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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新城战“疫”策

总书记关心的社区如何实现“无疫情”
2 月 21 日至今，武汉东湖新

城社区东湖庭园小区无新增新
冠肺炎患者病例， 从 32 例确诊
患者到零增加 ，获得了 “无疫情
小区”称号。

3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专
程来到这个社区考察。 在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习近平同社区工作
者、基层民警、下沉干部、志愿者
等亲切交流，为英雄的武汉人民
深情点赞。

4 月 9 日， 习近平总书记又
向该社区全体社区工作者回信，
再次肯定城乡广大社区工作者
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向广大社区工作者致以诚
挚的慰问，并勉励他们为彻底打
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总体战、
阻击战再立新功。

近日，记者走访了东湖新城
社区， 从这里的社区工作者、基
层民警 、下沉干部 、志愿者身上
看到了“无疫情”的密码。

社区服务扎实干

上午，一批新鲜的爱心菜送
到武汉东湖新城社区， 这是 58
名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士的爱心
物资。 胡代刚在社区当起了“司
机”和“搬运工”，负责运送物资
到小区的单元门口，“因为只有
摆渡车运送，一上午有时候要来
回跑十多趟。 ”胡代刚说，一周要
送 2 到 3 次，确保低保户以及行
动不便的居民生活有所保障。
“每当有居民给我们竖起大拇
指，我们就越干越起劲。 ”

住在 4 栋 2 单元的陶婆婆
子女都不在身边，“年纪大了，手
机团购不会买，还好有社区的平
价菜直接送到单元门口，吃喝不
用愁，社区做得很到位”。

“给人民群众当服务员不能
干巴巴、硬邦邦。 ”社区网格员陈
玲感触很深，疫情期间，她主要
负责 22、23、29 栋的管理，居民需
求的上传下达、不满情绪的沟通
缓解都得她去做。“居民在家待
久了难免有些牢骚、怨气，甚至
晚上 12 点我的电话都还在响，

但我们应该理解，工作还要更加
细致一些。 ”陈玲说，坚持就是胜
利，她一定会和大家伙儿一起坚
持到最后。

要满足 3327 户近万人的生
活保障需求，难度很大。 疫情发
生以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
会主任陶久娣每天“泡”在社区
里， 平均每天睡不到 5 个小时。
上门入户服务居民、对小区志愿
工作和物资保障进行督导是她
工作中的重点之一，她和社区干
部、志愿者们一起，把居民们团
购的生鲜分装好，逐一送到居民
家中是常有的事。 这次疫情，让
她深刻理解了“小巷总理”的艰
难，“正因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才确保了社区居民生活的基
本保障，我们将慎终如始、再接
再厉，绝不麻痹、松劲，继续把疫
情防控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和最
重要的工作，把社区打造成疫情
防控的坚强堡垒。 ”

志愿服务抢着干

社区缺帮手，陶久娣在社区
“微邻里” 平台上发布招募志愿
者的信息， 第二天就有 48 名志
愿者报到， 有活大家都抢着干。
48 名志愿者、42 名下沉干部以
及社区下辖公司的 33 名党员和
社区工作者一起组成了东湖新
城社区坚实的防控力量。

1 月 15 日，从山东回武汉看
望父母的哥哥谭晓， 被困武汉，
看到日夜在基层派出所忙碌的
弟弟，便自愿到其所在辖区东湖
新城社区警务室从事志愿者活
动。 一个 55 岁的糙老爷们，“一
抹带十杂”：入户排查四类人员，
处理邻里小纠纷，协助社区工作
人员疏导抑郁症女孩情绪……
他每天写日记，图文并茂，记录
着警民联防联控工作的琐碎繁
杂。“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不‘暴
露’每天的行踪，我把微信计步
设置也给关了。 ”谭晓说，在武汉
多待一天就要多尽一份力。

“00 后”谢小玉是中国矿业
大学（北京）大二学生，由于开学

时间推迟，滞留在家的她也成为
了社区志愿者。“每天为大家送
菜、买药，有时还会代缴水费、电
费、燃气费，年轻人就应该多跑
跑腿。 ”谢小玉记得，妇女节那
天， 一位 80 多岁的老奶奶常年
服用的降压药吃完了， 她跑了 3
家药店才买到，当她把药送到老
奶奶面前时，老奶奶和蔼地说了
声“丫头，节日快乐”。 这是谢小
玉连日来听过的最“动听”的话，
差点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民警服务联合干

“21栋有一位 60多岁的阿姨
行动不便需要帮助，29 栋有个青
年沟通有障碍需要耐心劝导。 ”社
区民警李等军在这儿待了 9 年，
家家户户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
居民们也对他信任有加。

“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
事、服务不缺位，构筑起群防群控
的人民防线是我们疫情期间工作
的准则。 ”李等军说，早在 1月 25
日东湖庭园小区就实行了封闭管
理，4 个出入口仅保留了北门一
个出入口。 而在这个小区有数百
名必须上班的居民。“人可以凭单
位出具的上班证明出入小区，但
车辆不行。 ”经与社区干部讨论，
李等军提出安保管理要求， 全面
推进小区封闭管理。

当时武汉市还没有全面实
行小区全封闭管理，很多居民不
理解这个做法。“我们联合社区
网格员、保安员、志愿者，配合社
区干部逐户耐心劝说，一次不行
就去两次，不管如何一定要得到
居民的认可和配合。 ”李等军说，
矛盾肯定有， 但要随时掌握矛
盾，及时化解矛盾，才能共同攻
克难关。

“李警官平时就对我们很关
心照顾， 只要他牵头做的事，就
一定‘是那个事’。 ”72 岁的王爹
爹也是社区的老居民了，对李等
军赞不绝口。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分局
民警肖侠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刚下沉社区，他就找到居委

会负责人，联系建设一支服务居
民的心理干预团队。 很快，一支
由社区干部、志愿者、专业心理
咨询力量组成的心理服务力量
成立。

2 月 24 日，社区有个老家远
在山东的女大学生独居一个多
月，情绪抑郁。 远在福建的男友
与她聊天时发现异常， 报警求
救。 社区与女孩的室友联系，希
望她能帮忙稳定女孩情绪。 同
时，民警、社区工作人员、心理干
预志愿者黄颖一同带上物品前
去探望。 但女孩任凭外面叫门，
不出声不露面，大家只得把物品
放在门口。 几经周折，女孩终于
和黄颖加上了微信，俩人成了好
朋友，情绪好了，东西也拿进去
了，还对社区和民警表示感谢。

总书记回信鼓舞干劲

4 月 9 日， 春日的武汉阳光
明媚，戴着口罩的居民在小区有
序活动，商店、快递网点、理发店
都开门了。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
前， 前来办事的居民排成数列，
穿着红马甲的网格员和志愿者
们忙个不停。

当天是武汉解除离汉通道
管控措施的第二天。 中午，正在
忙碌中的东湖新城社区工作者
们收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习
近平总书记回信了！

社区党总支书记陶久娣激
动地说：“3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
记专程来到社区考察，给了我们
很大的鼓舞。 ”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
强有力的支援下，武汉人民英勇
战疫，疫情形势一天天好转。 东
湖新城社区工作者们萌生了给
习近平总书记写封信的想法。 大
家群策群力，经过反复斟酌和修
改，3 月 23 日寄出了信件， 很快
就收到了回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的
嘱托让陶久娣倍感责任重大。
“现在社区每天有数十人返汉复
工，人员流动增多，给防疫工作

带来了新的挑战。 ”陶久娣说，防
控任务不可松懈，“按照总书记
的要求，我们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努力抓好新形势下防控常态
化工作，这样才能对得起之前所
有人的付出。 ”

对于必须进出社区的人员，
在前期要求提供复工证明的基
础上，8 日开始，社区推出了新的
“出入卡”，减少流动风险。 网格
员杨铭新从早上 8 点半开始，就
一直在给居民办事、填表，提供
各种咨询和服务。

“作为刚刚步入社会的‘90
后’，我今后要以更大的干劲，更
好地为群众服务！ ”1994 年出生
的下沉干部吴娇梅说，习近平总
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她刚从老家
湖北红安返回武汉，正在居家隔
离。 从 10 楼的阳台上，她看见总
书记下车的情景，和所有居民一
样激动不已。 在社区，她的工作
是做好楼栋防疫， 帮居民买菜、
买药等。 现在，居民可以在社区
活动了， 她还得在社区巡逻，提
醒大家相互保持距离、不要扎堆
聚集。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要
用心用情为群众服务，把群众当
成自己的亲人。 ”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回信，肖侠表示，“下一
步要继续做好社区内商户的疫
情防控督导工作。 ”

随着下沉干部和志愿者们
有序撤离，社区物业经理李嘉感
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将
继续全力配合社区，做好小区的
防疫管理， 物业人员 24 小时值
守。 查看进出人员出入证、健康
码，做好体温检测、登记，做到不
漏一个人，不放过一个疑点。 ”李
嘉说。

“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
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必
将通过打赢这次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斗争再次被载入史册！ ”正
是社区工作者、基层民警、下沉
干部、志愿者的这股英雄精神和
力量，让武汉一个个“无疫情小
区”连接构成“无疫情城市”。

（高文兴/整理）

社区网格员对于居民反映的需求认真记录 社区志愿者在分发居民网购的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