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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零时起， 武汉市将
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城门打开，连接城内城外，显
示武汉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
好变化，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越是在这个时候 ，越要提高
警惕。 4 月 2 日，武汉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知，要求
建立疫情防控长效机制、持续做
好小区封控管理。

目前，武汉的社区工作者们仍
坚守防控岗位，一刻也没有松劲。

加大力度发动群防群控

青山区青和居社区是武汉市
最大的公租房社区。这里常住人口
8000多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
人群多，前期疫情防控压力大。

经两个多月持续努力，3 月
20 日，青和居入列“无疫情社区”
名单。

4 月 6 日上午， 记者来到青
和居，发现社区两个小区仍旧各
保留一个进出通道，19 栋居民楼
每栋都确保两名志愿者值守，防
控力度不减。

但与一周前相比，进出小区
的居民明显增多，周边商店有序
复工复市加速，城市复苏迹象越
来越明显。

80 后桂小妹，是青和居社区
党总支书记。 4 月 4 日，吃睡在社
区坚持抗疫 74 天后， 她第一次
回了趟家。

“期待武汉‘解封’很久了！ ”在
桂小妹看来，两个多月前，武汉“生
病了”，“封城”是疫情防控需要。

农历腊月廿八，桂小妹回家简
单收拾洗漱等必备用品，把上初一
的女儿送到母亲家，自此后每天吃
睡在社区，一心扑到疫情防控中。

在她的带动下， 社区 5 名群
干相继住进社区，“零距离” 服务
居民。 2月中下旬以后，社区严格
封闭管理到楼栋， 桂小妹带着网
格员，与下沉党员干部、志愿者日
夜奋战，确保居民特别是老年人、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物资供应。

“出城通道管控解除，居民
防控思想可能放松，进出小区的
人流加大，聚集性感染风险有可
能增加。 ”桂小妹说，疫情防控还
只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形势依
然很严峻。 对基层社区工作者来
说，防控责任更重。

据介绍， 在青和居社区，下
沉党员、志愿者也正有序撤离回
到各自工作岗位。 为应对社区防
控力量不足，青和居正加大力度
发动群防群控，将招募更多的老
年党员、志愿者加入到后续的常
态化防控工作中。

居民们凝聚成了“一家人”

4 月 6 日 10 时 20 分， 记者
在武昌区松涛苑小区北一门看
到，9 名保安分工协作，有的手持
测温仪对进出人员测温，有的拿
二维码让居民扫码，有的正在对
进出人员进行登记。

宁松社区书记张艳介绍，松
涛苑小区共有 2400 多户， 超过
7000 名居民，小区原有 6 个门，2
月 10 日起， 只留一门进出。 此
前， 人员登记是由下沉党员负
责，随着武汉解封后下沉党员有
序撤离复工，这部分工作将逐渐
交给物业保安。

记者在登记桌上看到有近 10
本名册，每个出入人员都有详细记
录。 保安龚松涛介绍，名册分为两
大类———常住居民登记册和临时
进出登记册。因上班等原因需要进
出的人员， 会在常住名册上登记。
对于临时进出的，则在另一本登记
册上记录，大多数是住院、看病。

张艳表示，虽然武汉即将解
除离汉通道管控，但社区封控不
能放松。 3 月 19 日，宁松社区成
为无疫情社区，目前社区实施每
天 1 户 1 人可以外出购物、买药
1 次，时间控制在 2 个小时以内。

“现在社区封控的工作量并
没有减少，但由于有细致的工作
流程，效率更高了。 ”张艳介绍，
宁松社区有 5 个小区、5300 多户
超过 1.5 万居民。 从 1 月 23 日开
始， 社区工作人员 20 人全员在
岗。 最忙的那些天，她每天只能
睡一到两个小时。

由于多次接触确诊患者，2
月初张艳从家里搬出，住进了附
近酒店。 2 月 8 日，首批下沉社区
党员到来，最多时社区有近百名
下沉党员帮忙。 有了足够的人
手，张艳将整个社区防疫工作流
程逐一细化、落实到人，社区的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张艳说，疫情期间感受最深
的，就是社区的凝聚力，“平常可
能一些社区邻里都不认识，这次
疫情让大家凝聚成了一家人”。

“我准备 4 月 8 日搬回自己
家住。 ”时隔两个多月，终于要回
家了，张艳表示，将继续做好社
区封控工作，直到取得战“疫”的
最后胜利。

准备成立志愿者团队

4 月 6 日下午 2 时许， 在汉
阳区龙灯里小区门口，一辆送货
车正在给居民送菜，不时有居民
凭健康码扫码、测温后出入。

“龙灯里是一个老旧小区，
共有居民 480 户 541 人， 约六成
居民是老年人。 ”汉阳区龙灯社
区书记陈铃介绍，2 月 17 日，小
区实行全封闭管理，由于没有物
业，小区封控、排查、保供等工
作，均由 3 名社区工作人员、6 名
下沉党员和 3 名志愿者共同完
成，目前小区为无疫情小区。

记者现场发现，小区仅留了
紧临龙灯路的唯一出入口，其余
7 个出入口均被封闭， 小区四面
设置 100 余米长的蓝色铁质挡
板，将小区合围起来。

“您好，请扫健康码，并测量体
温。 ”“您要出小区到对面超市买
菜，需要先办理一张今天的居民采
购通行证。”在出入口卡口，“80后”

下沉党员李银正在忙碌着。
“我们仍不能放松警惕。 ”李

银介绍， 他 2 月 9 日以来一直坚
守在小区出入口，没有休息一天。

“解封后，我们两口子还会一
直坚守，直至武汉完全‘康复’。 ”
小区居民莫昭琼和丈夫都是月湖
小红帽志愿者服务队成员， 从小
区封闭管理首日开始， 夫妻俩每
天下午 5 点半到晚上 8 点在大门
口值守，从未间断一天。

“居民少出门， 我们多服
务。 ”陈铃介绍，目前社区已准备
了招募志愿者、成立居民志愿者
团队等预案，“一刻不松劲，持续
筑牢小区防控大堤”。

（据《湖北日报》）

武汉社区工作者：

一刻不松劲，持续加强小区防控

“早上刚到单位的时候，竟
然突然间有一点点不适应，不过
很快就很顺利地调整了过来。”3
月 10日， 李想刚刚结束轮休重
新回到了熟悉的工作岗位。

李想是汉阳区洲头街建港
社区党委副书记，得益于相关政
策落地，作为一名武汉基层社区
工作者，她在抗“疫”一线连续奋
战 40多天后终于获得了 3天轮
休， 尽管与家人相处的时间难
得，但是她还要时不时在线上处
理一些工作。 过去的一个多月，
李想很少回家，即便回去，也是
早出晚归，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
刚刚半岁的儿子。

社区是抗击疫情的重要防
线。 目前，社区的工作变得更有
秩序，工作任务重点放到了小区
封闭期间居民生活的保障上，与
下沉干部的配合也更加默契。过
去的一个多月，武汉市的基层工
作者工作繁多，面临着来自身体
和心理的双重压力。

“其实我自己心里也害怕”

“正常的上班时间是从 8
点半到 17 点半， 中午没有午
休。 但是这一个月来几乎每天
晚上都要加班。 ”在洪山区和平
街道某社区工作的小何告诉记
者， 长时间的工作状态让他感
到“身心俱疲”。

对社区工作者而言， 他们
不仅需要长时间工作， 也会担
心被感染的风险。

“有一个同事对我说，每天
都是提心吊胆。 我会笑着告诉
他，防护工作做好，时时刻刻洗
手，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但其实
我自己心里也害怕，我才 29岁，
还没有孩子， 我老婆天天担着
心。我也只能安慰她没事。 但其
实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就会特别
慌，生怕被染上了。 ”小何说。

小何告诉记者， 他所工作

的社区内有住户 3 万多人，其
中包括一多低保户， 两千多户
公租房人员， 但社区工作人员
只有 16 人。“天天忙着接电话，
排查、买药、送菜和应对居民各
种各样的要求， 感觉工作根本
停不下来。 ”

随着更多干部下沉社区和
武汉市实现“应收尽收”之后，
社区工作最繁重的一段时间也
已经过去， 现在他们将更多精
力放在了封闭小区管理和居民
生活保障上。

“现在的工作状态，和之前
工作内容虽然不太一样了，但
是工作的强度仍然很大。 我们
管理的区域很大， 民生保供这
一块也需要耗费挺大的精力。 ”
3 月 10 日， 武昌区徐家棚街国
际城社区党委书记徐晓燕对记
者表示。

不过，她对记者坦言，在生
活方面仍然面临着不小的压
力。“疫情持续这么长时间，居
民有情绪，我们也很理解。 ”徐
晓燕说。

徐晓燕告诉记者， 虽然目
前居民生活的基本保障已经能
够较好实现， 但是部分居民部
分个性化的需求仍然没法完全
满足。 很多时候只能和他们讲
道理， 大部分人也是能理解现
在的难处。

不是每个居民都能理解和
体谅社区工作者的工作， 也会
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产生
矛盾。

徐晓燕坦言，“疫情期间，
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人满意，
我们只能朝前看， 不能去在意
别人的看法， 不然就没法做事
情了。 ”

“我挺过来了”

“疫情中，所有人都知道有
困难找社区，把所有民生保障、

人员生死捆绑在仅有的 11 个
人身上，我本人一度要崩溃，可
是我挺过来了， 因为我知道我
们是最后一道防线， 我们退无
可退。 ”徐晓燕在一封工作信中
写道。

她也会和同事彼此安慰，
“熬过这段疫情，我们所有人都
是生死之交，患难之交”。

前期高强度的工作， 让社
区工作者无暇顾及其他。 病人
完成“应收尽收”之后，基层工
作也变得更加人性化。

3 月 4 日，武汉市委组织部
出台了合理安排轮休调休、加强
心理干预疏导、发放武汉旅游年
卡、提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比例
等九条措施，进一步激励关爱疫
情防控一线社区工作者。

同时，在“武汉微邻里”微
信小程序开辟社区工作者心理
咨询专区，通过网络、电话等方
式， 为社区工作人员提供心理
援助，疏导心理压力。疫情结束
后， 武汉各区将及时组织参与
疫情防控的社区工作者开展健
康体检。

“所有的社区工作人员都
坚持工作。 当时不是为了这些
（福利），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看
到社区这种基层组织在疫情过
程中付出的努力， 能够得到认
可， 也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安
慰。 ”徐晓燕说。

徐晓燕工作的国际城社区
刚刚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轮休，
李想刚刚结束了第一次轮休，
小何则告诉记者虽然他已听说
了相关政策，但目前还未落地，
自己仍在等待安排。

和每一个普通的武汉人一
样，他们期待着疫情早日结束。
“半岁多的孩子刚刚是学说话
的时候。 我想自己的孩子第一
次叫出‘妈妈’的时候，我就在
他的身边。 ”李想说。

（据《21 世纪经济报道》）

武汉社区工作者：
也会害怕也会焦虑，但我们坚持下来了

汉阳区龙灯里小区下沉党员和志愿者为出入居民扫码、测量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