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封闭管理、排查登记、无人机劝导、微信群送菜……新冠肺炎疫
情面前，中国城乡社区防控一线活跃着社工、物业保安、志愿者等群
体的身影。 人工智能电话摸排、心理疏导、小程序预约买口罩……社
会力量踊跃加入，让社区防控有了新模样。 从一名患者，到一个家庭，
到一个小区，再到一个片区……一个个社区安全了，居民正常生活才
能得到有力保障。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
的防线。 民政部最新统计显示，此次疫情发生以来，近 400 万名城乡
社区工作者奋战在中国 65 万个城乡社区疫情防控一线，平均 6 个社
区工作者守护着一个社区，每名社区工作者面对 350 名群众，任务繁
重、工作辛苦。

疫情，考验中国社会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近
日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把社
区这道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 多名受访专家
对本报记者表示，做好疫情联防联控，关键是用好用活社会力量，把
社区居民发动起来，完善城乡社区治理，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筑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

一手抓防疫一手保民生

疫情之下中国社区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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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辛苦，但我们有信心
守护好社区居民平安”

“各位居民，疫情期间请大
家配合社区的工作。 如果社区给
大家打电话，请大家配合，告诉
家里现有人口数量和身体状况。
如果家里有发热病人，请第一时
间向社区报告。 ”

这些天，湖北省武汉市蔡甸
区蔡甸街党工委委员刘云飞每
天拿着喇叭，在辖区进行防疫宣
传， 并对一些住户进行重点喊
话。 排查出确诊的新冠肺炎患
者、疑似病例、发烧居民、亲密接
触者等“四类”人员，是刘云飞和
社区同事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基层
社区排查“四类”人员是分级防
护体系的重要环节。 对于排查出
的“四类”人员，武汉采取了集中
收治和隔离措施。 这一抗击疫情
的新举措，被很多专家和患者称
为“有重要实质性意义的一步”。

在中国其他地区，基层社区
力量也在积极动员。“小雷、小
胡，恭喜你们今天解除隔离。 家
里需要点啥，跟我说。 ”2 月 9 日
一大早，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街道
魏家社区党委书记苗莉莉就与保
健医生一起， 来到社区菜市场商
户小雷和小胡夫妇家。 夫妇二人
从湖北老家返京后， 已经在家隔
离 14天。 经过医生检查，两人身
体指标正常，可以脱离医学观察。

小雷和小胡隔离期间，社区
工作人员每天 3 次监测他们的
体温， 隔两三天送来一些蔬菜、
水果。“我们定期上门和他们聊
聊天，进行一些心理疏导。 ”苗莉
莉说。

魏家社区现有 2300 多户、
6000 多名居民，登记了 157 名外
地返京人员。 魏家社区建立起街
道、社区、院落、家庭四级网络，
加强了政府、社区、积极分子、地
区群众、单位五方联动。 目前，专
门从事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从
18 人增至 33 人。

为减少疫情扩散，部分地区
在城市实行小区封闭管理，在农

村实行村庄封闭管理。 在各社区
卡点，活跃着党员、社区工作者、
物业保安、志愿者的身影。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街道东
大街西里社区社工王琳在社区
工作 6 年。今年春节至今，每天 7
时到 22 时， 她和同事们都轮流
在社区点位值守，对进入小区人
员进行体温监测、实名登记。

这个小区常住人口 1726 户、
3000 多人，加上流动人口有 4000
多人， 登记的外来返京人员 200
多人。 王琳和 20 名同事除了值
守，还要承担摸排、消毒、劝导等
工作。 在大家努力下，社区至今
没有出现确诊或疑似病例。 王琳
说：“虽然辛苦， 但居民都很配
合，我们有信心守护好社区居民
平安。 ”

封闭管理阻不断社区浓浓
温情。“我报名参加”“我服从命
令”“听从组织安排”……2 月 10
日晚，甘肃省兰州市正宁路社区
党委刚在社区微信群里发出招
募志愿者倡议，就收到党员及居
民热烈回应。 为守护社区平安、
满足居民生活需求，很多社区采
取招募居民志愿者参与管理、安
排社区工作者代购、组织社区周
边货源配送、设置社区快递外卖
配送区域等措施，党员、热心居
民、楼门院长、网格员等纷纷加
入志愿服务队伍。

“居民逐渐意识到，社区是
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民大学社
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对记
者说， 随着中国社会逐渐成熟，
城乡社区居民素质提升，特别是
危难时刻，大家主动配合、参与
社会治理的主动性明显增强。

“社区、医院门口就是我们
的战场”

这场社区防控疫情阻击战，
涉及各方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您好，我是狮南社区的家
庭体温监测小助手。 下面请您用
普通话回答我的问题：请问您家
里有发热病人吗？ ”……近日，武
汉市洪山区狮南社区借助人工
智能技术手段， 对辖区居民体温

情况实行电话“初筛”。 据狮南社
区党委书记刘玺介绍， 该系统由
浙江某科技公司免费提供。 在接
通率达到 100%的情况下，1.5 小
时可拨打 1万通电话，效率很高。

在武汉，疫情暴发后，居民
出行成了大问题。 很多往返于社
区和医院间的患者家属，及在社
区居住的抗疫一线人员，将单车
当作主要交通工具。 移动出行平
台哈啰出行随即宣布，给医护人
员、城管、环卫、交警等抗疫一线
人员发放免费骑行卡。 截至 2 月
12 日，全国已发放单车及助力车
免费骑行卡 18 万余份。

“每天在社区门口看着一张
张被口罩勒出痕迹的脸，骑着单
车奔赴各个抗疫战场，我们感到
自己的工作很光荣。 ”今年春节
至今，26 岁的哈啰单车武汉市城
市经理马超和 50 多名同事没有
休假，他们每天结合“哈啰大脑”
系统科学调度、 及时摆放车辆，
并对车辆仔细消毒。“社区、医院
门口就是我们的战场。 ”马超说。

疫情面前， 一些社区居民、
在家隔离人员、少数与医护相关
的工作人员处在焦虑之中。 华中
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今年 1 月底
开展的新冠肺炎疫情公众行为
与态度调查显示， 武汉等地区
35%的受访者称生活已受到很大
影响，超过 20%的受访者感受到
了恐慌情绪。

舒缓居民心理情绪，亟须专
业社会力量介入。 1 月 31 日，华
中师范大学等机构推出疫情防
控心理援助平台。 求助者拨打热
线电话或关注“青少年心理与行
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微信公众
号后，可获得来自该校心理学院
师生、 中国心理学会在内的 130
余名咨询师的心理援助。

“希望能帮求助者提升心理
健康水平、提高免疫力，稳定公
众情绪。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
院教授任志洪对记者说。

在乡村，一些熟悉本地民俗
文化的人才有了用武之地。

“冠状病毒不可怕、就怕人
们不听话；不走亲、不访友，不在
外面到处走……”在一段短视频
中，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博尚镇
永泉村老年协会的李才信，敲着
竹快板，用接地气的话语将疫情
防控知识娓娓道来。

该镇党委书记邢炳才告诉
记者， 全镇积极引导老年协会、
文体协会的乡土人才，将法律政
策、防护知识和本土文化风俗结
合，创作了一批顺口溜、快板、山
歌等文艺作品，并译成多种少数
民族语言。 经过 20 支“云岭先
锋”党员志愿服务队、103 支护村
队的大力宣传，这些作品被群众
广为传唱。

“疫情防控是一次大考，我
们责无旁贷，必须考好”

社区工作者人员少，服务的
社区居民数量大，如果还是依赖
以往的一杆笔、两页纸，费时费
力。 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
治理司司长陈越良日前在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呼吁，网络公司开发一些社区公
共软件， 供社区工作者使用，避
免近距离接触发生交叉感染。

一些互联网公司早已行动
起来。 登录“武汉微邻里”微信公
众号，武汉居民只要留言，就能
免费获得心理咨询服务； 在广
州，“穗康”小程序不仅为居民提
供口罩预约购买服务，还能上报
疫情线索； 在上海，“随申办”小

程序能查药店……为鼓励开发
更多疫情服务小程序，腾讯公司
日前宣布，投入 2 亿元支持开发
者。 阿里巴巴公司推出免费的智
能社区疫情防控小程序，可帮助
社区工作人员完成出入登记、健
康打卡、疫情通知等工作。

“积极利用‘互联网+’等科
技手段，一些专业社会力量正在
有序有效参与进来。 ”中国人民
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王宏伟对记者表示，社会力
量不仅出人、出力、出钱，而且洞
悉民生需求，更能满足公众多样
化、差异化和个性化需求。

王宏伟建议，各级政府要设
计一套体系和制度，给社会力量
参与提供足够空间和平台；构建
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体系，有效
对接需求和供给；还要对社会力
量进行资质认证。 社会力量参与
时也要严格自律。

对于个别社区禁止外地返
城且体温正常人员进入、个别乡
村挖断公路等现象，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 政治和法律教研部
教授杨小军呼吁，社区防控必须
依法行动、依法防疫。

他认为，社区防控工作首先
要在政府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等
法律法规制定的规则下行事，做
到责权法定。 其次，对正常的物
质供应等问题，应明确相关部门
权限， 否则疫情持续时间越长，
暴露的法律问题越多。 另外，管
理者要对涉及社区的网络信息
进行适当管控，防止谣言蔓延。

“疫情防控是对社区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一次大考，要构建共
商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事
关亿万居民健康福祉，我们责无
旁贷，必须考好。 ”王宏伟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