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防控是疫情防控的基础环节， 广大社区工作者担负
着组织实施、疫情监测和重点人群管理、信息报送、宣传教育、
环境整治、困难家庭和人员帮扶等各项工作。

他们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在疫情防控中遇到了怎样的问
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他们有怎样的所思所想？ 以下是北京朝
阳区奥运村街道民政科工作人员薛金秋以日记的方式对社区
防疫工作进行的记录。

这份记录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有日常的琐碎工作，但正
是这些琐碎的日常铸就了防控疫情的第一道防线。

我叫阿秋，是北京朝阳区奥
运村街道的一位普通工作者。 1
月 30 日（正月初六），我接到领
导的通知，提前结束假期返岗工
作，义无反顾加入到这场战“疫”
中， 有幸亲历这场前所未有的
“大考”。 几天来的战“疫”生活，
一幅幅感人画面，一件件真实的
事情，让人难忘。

1 月 30 日 大 年 初 六 晴
“七步工作法”

仍旧沉浸在新年气氛的我 ，
接到单位通知提前结束休假上
班了，原本以为“新冠肺炎”疫情
远在湖北，我们这边只要做好必
要的防控措施就可以了，但是到
了工作岗位才知道，社区已经进
入紧张的战备状态。

我有幸被分到街道新组成
的防控专班工作，负责和社区联
系，处理防控期间新冠肺炎确诊
者以及和确诊者有过密切接触
人员的管理和服务。

在与我们街道 13 个社区党
委一把手以及工作人员频繁的
电话沟通中，得知他们从大年三
十到今天， 没有休息过一天，甚
至好多天都没有回过家了，一直
在岗位上忙碌。

为了守住外防输入 、内防扩
散的社区防线，街道工委办事处
经过认真讨论 ，反复推敲 ，迅速
形成了本街道的防控方案，我们
都叫它联防联控“七步法”，主要
任务是实施地毯式摸排，强化社
区网格化管理，严格落实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第一步，向社区居民发放一
封信 ， 叮嘱督促社区居民多通
风、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

第二步，对辖区居民楼 5116
户住户核实、建立台账；

第三步，对与疑似病例接触

较多的重点人员进行重点管控，
做到应收尽收；

第四步，所有小区保留一个
出入口， 值守人员 24 小时为进
入小区人员测量体温 、 核查登
记，并发放出入证；

第五步， 通过微信小程序 、
入户走访 、 电话追访等方式方
法，详细记录返京人员的具体地
址 、出发地 、回京方式 、联系人
等，并核对身份证、车票；

第六步， 每日对单元楼道 、
电梯等进行消毒；

第七步， 为居家观察人员提
供送菜上门、 回收生活垃圾等服
务，竭尽全力提供生活物资保障。

2 月 1 日 晴 老人捐款不
留名

今天下午， 科学园社区居委
会来了一位身穿黑棉服、 戴着白
口罩、拄着拐杖的老人，他是来捐
款的。我的战友孟雪接待了他，并
把当时的情况讲给了我们听。

“我是来捐款的。 ”老人从兜
里掏出三万元。 “国家有难，有力
出力，有钱出钱。 我和老伴年纪
大了 ，没法去武汉支援 ，只能捐
款尽绵薄之力。 请你们帮我把这
笔钱捐给卫健部门。 ”

孟雪赶紧找来纸笔，让老人
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 没想到老
人留下手机号转身便要离开，孟
雪喊住老人 ， 希望老人留下姓
名。 老人只是说：“自己姓赵，是
个党员。 ”

此刻 , 我们都想拥抱这位可
爱的老人。

2 月 2 日 小雪转多云 “滚
烫”的手机和“跑断”的腿

今天，爱逛街的惠萍姐跟我
说她再也不想去超市了，她说她
今天已经逛了 6 趟超市 、2 趟药

店了。 因为这两天要为小区内居
家隔离的居民提供送菜送粮送
药的服务， 我们充当了服务员、
快递小哥，义务为辖区的居家隔
离居民和困难家庭服务，一人分
饰各种角色。

除此之外，这两天的工作，主
要是进行拉网式排查。 对于我们，
每一项工作的落实都要面对千家
万户。 每一次排查，每个工作人员
都需要拨打 300 多个电话。 居委
会的电话不够用， 就只能使用自
己的手机，常常打到电池没电，欠
费停机，手机被打得“滚烫”，但是
没有一个人去计较。

现在是夜里 11 点 ， 不能回
家 ，还要去社区入户 ，有几家白
天没有人 ，只有晚上敲门 ，登记
核查了。

2 月 3 日 晴 忍在心底的
委屈

为了实现小区管控 ，所有小
区一个进出口， 一个监测点，阻
挡住所有人员和车辆，很多人不
理解。 今天碰到了一个口出脏话
的 ，甚至想动手的业主 ，这种委
屈我们只能忍了，因为我们是社
区的 “守门人 ”，守的是平安 ，守
的是健康 ，守的是良心 ，也许过
两天这个人就理解我们了。

各类药店 、超市 、网站从年
三十， 就卖光了口罩和酒精，各
类消杀物品全部售罄。 为了保证
物业消杀需要，领导决定将街道
配给社区的消杀物品优先借给
物业使用，保证各个小区得到定
时消毒。

今天街道一户残疾家庭抱
怨家中没有口罩，我们街道民生
保障办公室副主任陈文霞从自
己家中翻箱倒柜找了几个送给
了他。 当他们看到我们自己还佩
戴着使用好几天的口罩时，也就
理解了我们，接受口罩短缺的现
实，不再苛责我们了。

2 月 4 日 晴 “刺头”被磨平
尤子 （化名 ）是一个血气方

刚的东北小伙子， 他 1 月 16 日
去湖北出差，当天返回北京，1 月
22 日回辽宁抚顺老家过年 ，2 月
1 日返京。 因为曾经去过湖北和
近期频繁的出差，他幸运地被大
数据捕获，成为我们辖区内重点
防控对象，需要到隔离点观察。

当我街道大羊坊社区书记
田海龙和主任李娟来到尤子租
住的家中说明情况时，小伙子非
常生气 ，当场拒绝 ，跟工作人员
说他没有和病人接触，也没有发
烧，肯定没有问题。 我们反复解
释 ，最后没有办法 ，只能退而求
其次，让他在家里自行隔离医学
观察，由社区工作人员为他提供
必要的生活物资服务保障。

但是 ，我们又发现 ，尤子的
居住环境不适合居家医学观察，
很容易影响到和他同屋生活的
其他租户，而且这个“刺头”对防
控工作不理解 、不配合 ，用恶作
剧刁难社区工作者，让我们为他
买一根火腿肠。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一次 、
两次三次 ， 不厌其烦地劝说尤
子 ，让他到隔离点留观 ，用社区
工作者的秘密武器“磨字诀”，用
真诚 、道理和关爱 ，一点点感化
尤子。 今天尤子终于非常配合的
收拾行囊到集中隔离点隔离。

2 月 14 日 雪 屋漏偏逢连
夜雨

今天一大早，听到北沙滩社
区党委书记孙彤上报到街道 ，
说，小区的供暖管道漏水了。 哎，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呀。 但由于
此时正下着大雪，绝不能贸然停
热修理，供热公司只得加大供水
量以保证管道内的压力，确保居
民家中的温度不变，等待雪停后
再开展维修。

雪停后， 办事处和北沙滩社
区的党委书记孙彤及相关工作人
员一直坚守维修现场， 关注维修
进度， 耐心做好居民的现场解释
工作并对维修现场进行了消毒，
挖沟、排水、焊管路，维修工作人
员克服重重困难，经过 10 小时紧
急维修，于下午 5 点整恢复供暖。

居民朋友们又可以如往常
一样在暖烘烘的家里吃晚饭了，
我们看到从维修现场赶回来的
同事一身雪花， 两脚湿泥巴，汗
水混着泥巴的脸庞真是又好笑
又心疼呢。

2 月 16 日 晴 “爱心送餐”
温情暖暖

经过连续几天辛苦工作 ，辖
区内确诊和疑似人数均没有任
何增加， 工作成效初步显现了，

但小区管控工作依然在继续着，
居民们也从开始的不理解，到配
合感谢了。 今天就有业主给我们
的小区志愿者和保安送饭了。

小区志愿者和保安 24 小时
守候在小区的门口，检查过往行
人和车辆，但又为了避免员工集
中就餐，降低在同一密闭空间聚
集，公共餐厅关闭了。 工作人员
只能吃方便面、火腿肠充饥。

一些热心的业主得知此消
息 ，就自发在群里号召 ，要对物
业和志愿者进行慰问和关怀，为
他们提供更好的伙食。 第二天就
送来自家熬制的粥和庆丰包子
铺的包子，并称这种送餐服务会
持续到疫情结束。

2 月 20 日 晴 有空聊天了
通过前期的拉网式排查 ，网

格化管理。 目前我们街道确诊人
员、疑似人员密切接触高危人员
均处于居家隔离或者集中隔离
状态 。 人数也已经连续几天下
降 。 大家对这样的战果都很开
心 ，今天上班 ，我们居然得空可
以聊天了。

国奥村社区同事娄洪勇有
个半岁的儿子，因为长时间在社
区和不同的人接触，怕把隐患带
回家 ，他每天就在外面住 ，晚上
通过视频了解孩子的情况。 前几
天下大雪，好几天没回家的他给
家里送菜 ，转身离开时 ，看见媳
妇抱着孩子隔着窗户说平安时，
他说他哭了，我也差点掉眼泪。

大羊坊社区居委会李娟主
任 ，女儿今年高考 ，当别人的妈
妈在家无微不至地关怀自己的
孩子，细心捕捉每一个备考信息
时，李主任正奔走在社区楼间巷
宇，惦记着整个小区居民疫情的
安危 。 在女儿人生最关键的时
刻，李主任这个妈妈没有在她的
身边，但我想女儿会以妈妈为骄
傲，更加努力学习吧。

大羊坊社区书记田海龙自
打年根就没有休息过，回家只是
换换衣服， 妻子在医院工作，自
从疫情开始，夫妻俩就处于各忙
各的状态 ， 孩子放到爷爷奶奶
家。 爷爷是个老党员，疫情发生
后自愿成为所居住小区的志愿
者， 奶奶是所在小区的楼门长，
一家四口都在战疫，谈起这个田
书记骄傲的神情溢于言表。

一个社区工作者的“战疫”日记 ■ 薛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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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门口值守的社区工作者

业主给小区志愿者和保安送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