工作很琐碎，但正
是为居民解决了一件件这样的
小事，才使居民对我们更加信任
与理解。”收到感谢信后，社区干
部非常感动，也更加坚定了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

本报讯（通讯员 王琳）近日，
中国工商银行丰台支行由党委
书记、行长带队前往消防支队慰
问消防官兵，送去100 余箱矿泉
水等慰问品。丰台支行对消防
官兵常年奋战在灭火救援第一
线、时刻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
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感谢消防
官兵为消防和防疫工作做出的
突出贡献，望他们做好防护措

施，注意自身安全。并表示，将
更加重视消防安全工作，定期举
办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增强员工
消防安全意识及应急处置能力，
将火灾隐患消灭在源头。

丰台消防支队负责人对工行
丰台支行的慰问和日常提供的金
融服务表示感谢，表示一定不辜负
人民的信任和期望，全力保障社会
和谐稳定和人民人身财产安全。

■检查5家药店，走访2家超市，解决3起口罩价格
投诉举报，参加街道 1 次简短碰头会，接打几十个电
话……早上放在办公室桌上的一杯热水已经凉透，快下
班时都顾不上喝一口，马不停蹄都不足以形容李汝河，
这位57岁的基层市场监管所所长一天的工作轨迹。疫
情防控期间，市场监管工作面广量大，商超、药店、餐饮
店都是人员集中场所，是监管重点，也是监管的难点。
面对繁重的监管任务，李汝河没有退缩，而是充分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大街小巷、餐饮酒店、商超市
场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市场消毒怎么样？”“蔬菜物品
是否供应充足？”每天一大早，他就开始走访检查，了解
市场防控工作落实情况。马家堡市场监管所在李汝河
的带领下，全所工作人员“逆行”而上，管市场、平物价、
保安全，为维护辖区市场经济秩序稳定，走在了全力战

“疫”的最前沿。 （席彩云 史媛）
■近日，一封来自长辛店街道装技所社区党委的表

扬信送到了区残联，感谢区残联第二批下沉干部顾京
丰。自2月5日下沉社区以来，顾京丰主动把自己摆进
去，尽快熟悉情况，执勤站岗、包院负责、密接人员集中
隔离劝导、为不会用手机下单的老年人下单购物、为志
愿者进行心理疏导减压，积极想方设法解决居民的生活

难题。他把自己的防护口罩送给没有口罩的居民，利用
自己的私家车运输防控物资，协助社区医生为居民取药
发药。相处时间长了，装技所社区对顾京丰都很称赞。
社区居民徐阿姨说：“事情交给小顾办我放心，这一个多
月来，他把下沉的社区当成自己的家，是我们社区的一
名‘小管家’，我们都离不开他了。”面对大家的感谢，顾
京丰说：“只有用心为居民解决困难，才能体现我们下沉
社区的意义。我相信，通过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疫情一定
能够过去。” （李晓香）

■“咱们这个卡点今天有没有新增的返京人员呀？”
这是南苑乡南苑村巡防队队员王晓磊在最近返京复工
潮期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的第
一天，王晓磊就 24 小时吃住在队里，白天工作、晚上备
岗、核实收集上来的数据和信息。他主动担负起物资保
障工作，联系采购防控疫情所需要的物资，第一时间发
到每个队员手中。作为内勤人员，王晓磊每天对进出队
员测量体温，在巡查队办公场所开展全方位消毒，制作
了几十条疫情防护温馨小提示，提醒大家做好防护措
施，增强防护意识。王晓磊的妻子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也一直坚守在社区一线防控的岗位上。为了能全身心
投入到工作，王晓磊和妻子将刚满一岁的女儿送到了父

母的住所，让父母帮着照顾。爷爷奶奶心疼孙女，也埋
怨过他们两口子。但是王晓磊说了，疫情防控是全国的
大事，村里的防控工作最为重要，只有国家安全、村里安
全，咱们的小家才能安全。 （田燕节）

■面对肆虐的疫情和社区男同志少的现状，右安
门街道东滨河路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沈健毅然担起了
社区防疫的主要工作。沈健主动帮助其他同事完成摸
排任务，他每天往返于各个门岗点位、门店宾馆进行巡
视，主动接过了订餐任务，独自骑车给各岗点的保安送
饭……类似的事情，沈健一直都在默默做着。为了给
自己负责的西庄四号楼居民营建安全健康的居住环
境，他每天在四个单元不断巡视，看到楼道内堆积的垃
圾和易燃物就马上清理。尽管西庄四号楼仅有68户居
民，但沈健从最初的逐一入户到对返京人员进行居家
隔离健康指导、监控、提供服务等，他的入户及电话访
问次数高达200余次，对楼内每户居民情况做到了如指
掌，为本小区疫情防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得到了
西庄四号楼居民的一致好评。“疫情就是命令，在这关
键时刻我就得冲在前、顶得上，为居民看好大门、守护
健康与平安。”朴实无华的语言是一名基层社区工作人
员默默的坚守。 （连颖）

本报讯（通讯员 蔡晖）“一群人一条路，坚持一直走
下去，在一起不容易，相守更加了不起……”近日，随着歌
曲《不放弃》音乐响起，卢沟桥乡岳各庄村文明实践站组
织的“文明有我健康行”线上互动活动正式开始，村内疫
情防控一线志愿者、待学在家少年儿童通过网络视频交
流了防疫科普知识并共同学习手指舞，录制了短视频，

“点赞”坚守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
自年初以来，做好疫情防控占据了人们的生活，卢沟

桥乡文明实践所结合自身优势，充分发挥全乡21个文明实
践站的服务平台、宣传阵地作用。一方面，积极组织志愿
者加入到各住宅小区疫情防控和保障服务工作当中；另一
方面，重点关注因停课居家的少年儿童和高龄老人的生活
健康和心理健康。

卢沟桥乡先后以各文明实践站为主体组织了六里桥村
“文明有我健康行”防疫科普宣传教育活动、丽泽景园社区
“小画笔抗疫情”青少年公益绘画征集活动、金鹏天润社区
“我们身边的‘逆行者’”线上文化作品征集评比等活动10余

场，以及志愿者助力防控一线、顶岗一日等线下服务保障活
动，凝聚了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体战的强大精神力
量，增强了辖区百姓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

据了解，卢沟桥乡于去年8月正式成立乡文明实践所
和21个社区、村文明实践站，同时为乡域内“北京市第一个
农村党支部”大瓦窑村党史馆、小屯村“新四军林”等8家特
色单位，“铁军精神”宣讲团、万泉寺出租公司爱心车队等
10支志愿服务和群众文化队伍进行首批文明实践基地和
文明实践先锋队的挂牌、授旗，第一时间为凝聚各方力量、
提升文明素质、满足群众诉求、推动全乡各项工作上台阶
吹响了集结号。

自文明实践工作开展以来，卢沟桥乡依托中国人民大
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学科研基地专家智库作用，统筹
乡域内丰富的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通过“日常+
集中”、“线上+线下”、“固定+流动”等方式，切实打通宣传
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形
成了“卢沟特色”文明实践品牌。

本报讯（通讯员 蔡旖旎）连
日来，丰台街道多措并举牢牢建
立战“疫”防线，充分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对社会力量、单位力量、
组织力量进行再动员、再整合，
充分发挥辖区单位防控力量，社
会领域党支部在街道党工委领
导下筑牢防疫战斗堡垒。

“我们作为企业也要确保民
生。”2 月 23 日，复工复产的前
三天，丰台街道辖区冠京隆党支
部书记贾铁军组织市场全体员
工开展复工复产动员会，布置防
疫防控工作，他提出“把确保民
生放在第一位”，首先对农副产
品大厅、生活用品一区、H 厅恢
复营业，让百姓吃上放心菜、放
心肉。同时制定疫情防控应急
预案和疫情防控保生产经营方
案，并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申请，为市场复工复产起到了保
驾护航作用。

街道安排专人对接工作，
严格执行市、区关于防控疫情

的相关精神，切实做好市场商
户的防控管理工作。市场安排
防控小组成员实行岗位责任
制，只设一个南大门出入口，并
派 9 名同志负责，积极做好每
一位员工、商户、顾客的体温检
测和登记工作，并对每一辆来
往车辆进行消毒。

农副产品大厅设 6 人专门
负责食品索证、索票制度和查
验制度，为防止交叉传染，市场
农副大厅和生活用品一区，只
设进出口各一个，对每一位进
入大厅的顾客，实施免费发放
一次性购物手套，确保每一位
顾客购物的安全，并疏导提醒
顾客有序进出。

3月6日冠京隆市场整体恢
复营业，党员发挥模范先锋作
用，落实不丢一户、不落一人的
坚定行动，做到逐户走访摸排，
通过播放防疫广播、张贴发放防
疫公告等方式做到防控全覆盖，
确保不留死角、盲区。

丰台街道：复工复产中的党支部战“疫”堡垒转岗不离岗“党员阳光护送队”为居民撑起疫情防控“安全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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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史莉）护送岗由学校
门口变成社区各防控卡点、护送时间由学
生上下学变成随叫随到、护送对象由
700 多名在校学生变成 3200 多名社区居
民……南苑街道西宏苑社区“党员阳光护
送队”转岗不离岗，“防控+服务”为居民撑
起疫情防控“安全伞”。

护送队共有 47 名队员，其中有 21 名
队员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加入，由区街下
沉干部、回社区报到在职党员、社区党员
志愿者等组成。队员中，年龄最大的 75
岁 ，最 小 的 37 岁 ，他 们 有 时“ 单 兵 作
战”，有时“组团协作”，在社区疫情防控

“战场”中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践行初
心使命。

在五爱屯西街防控岗，67岁的钱秀英
是有着36年党龄的老党员，她主动把每天
最早一班和最晚一班的社区防控时间段

“承包”下来。自 1 月 24 日到社区防控一
线起，她已经奋战了整整58天。在防护用
品最紧张的时期，热心的钱秀英自费购买
口罩，每天出门揣在衣兜里，每当看到小
区里有没戴口罩的老人残疾人，她总会慷
慨赠送一个并叮嘱他们少出门注意防
护。此外，钱秀英还自费购买84消毒液，
每日与邻居联手清洁消毒西宏苑小区11
号楼的楼道走廊，地面经过消毒清洁被擦

得光亮，让居民十分安心。在钱秀英的影
响下，社区100多名志愿者忙碌的身影成
为抗疫路上的一道道亮丽风景线。

“‘党员阳光护送队’是西宏苑社区的
品牌队伍，参与疫情防控队伍我很高兴，
同时也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莫均
南是区人力社保局的一位军转干部，也是
一名党员。他主要负责在值班期间查验

小区出入证、测量进出人员体温、对返京
人员进行登记等。除了周末休息日，还

“见缝插针”在工作日晚上 6 点半至 9 点
准时出现在社区防控岗上。与莫均南一
同加入西宏苑社区“党员阳光护送队”的
还有刘国峰，他是区水务局工作人员，平
日里他是社区公益活动的主力军，环境
清洁、治安巡逻、调解纠纷样样都少不了

他的身影。疫情发生后，他更是主动报
名参与社区一线防控，在把守小区“入口
关”的同时，还当起了“代购”“搬运工”，
为小区居民提供便利暖心服务。在西宏
苑社区，像莫均南、刘国峰一样“5+2”参
与值班的在职党员有六七个人，“党员阳
光护送队”疫情防控志愿者的积极加入，
给社区防控工作注入了强劲动力。

“老张，非常时期戴上口罩再出门，别
不当回事啊！”“小李，你家那出租户回来
了吗？回来后抓紧到社区登记。”……75
岁的杨淑英是“党员阳光护送队”的“元老
级”队员，“爱管闲事”“热心肠”“活雷锋”
是居民口中对她的评价。“1号楼8个楼门”

“2号楼14个楼门”“3号楼5个楼门”……
“党员阳光护送队”队员吴国良脱口而出
西宏苑小区14栋楼的情况。对社区地熟、
人熟、事熟的吴国良在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中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骑着三轮车
走街串巷清洁消毒、变身小区“跑腿侠”上
门为居民送货扔垃圾……疫情面前，吴国
良主动向前，解决了一桩桩大事小事，可
谓数不胜数。

汇聚凡人小能量成就社区疫情防控
大力量，“党员阳光护送队”用实际行动筑
起社区疫情防控铜墙铁壁，为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硬核”力量。

太平桥街道为老服务始终“在线”

右安门街道“疫”案说法栏目推出英文特辑
本报讯（通讯员 唐菲）近

日，右安门街道联合司法所、慧
海律师事务所，在“右安佑安”微
博、微信平台推出了一期英文版

“疫”案说法微课堂。
针对当前境外回国人员增

多，给国内疫情防控带来新挑战
的情况，右安门微信普法课堂选
取当前入境疫情防控的典型案
例，专门制作了一期英文版的

“疫”案说法节目。
节目选取自意大利回国的

廖某乘机前通过服用退烧药隐

瞒发热症状，后被确诊新冠肺
炎，给同机人员造成传染风险的
案例，对所涉及法律问题进行了
详细解释。

由于该案件在入境防疫教
育工作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
性，右安门街道组织律师依据
当前国内的法律规定进行了英
文翻译，并讲解了涉疫案件的
处理要点和防疫工作的公众提
示，为社区干部针对入境人员
开展防疫工作提供英文参考和
法律支持。

本报讯（通讯员 勾军潮）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云岗街道社区干部迎难而上，发
挥连续作战的精神，当好居民身边的“贴
心人、守护者、多面手”，涌现出一批无私
奉献的社区守护人和感人的社区暖心事。

做社区家园“贴心人”
一天晚上9点多，北里社区干部付昕了

解到一户居家观察人员订购的外卖晚餐只
能送到小区门口，该居民又不能外出领取，
很是着急。刚拖着疲惫身躯回到家中的她
又冒着寒风出门，将晚餐送到该户家门口，
待确认该户领取后才返回自己家中。

翠园社区一居民长期服用降压药，居
家观察期间身体出现过敏现象，偏偏该居
民社保卡消磁无法使用。社区干部张熠
上门送生活物资时得知此事，马上去街道
政务大厅替居民办理临时社保卡，并且两
次出入医院为居民开药，解决了居民的燃
眉之急，缓解了病痛。

做社区家园“守护者”
南一社区干部郭媛媛作为综治委员，

负责招募防疫志愿者，安排分组排班和进
行岗前培训，确保各卡口的排查工作有序
进行。她还是社区防控物资组的负责人，
要及时准确统计各项物资入库和发放账
目。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她科学统筹调
配各种防疫物资，及时保障了一线防疫人
员工作更安心。

田城社区干部赵雪霞无暇顾及家中
年迈的父母及面临高考的孩子，全身心投
入社区防控工作中。采取入户、微信接
龙、电话了解、邻里走访等多种形式开展
排查，坚持把情况摸清摸透；她还组织社
区党员志愿捐款支持疫情防控，并组织志
愿者参加楼道消杀工作。

做社区防疫“多面手”
疫情期间因孩子在家跑动造成的较

大声响引发邻里矛盾，居民将问题反映到社区。翠
园社区干部史习洁立刻到现场进行调解，耐心细致
的调解感动了两家人，当事人表示：“请你放心，我
们一定注意，相互理解，彼此包容，和睦相处。”

西平房是云西路社区一个老旧平房居民区，小
区道路四通八达且租户众多，又没有物业公司管
理，疫情防控难度可想而知。社区干部孙海艳积极
协调铁丝网封堵出入口，仅保留南侧一个入口，并
迅速进行封闭式管理。在她的召集下，由志愿者、
居民、物业共同建起“爱心防疫墙”。

田城社区干部白李佳毅然放弃了与家人团聚
的美好时光，积极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他挨家
挨户统计外地返京人员情况，并在每个楼道单元内
张贴通告，力争做到社区全覆盖无盲区。他每日穿
梭在各个单元楼，给负责消杀工作的志愿者配送消
毒液；还按时出现在小区入口的执勤岗位，做好值
守、核查工作。白李佳耐心细致地做好重点人员体
温与身体状况记录，不厌其烦地提醒居家观察人员
做好隔离防护，同时安抚他们的紧张情绪，并为其
代购代送生活必需品。

本报讯 面对新冠病毒的不宣而战，一场抗击疫情的
人民战争再度打响。十七年前，西罗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还是西罗园第一医院，是抗击“非典”疫情时期开设的发热
门诊，这群可爱的人毅然选择战斗在那里。如今，面对来
势汹汹的“新冠”疫情，他们再次响应组织号召，一如既往
地选择勇挑重担，奋战在抗疫的不同岗位上。

已是保健科主任的杨东霞身担防疫重任，再次披巾挂
帅带领大家逆行出征，同在保健科的陈双和外科的常玉红
也下沉到社区居委会指导开展社区疫情防控。经历过“非
典”一战的刘霞再次主动请缨，选择坚守在基层最艰苦的
岗位上，在凛冽的寒风中为居民测量体温，登记返京人员
信息，进行疫情检测。“您好，请接受体温测量，体温正常，
请戴好口罩慢行。”像这样的话，她每天要重复上百遍。

“尽管现在的医疗条件比以前好了，但你们还是要注意

安全，做好个人防护。”每当送走一批又一批从中心出征的
“白衣战士”时，中心功能检查科主任兼工会副主席王懿总是
忍不住地叮嘱几句，“工会和家属一样都是大家的‘娘家人’，
也是大家坚强的后盾，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不辱使命，平安
归来，等你们凯旋，给你们庆功。”

此外，还有在疫情防控期间坚守各自工作岗位的医务
人员，像功能检查科的李烁和洋桥北里站的王雪丽，他们
或是自大年三十开始就返回工作岗位，或是在发热筛查关
口不动如松，又或是在门诊大厅耐心疏导就诊人流，在和
新冠病毒的斗争中守护着辖区百姓的安全。从2003年的

“非典”到 2020 年的“新冠”，有太多无名英雄选择再次出
征，有太多的母女兵、父子兵齐上阵，他们为践行希波克拉
底誓言不遗余力，冒着生命的危险筑起了一道道生命的

“保护线”。 （西罗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供稿）

逆流而上 穿越十七年的约定

下沉社区 我读懂了那些守护
——丰台法院陆露的下沉体会

本报讯 接到单位的通知，丰台法院政治部干部陆露
来到新村街道电力机社区，成了一名下沉干部。在卡点执
勤时，她和一起执勤的小伙伴常常会收到各种不期而遇的

“礼物”。隔离期满的人出门购物，回来时在卡点放下一包
口罩，微微点头；来小区看望老人的来访儿女放下一箱饮
品，说“替我们费心了，辛苦了”……她知道，每一个致谢背
后都非无缘无故。

虽然没有医护人员直面病毒的惊心动魄，但是凝聚人
心、打造联防联控的局面需要做好无数件琐碎的小事。一直
以来，大家都会用“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困难”的工作方
式，对隔离期人员、孕妇、孤寡老人等人员的日常生活给予特
殊照顾；针对居住人口背景和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把
宣传不只写在纸面上和海报里，更写在工地上，写进每个人
的头脑中和观念里；与企业签订四方责任书，直面企业难点，
沟通、商讨数千名外地员工安全返岗、防疫、住宿、用餐等现

实问题；对于“身份证和出入证同时出示”的政策要求，专
门采购一批双面卡套，为居民提供贴心暖心的便利；遇到
居民急躁和不理解总是宽慰，“大妈，别着急，戴好口罩，
再过一点时间就好了”……防控疫情要做好，生活保障也
要做好，她和电力机社区的工作者们就是秉持着这样的
理念，赢得了辖区企业和群众的认可、理解和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她渐渐明白，在基层，每个工作者处理
的都是不起眼的琐事，却直接关系着百姓心中的冷暖温
度；在基层，每个工作者都是在做着细致入微的小事，却都
是在守护着大局大势。

午间，阳光明媚，把光线和树影一起倾洒在卡点岗位
斑驳的桌面和厚厚的一摞登记册上，忽然，从楼上飘来了
饭菜的香味，传来了锅碗瓢盆的声音。此时，她更加确信，
这安定幸福的烟火气，就是千千万万一线守门人在用心守
护的群众安全和民生福祉……

战“疫”：每个人都是好样的！

“党员阳光护送队”队员走进小区楼门庭院，积极做好清洁消杀、防疫宣传等工作。史莉/摄

中国工商银行丰台支行慰问消防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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