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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小星

凌晨 3 点的挑战

5月 27日晚 10时，荔湾南源
街。 对着镜头，医务人员、街道工
作者、社工就地站成两排，举起了
大拇指，拍下了一张合影。过去 30
小时， 他们几乎一刻不停地连续
作战， 就在同一个地方， 为社区
6000多位街坊进行了核酸检测排
查。 结束那一刻， 每个人声嘶力
竭，却也心满意足———只有这样，
才能助力切断病毒传染链条。

蓝小玲是广州市北达博雅
社会工作资源中心的一名社工，
也在合影中。 在她的记忆中，核
酸检测从 26 日下午 4 点开始，
排队最长时，足足 1000 人。 大家
有数不尽的问题， 现场又吵又
热。 蓝小玲等人一边指引，一边
解疑答惑， 回答上千个问题，喉
咙不到一晚上就沙哑了。

数百近千人需要指引，人手
不够，与此同时，蓝小玲的家人
也在找自己，“说孩子之前发烧
还没退，希望我回家一趟先。 ”

她想着先忙完，然后立马赶
回家。 蓝小玲没想到的是，这一
忙就是一个通宵，“凌晨 3 点是
最挑战的时候， 人突然少了，以
为就结束的时候，继续有街坊来
排队，队伍看不到尽头。 ”这时
候，大家都互相打气，没说累没
说苦，直到天明。

“27 日早上，我回了一趟家，
照顾了一下孩子，看着他睡了一
会觉， 紧接着又回到街道现场，
开始继续新一轮的核酸检测排
查支援工作。 合影那一刻，她深
信：这场仗，“我们能赢”。

在南源街 2 公里外的彩虹
街，防疫工作同样紧张。

“一切实在进展得太快，太
紧张了。 ”谢浩华和他身边的社
工伙伴，几乎一天没停过，每一
天的目标，都是实现辖区核酸检
测一户不落，不落一人。 可这说
着容易， 核酸检测点临近马路，
队伍一长，“打蛇饼”， 浩浩荡荡
排到马路边， 大家心里都急，而
且疑惑多———“什么时候出结
果”“表格怎么填”“什么时候能
检测”……全都需要人解答。

医务人员全力以赴核酸检
测，现场，广州市中大社工服务
中心社工全力支援。

受过街坊焦急下的骂吵，也
接收过居民善意的糖水，后来他
们还开始走遍彩虹街十一个社
区，探访了 2000 多户家庭，了解

街坊是否及时核酸检测，每天晚
上十一二点起步才能回家。

在一次凌晨 1 点， 谢浩华还
记得， 一位年轻社工伙伴家住佛
山，家里人担心她在荔湾的风险，
希望她不要冒险了， 一再催促回
家。伙伴忙着忙着，眼泪止不住地
掉，“大概是觉得过意不去，这时，
我们也只能拍拍肩膀。 ”但无论如
何，大家心中都清楚：这件事情，
社工不参与进来，现场就更慢，和
病毒的赛跑就更慢。抹抹眼泪，继
续坚守岗位，助力排查加速。

凌晨二三点，谢浩华开车把
年轻社工送回佛山，她的家人就
站在马路边———焦急等待。 看在
眼里， 这件事让每个人一阵触
动：这一切努力和付出，终不能
白费，也不会白费。

结婚纪念日的特别决定

也是这几天，荔湾区街坊阿
强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

5 月底， 本是他和妻子的第
13 个结婚周年纪念日，每年的这
个时间，都是这段爱情最有仪式
感的节日之一。 然而，2021 年，突
如其来的本土病例和接踵而至
的排查、防疫让这一天变得尤为
不同。 看到街坊们排队检测核
酸， 医务人员一个个通宵奋战，
从白天到晚上， 从深夜到天亮，
社区工作者更是全程支援，而等
候的人依旧黑压压一片。 于是，
他要了一件黄马甲，上一线。

结婚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他
加入了核酸检测的志愿工作，负
责在队伍中协助长者扫码登记。
社工和社区工作者都忙不过来
的时候， 阿强站了出来， 他说，

“一些老人没有手机， 或不懂得
如何扫码，需要不少工作人员在
队伍中帮忙操作手机，可以帮到
他们我感到很开心。 ”一直到深
夜， 阿强在朋友圈半开玩笑道：
“这个周年纪念日有意义， 还解
锁了一个冷饭盒。 ”

有社工和他在评论区开玩
笑道：“你老婆会不会吃我们的
醋啊？ ”“怎么会，有共识！ ”他说。

都说广州是一座充满人情
味的城市，实际上，这座城市的
人情味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包括社区守
望相助，也包括大义当先。

志愿者群体涌现

同是荔湾区街坊的小静，原来

在园中园社区排队做核酸检测。
排队、排队、排队、不知会不

会排到天荒地老……看到一条
长长的队，总有街坊调侃。 谁能
让这个队伍速度快点， 再快点？
“我行我上”。 谁也没想到，小静
做完核酸检测后，立马找社工要
了一件黄马甲，转身就投入到队
伍秩序指引的工作中。

“很多群众都不懂如何扫码
登记。 ”在 27 日这一天，她的一
个毅然决定，让她在现场持续支
援了 12 个小时，“太阳十分猛
烈，我身上的衣服被汗湿了一次
又一次，有时候一些居民还主动
递纸巾给我擦汗， 让我十分感
动。 ”比起五月的骄阳，更令她激
动的是，社区核酸排查的进度一
天比一天快，后来，她更是跟着
社工一同走访入户，了解是否有
街坊被落下。

而在更早前，小静也一直参
与到社区疫苗接种的指引工作。
从今年 4 月至今，累计志愿时数
达到 200 多个小时。 她说的最多
的一句话是，“社区有需要，我立
马过来”。

核酸检测大范围排查，志愿
者是必不可少的力量。

自 26、27 日， 荔湾全区浩浩
荡荡地核酸检测后，越秀、海珠
相继加入了全区大范围核酸检
测的序列中。 面对数十上百万人
的核酸检测排查任务，每一个环
节都可能影响全局。 但这时，每
一个广州人的朋友圈都被一则
消息刷屏了———

i 志愿发布志愿者招募、广
州海珠越秀核酸检测点志愿者
预招募、慈善组织和公益行业从
业人员纷纷转发朋友圈。 而在一
个又一个志愿者招募群组内，人
数不断增长，爆满，“我马上到！ ”
“我可以通宵”的回复从未停止，
让人热泪盈眶……

在越秀区，5 月 29 日 20:56
发出疫情防控志愿招募令。 一时
间，刷屏朋友圈，越秀还向去年
参与抗疫的 1000 多名志愿者发
送招募短信，吹响“再出发”集结
令。 到了第二天凌晨，招募贴累
计浏览超 9 万次，1131 名志愿者
报名。

烈日下，904 名志愿者在 18
个街道 162 个核酸检测点上岗。
有志愿者半开玩笑道，“一支穿
云箭，真的有千军来相见。 ”“志
愿群又满了，三群建起来！ ”“齐
心协力同奋战， 坚守岗位护家
园”， 在这座城市， 最不可小觑

的，就是志愿者的力量。

慈善组织动起来

在这场疫情的“大考”中，慈
善组织同样参与了进来。

广州市慈善会发动华润万
家、 广东太古可口可乐有限公
司、 香雪亚洲饮料有限公司向
广州市东升医院黄埔院区新冠
疫苗接种点捐赠 50400 瓶矿泉
水， 慰问为疫情防控辛勤付出
的接种点医护人员和工作人
员； 联动广州探途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向海珠区捐赠 1 万只口
罩，800 件防护服用于一线社区
防疫工作。

谭洁婷是广州市普爱社会
工作服务社承接运营的光塔
街诗书社工站主任。 她说，社
工在回应居民的时候说话方
式非常重要，除了回应居民的
问题， 对于出现焦虑感的居
民 ， 也及时帮助他们舒缓情
绪 ， 温和地安抚他们不安的
心，给予情绪支持，让居民能够
安然应对疫情。

在她看来，现阶段社工发挥
的，主要是支持者的专业角色。

“电访、入户探访的过程中，
我们不仅仅是‘知会’居民检测
核酸，也会及时发现并对居民的
情绪、 压力进行疏导和安抚，科

普一些关于疫苗接种、核酸检测
的知识，答疑解惑，让居民减少
忧心和不安。 ”

而在海珠，作为“疫”线工作
人员，海珠区医护人员、社区工
作者、人民警察、志愿者等一大
批“逆行者”不分昼夜坚守岗位，
展开疫苗接种、核酸检测、社区
排查、秩序维护等防控工作。

面对疫情“大考”，海珠区慈
善会闻令而动、主动作为，发挥
自身优势， 积极发动荣誉会长、
副会长、理事及爱心企业、热心
组织、善长仁翁等社会力量募集
资源。 在五月底，上午举行疫情
防控慰问物资捐赠仪式，捐赠价
值超过 15 万元的爱心物资，慰
问一线医护人员。

到了下午，海珠区慈善会联
合荣誉会长单位、副会长单位代
表以及爱心单位分别到社区核
酸检测点开展慰问活动，送上功
能性饮料、饮用水、牛奶、八宝粥
等各类急需物资约 420 箱，总价
值超过 4 万元。

一位志愿者说，这场抗疫行
动， 公益慈善同样容不得一丝
慢。 如今，广州各区正积极战疫，
志愿者、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纷
纷助力。 这是一座慈善之城，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相信，只要各方
协力，就一定可以扑灭疫情。

（据《善城》杂志）

5 月 21 日，广州新增一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病毒传播速度快，传播能力强，没有一个
人可以置身事外。 整座城市，再次投入到与病毒的赛跑中，跑赢病毒的关键在于阻断病毒

传播途径、切断感染链条……在这座‘慈善之城’,社工、志愿者、慈善组织纷纷行动 ,他们通宵达旦、
扫楼走访、筹措物资，每一个简单的行动背后，都藏着一段温馨的故事。

5 月底，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发出了关于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倡
议，慈善组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高效促进慈善资源供需有序对接，将慈善资源送到最迫切的地
方，为疫情防控工作贡献慈善力量；同时，下沉社区，在慈善资金筹集、社工专业服务、心理辅导、人
文关怀、救助救护等发面发挥作用。

广汽集团向广州市慈善会捐赠防疫物资

普爱社工支援一线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