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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战时”后的北京社区

青年汇社工下沉基层“背水一战”
“您好，我是金鹏天润社区

的，和您了解些情况，近期您是
否去过新发地、大红门市场？ ”6
月 18 日，北京下起暴雨，丰台区
卢沟桥乡金鹏天润社区青年汇
社工徐洋还在平房和楼宇间穿
梭，对辖区的社区居民进行摸排
走访。

她穿着防护服、戴口罩和护
目镜。 防护服里面的衣服已经湿
透了，她自己也分不清，是被夏
日高温闷出的汗水，还是走在雨
中渗透的雨水。 自 6 月 16 日，北
京全市社区防控工作迅速进入
战时状态以来，这是她下沉到社
区参与防疫工作的第 5 天。

“您好， 请您出示出入证”
“您好，为您测量体温”“您好，请
配合社区做好登记” ……6 月的
北京，一场疫情防控的“硬仗”再
次来临， 在连续 50 多天无新增
本地确诊病例后，北京出现新的
本地确诊病例，在这个特殊的时
刻，熟悉的声音在广大社区居民
的耳畔响起。

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
形势， 团北京市委社区青年汇号
召广大青年社工迅速响应， 补充
社区基层力量， 全面参与社区的
数据排查、敲门行动、防疫宣传、
协助咽拭子采集、 核酸检测信息
录入核对、门岗值守等服务工作。

“突然袭来的疫情，这次离
我们更近，配合镇街义不容辞。 ”
大兴区社区青年汇督导李静的
疫情防控任务是在 6 月 14 日开
始的。 当晚，她接到了团区委的
紧急命令， 召集 14 位社工成立
疫情防控小组，分头开启电话排
查工作，逐条信息比对，逐个人
进行排查。

与此同时， 大兴区 40 家青
年汇站点全部投入一级工作状
态。 大兴区督导杜蕾临危受命，
在 2 小时内召集 40 余名社工，
支援核酸检测试剂盒的筹备工
作，为试剂盒贴上条形码。 大兴
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的灯彻夜
亮着，“每人 6 分钟内最多贴 100
个，我们动作快一点，前线的保
障就能多一点。 ”杜蕾说。

6 月 15 日早 7 点，李静拨打
了第一户居民的排查电话。“能
和居民接触的每一个环节都是
重要的，不分轻重。 ”2015 年，大
学生村官的任期已满，选择扎根
基层的李静来到社区青年汇工
作。 今年年初，她兼任社区青年
汇督导，已经带领社工在防疫抗
疫岗位上坚守了四个月。

李静从一通通摸排电话中
清晰地感受到防控形势的紧迫
性，尤其是疫情再次触发到居民
的紧张神经。“这次疫情涉及很
多去过新发地的叔叔阿姨，打电
话核查的时候，子女可能都不在
身边， 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在问
你， 也把我们当成了自己孩子，
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不停地做
解释工作。 ”

李静说，疫情之下，社工所
具有的心理方面的专业技能可
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我们要
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居民疏导情
绪，给他们一个能接受的、最安
心的解决办法。 ”李静汇总的居
民反馈问题中，有关核酸检测的
最多。

“核算检测的流程是什么？
什么时候出结果？ 为什么一定要
做这个？做的时候难不难受？ ”24
岁的社工龚瑾时常要为居民解

答这些疑问。 这两天，她所在的
北京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和平
门社区正在组织辖区居民开展
核酸检测，作为志愿者，龚瑾每
天往返于街道两个检测点，维持
现场秩序。

“有些居民看到核酸检测，
很紧张，总觉得自己不行，不愿
意做，一直在队尾徘徊。 ”每当此
时，龚瑾首先会为居民递上一瓶
水，“天气热， 大家心里躁得慌，
喝口水解解暑，帮他把烦躁的情
绪顺出来，在鼓励一些做完的居
民多分享积极的感受，给他一个
助力。 ”

完成一次核酸检测或信息登
记，居民需要十几分钟，而社区工
作者们需要在烈日下全副武装值
守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

在金鹏天润社区，徐洋有时
一天要跑两次没有排查过的“空

白点”，“白天上门居民不在家，
漏掉的住户晚上再去。 ”她还记
得第一次穿上防护服的感觉，

“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 确实体
会到了医护人员的不容易。 ”

丰台新村街道三环新城是
人口密度较为集中的大型社区。
支蕊参与了三次社区的核酸检
测大排查，“第一批是 200 位涉
及新发地数据排查的居民，后两
批是中低风险街道的居民，约有
3000 人。 ”支蕊说，7 点到岗深夜

“收摊儿”，是近来的工作常态。
龚瑾在办公室常备两套衣

服，“防护服穿上，里面的衣服都
湿透了。 ”她的社区三四个小时
一换班。 和她搭班的同事，家住
得较远，要坐早班地铁来社区工
作， 龚瑾提出可以多值几次班，
让他休息一下，但他每天都来得
最早，“社区人手紧张，能用到我

们的时候，大家都能自愿地多做
奉献。 ”龚瑾感受，热浪翻滚的城
市中，广大居民朋友自发涌现出
的志愿善举， 成为社区工作者

“消暑降温”的一剂良药。
支蕊记得，协调工作初期有

不完善之处，大家难免抱怨。 众
口难调之时，很多社区居民挺身
而出，也成为志愿者帮助社区做
登记。 6 月 18 日的那场大雨中，
情急之下，等待做核酸检测的居
民有人为社区工作者撑伞挡雨，
有人帮助医护人员搬运医用器
材，有人弯腰捡起被风吹走的登
记名单，“那个场景还是挺难忘
的。 ”支蕊说。

据介绍，截至 6 月 22 日，团
北京市委社区青年汇社工参与
一线防疫防控工作 26682 人次，
累计工作 156194.9 小时。

（据中国青年网）

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
情发生以来，北京两所“医”字头
的高校学子， 学着前辈的样子，
披上白色战袍出征防疫一线，以
志愿者的身份，助力北京大规模
核酸检测。

在接到招募志愿者的通知
后， 北京中医药大学迅速启动
“守护计划”，仅一天时间就有超
过 600 名同学报名，最终遴选出
来自护理学院、中医学院、针灸
推拿学院共 200 名在京同学组
成了“守护计划”青年突击队。

6 月 20 日，200 名志愿者从
北京各区县集结后开始封闭培
训。 为使志愿者更好的掌握相
关知识技能， 北中医从附属医
院紧急抽调 10 名一线临床护
士对志愿者进行指导， 其中还
包括参加援鄂任务的国家中医
医疗队队员。

3 天后，156 名志愿者出征大
兴区， 其余 40 余名志愿者作为
预备队员随时待命。 有一些同学
还是第一次穿上防护服。

这几天北京几乎都是 30 摄
氏度以上的高温，但穿上白衣的
那一瞬间，似乎就褪去了还是孩
子的娇气。 志愿者们身穿防护服
有序地进行着志愿工作，严谨地
编码、贴码，进行采集前的排序
核对以及样本采集。

为满足北京市核酸“应检尽
检”和“愿检尽检”需要，首都医
科大学遴选出 146 名师生志愿
者火速集结，投身丰台区核酸检
测一线。 6 月 25 日，正值端午节，
同学们一大早就开始志愿服务
工作，在 6 个检测点开展咽拭子
采集、环境消杀、居民信息登记、
现场秩序维持等工作。 截至 25
日晚，就累计协助丰台区多个社
区完成检测 16000 余人次。

首都医科大学第五临床医
学院 2018 级护理专业刘文玥
说，检测过程中，尽管汗流浃背、
防护面具紧紧贴着皮肤，前辈们
却一如既往无怨无悔地尽心工
作着。 作为晚辈，心疼之外，更多
的是钦佩。 在老师帮助下，穿上

战服，像无数“白衣战士”尽自己
所能为这场无声战疫贡献力量，
心中无比自豪。

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8 级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周
瑶函记得，出征前带队老师的叮
嘱，“这不仅是奉献，更是对青春
的一种选择”。

周瑶函说，自己想选择那抹
最浓烈的色彩。 在分钟寺村核酸
采样点，她成为第一批核酸检测
人员。

从阳光初现的上午到烈日
当头的正午，身上、腿上的衣服
已经湿透裹挟在身上，严密的防
护设备导致呼吸不畅，不得不坐
在椅子上操作，感觉每一分每一
秒都过得十分漫长。 但当看到自
己的老师依旧站立着，声音十分
宏亮，面对每一位被检村民专业
且亲切，一刻不停歇。

周瑶函说，隔着厚厚的护目
镜和防护屏，老师的面容我都无
法清晰看见，但是她带给我的那
一份震撼，永远不会模糊。

“脱下防护服后，脸上一道
道口罩压红的印记是我青春选
择的最好证明”，周瑶函说。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 2017 级公共事业管理（卫生
管理方向）专业陈晨说，作为一
名公卫人， 投身这场战疫是责
任，更是使命。

这几天，陈晨在洋桥西里社
区核酸检测点做志愿服务，从协
助居民扫码核对信息，到协助医
生取样，和其他志愿者在各自的
岗位上忙碌着。

陈晨说，虽然相比较取样的
医生， 同学们的力量微不足道，
但是再微弱的光芒，也照到了它
该照到的地方。 作为一名医学
生，能学着前辈的样子，为此次
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自己
感到非常的光荣。

6 月 25 日傍晚， 暴雨来袭，
燕京医学院 2019 级五年制临床
医学（郊区定向）专业于瀛记得，
前辈们安排同学们回到休息区，
但他们每个人继续工作，衣服都

被汗水混着雨水浸湿，却没有一
句叫苦叫累。 自己第一次如此直
接地体会到他们身上这种真实
的伟大。

让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
院 2018 级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
张宇曦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阿
姨在完成检测后说：“你们也一
定要注意防护注意安全，你们健
健康康的，我们才能放心、才能
健康”。

张宇曦说， 做志愿服务最
快乐的事情就是得到认可，取
得进步。

首都医科大学学生处教师
孙新月说，志愿者中有大一大二
的新生，略显青涩的脸庞掩不住
他们身为医学生的坚定严谨，炎
热的天气比不上他们热情似火
的奉献之心，每一位志愿者都争
先恐后地想要多干点活，多出点
力。 脱下防护服那一刻，问他们
累吗？ 得到的答案永远都是那声
坚定的：“不累！ ”

（据中国青年网）

学着前辈的样子，北京两所“医”字头高校学子披白衣战袍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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