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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防控的“排兵布阵”

习近平强调，社区作为防控
的最前线， 肩负的任务十分繁
重，参与社区防控工作的同志们
工作十分辛苦。

临江雅居小区位于武汉市青
山区蒋家墩社区， 这个老旧小区
住有 48户居民。 疫情发生以来，
小区始终保持着“零感染”状态。

“这一个多月是讲话最多
的，这边电话没有挂，那边电话
又响了。 ”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徐
亚奇是一位 90 后，她说，她们把
服务小区的社区工作人员、下沉
干部、志愿者，分为团购组、购菜
组、采买组、分发组等，每项具体
工作都细化到了个人，这是该小
区“零感染”的重要原因。

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两
公里的钻石公寓小区，物业经理
吴绪伟说：“尽管我们物业公司
加上我只有 3 个人值守，但小区
没有发生疫情。 ”

快，是这个小区的特点。 早
在 1 月 23 日， 武汉发布离汉通
道关闭，吴绪伟就挨家挨户做工
作，不让业主出门。

人手不够怎么办？“我们与
社区配合密切。 ”吴绪伟介绍，物
业每天负责对楼道进行两次消
毒，社区负责楼外公共区域的消
毒。 为了让居民安心，他已经 40
多天没有回家。

在危机时刻，该小区所在的
八达里社区书记肖汉梅有些发
愁， 仅靠社区干部人手不够用，
需要面对全社区的 4700 户居
民。 她立马想到，把能动员的社
区力量整合起来，共同干事。

“我们把物业公司、业主委
员会、志愿者、下沉干部，一共八
九十人召集起来进行分工。 ”作
为女社区书记的肖汉梅，果断地
进行“排兵布阵”：物业公司负责
小区的日常管理，收集居民的生
活需求。 下沉干部进入小区进行
服务，与志愿者一起帮着居民采
购生活用品和食品。

肖汉梅介绍， 在最关键的时
刻，社区干部表现突出。“所有的
疑似患者就诊，确诊患者的转运，
我们社区工作人员都陪着。 ”回想
起最艰难的时刻， 肖汉梅有些哽
咽。 如今，随着疫情好转，社区干
部在收集居民健康信息的同时，
还在一线保障居民日常生活。

通过大家的努力，钻石公寓

小区没有发生疫情。 在这背后，
靠的是社区精细整合各方力量，
使其在“战时状态”能有效运转。
可以说，武汉的疑似、确诊病例
数量迅速减少， 社区是关键一
环，功不可没。

打通防控“最后一米”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充分发
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
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防
控力量要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
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
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与钻石公寓小区相隔不远
的华氏儒商花园小区，2 月 24 日
下午，一场线上表决完成。 小区
业委会通过 50 多个小时的表决
投票， 以 3 票反对，186 票同意，
决定拿出小区的公共收益，给物
业公司奖励一万元，感谢坚守在
防控一线的物业工作人员。

该小区已连续一个多月没
有新疫情发生，被认定为无疫情
小区。“如果居民不参与，那就没
办法做得这么好。 ”唐家墩街西
桥社区书记董守芝感叹，其中有
一个关键力量———华氏儒商花
园网格支部带着居民，发挥了很
大的作用。

“1 月 23 日，我们就行动起
来了，当时发动业主们参与疫情
防控。 ”李永华说，他作为华氏儒
商花园网格支部书记和小区业
委会主任， 当天就联合小区物
业，对小区采取了封闭措施。

此时，网格党支部和业委会
迅速行动起来，一方面组织楼栋
长对几十户居民测体温，另一方
面在小区招募志愿者，帮着居民
采购日常生活用品和一些药品。

2 月 1 日， 该小区有一对老
夫妇确诊为新冠肺炎，社区第一
时间将其送入医院治疗。 李永华
坦言，一些居民感到恐慌。 如何
稳定人心？ 业委会和小区物业马
上对小区进行全方位的消杀。

“不仅如此，当得知这对老
夫妇家庭条件并不宽裕时，我们
就在业主群里进行了两次募捐，
大家都是邻里，表个心意，先后
募集了 8000 元善款。 ”李永华发
现，通过这个小事，小区居民空
前团结。

有一个暖心细节，在物资最
紧缺的时候，社区给小区送来 70
棵白菜。 小区有 368 户居民，如

何进行分配？ 李永华犯难了。 他
在微信群里发布信息，意外的是
业主们都在谦让。 有业主提出，
小区有不少业主是医护人员，他
们在一线战斗，应该把菜先分给
他们的家人。 这一倡议，很快得
到大家的一致同意。

于是，李永华根据事先统计
的名单，把白菜分给了医护人员
家庭和小区的困难群众。 之后，
这一分配“传统” 也保留了下
来———每次发菜，先给他们。

李永华感慨， 在特殊时刻，
该小区网格党支部的积极作为，
带着居民自发进行管理，打通了
小区防控工作的“最后一米”，居
民之间的信任度高了，让小区防
控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

有业主表示， 在这个过程
中，看到党员冲在一线，居民们
心服口服。 社区、网格党支部、业

委会和物业相互信任，在特殊时
期，小区充满了温暖。

把社区变成“安全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赢疫
情防控人民战争要紧紧依靠人
民。 要做好深入细致的群众工
作，把群众发动起来，构筑起群
防群控的人民防线。

位于东湖开发区的腾龙社
区， 是龙泉街道辖区内唯一的还
建社区， 这一次没有确诊新冠肺
炎的病例。3月 10日下午 6点，社
区书记张乐满头大汗， 正忙着给
居民分菜， 每个袋子里装有两斤
肉，还有一些干货和蔬菜。 她说：

“龙泉街道给我们送来免费菜，
700多份，每份价值约 100元。 ”

不到半天时间，这些菜都送
到了居民家中。 张乐说：“这是我

们第 5 次给居民送菜了，积累了
一些经验。 ”回想起第一次送菜，
她说，“花了两天半时间， 你看，
我们现在流水线操作，半天不到
就全送出去了，多亏咱们有‘红
色跑楼团’的志愿者。 ”有人分类
打包菜， 还有志愿者上楼送菜，
过程井然有序。

为什么能做到无疫情社区？
“我们封控的时间早，1月 23日我
们就采取措施， 抢占了防控的主
动权，另外动员的时间也早，我们
从街道的 600 多名退役军人中，
招募了 20 多位志愿者参与防
控。 ”东湖高新区龙泉街道党工委
书记、办事处主任郭斌说。

在龙泉街道党工委提议下，
该社区征集了志愿者、 退伍军
人、放假回乡的团员、党员，加入

“红色跑楼团”，以保障腾龙社区
的防疫工作和居民生活需要。

余雪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同
时也是“红色跑楼团”的一位志愿
者。从大年初三开始，她就没有回
家，一直吃住在腾龙社区。听说社
区缺少人手， 她还把丈夫段扬帆
拉出来一起做社区志愿者。

张乐告诉记者，代买药品就
是志愿者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不
少老年人不会使用微信，志愿者
们就上门拍下需要购买药品盒
子的照片，再安排一位志愿者开
车去药店集中购买， 一来一去，
需要花费数小时。

有时，志愿者们也会遇到委
屈。 有的老人觉得购买的药品贵
了，说话不太好听，有的干脆不
要了。“我手上还有 200 多元的
药品，就是别人不要的。 ”不过，
张乐坦言，大部分居民都能理解
志愿者的难处，“在特殊时期，我
们尽量把工作做好。 ”

尽管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
会受到委屈， 但在郭斌看来，一
定要用切实服务为群众做事。 不
少爱心企业联系他，想给疫情防
控捐款，都被他婉拒了。 不过他
给企业支招，不如直接给社区居
民捐一些蔬菜和水果，让街道和
社区负责“跑腿”发放。 这一举措
很快得到企业响应，捐赠蔬菜超
过 32000 斤。

“企业出钱，我们出力，让老
百姓得到更多实惠， 这是我们应
该做的。 ”郭斌说。 最近一次社区
给居民发菜， 他们特地在塑料袋
里给居民装上了一封慰问信，把
社区无疫情的好消息告诉他们，
感谢大家的努力与付出， 希望大
家齐心协力保持下去，克服困难。

据了解，东湖高新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连续发布的
两次公告， 龙泉街道的高峰村、
玉屏村、魏集村、营泉村、升华
村、新胡村、腾龙社区等 7 个单
位被认定为无疫情社区（村），无
疫情村（社区）占比接近 50%，该
街道正在推动创建无疫情街道。

冬天已过，春天已至。 郭斌
对疫情防控充满信心，把每个社
区都打造为“安全岛”，才能积小
胜为大胜，早日取得疫情防控的
全面胜利。 （据《光明日报》）

� � “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医院救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
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疫情发生后，武汉西南部的乌金山社区实际在家里有 673户、2231人。 尽管社区情况较复杂，紧邻工业园区，外来人口较多，防控难度大，但没有
一位居民被感染新冠肺炎。 社区书记徐从春道出防控“秘诀”：“我们的做法是‘早’和‘严’，1月 28日就封闭了社区，只留下 1个主要进出口。 ”

该社区还有一个“秘诀”———“暖”。前段时间，有居民反映买不到政府补贴肉，社区就联系有关部门，进行集中采购。3 月 10 日下午，徐从春顾
不上吃晚饭，忙着分发猪肉。 他说：“政府补贴的肉 10 块钱一斤，很实惠，居民一共团购了 600 斤，通过日常保障，让居民在家没有后顾之忧。 ”

据了解，在武汉，类似的无疫情小区和社区还有很多。截至 3 月 8 日 16 时，全市累计无疫情小区 3021 个，占比 42.5%；无疫情社区 135 个，
占比 9.6%；无疫情村（大队）1350 个，占比 69.5%。

什么是无疫情小区和社区？ 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疫情零发生”，必须从申报之日起往前推算 14 天以上无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4 天以内无一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发热病例、密切接触者等“三类人员”的非解除者；第二是“防控全到位”，实现宣传引导、封闭管理、排查
摸底、消杀卫生、供应保障、组织发动“六个到位”。

志愿者的参与为无疫情小区的“炼成”贡献了很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