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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唯一高风险区里

159个微信群织起温情保障网
因出现多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北京昌平宏福
苑社区自 10 月 23 日起被调整为
高风险区。 这个超大社区有 117
栋楼，3.2 万居民。

一群逆行的志愿者和社区
热心肠的居民，为这个 3 万余人
社区的顺畅运转构筑了温情的
保障网。

据北京市昌平区副区长佟
立志介绍，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
昌平区动员了近 5000 名机关干
部、医务人员、警察坚守一线。 其
中，志愿者是活跃在防控一线不
可或缺的力量。

在宏福苑社区，由 2600 多人
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为居民运
送生活物资 、清运垃圾 、代开药
品， 在核酸检测时维持秩序，默
默保障着居民生活。

37 岁的唐晓杰是宏福苑社区
疫情防控志愿者总协调， 他说 ：
“志愿者中 70%都是年轻人，社区
封了多久，他们就多久没回家。 ”

159 个微信群
及时触及居民日常需求

为了与居民进行更有效的
交流， 宏福苑社区组建 159 个微
信群， 群主就是社区的居民，他
们也是志愿者的组成部分。 群主
们把居民的需求汇总后再反映
给相关部门进行解决。

32 岁的张琳是两个孩子的
母亲，也是“加油宏福孕妇群”的
群主， 在她的群里有 180 名准妈
妈。 为了让孕妇遇到紧急情况能
及时联系到她， 微信群建好之
后，张琳便把自己及社区家庭医
生的电话放入了群公告。

虽然准妈妈群 10 月 26 日才
建起来，但张琳已经见证了两次
婴儿的出生。“第二个孕妈遇到
的情况比较紧急，原先建档的医

院已无法接收她。 ”那是 10 月 28
日晚 9 点，孕妇郝女士焦急地给
张琳打电话， 张琳一边安抚她，
一边与社区联系。 很快，孕妇被
转运到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张琳说：“每次收到宝宝顺利出
生的消息，我都很激动，做这件
事很有意义。 ”

前几天，一位独居老人的子
女向社区反映， 联系不上老人
了。 社区工作人员赶紧去敲门，
没人应答，房间里的宠物狗还越
叫越凶。 社区启动了应急方案，
征得老人子女的同意后进行破
门，还喊来了公安、急救人员。

“好在老人只是睡得沉，没
有紧急情况。 ”唐晓杰说，“但这
件事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重
点关注独居老人。 ”通过志愿者
摸排， 社区一共有 46 名独居老
人。 他们组成了一个独居老人的
微信群，现在每位老人都有志愿
者对接，通过每天至少两次的问
候电话了解他们的需求。

为了避免上百个微信群中
出现居民需求信息的遗漏，志愿
者对工作内容进行了细分，买
菜、买药、快递等不同需求都有
专人对接。

另外，社区还专门为老年人
开通了 5 部电话，其中 4 部用于
购买蔬菜、水果等食品，1 部用于
药品供应。 平均每天会有 700 多
个相关电话打到这里。

边防疫
边优化工作流程

在紧挨着宏福苑社区 75 号
楼的门口， 摆放着一排白色的置
物架，这是快递、外卖进行内外交
接的区域。 宏福集团党群办公室
主任李艳和十几名志愿者在这里
负责小区内 1 至 85 号楼快递、外
卖的收取、分发、找寻工作。

“这几天的快递量明
显减少了， 但也有 6000
多件，大概是疫情刚开始
时的 1/3。 ”李艳说，小区
刚封控时，她收到过成袋
的土豆、洋葱等，甚至有
一次还收到了小两百斤
的白菜。

尽管目前快递量仍
很大，但在小区门口基本
看不到物品积压的情况。
李艳说，一开始也曾慌乱
过，遇到过特别着急找快
递、一言不合就要报警的
居民；也遇到过因为 5 串
羊肉串没送到、跟她打了
40 多分钟电话的居民
……面对这样的情况， 李艳和志
愿者们讨论，优化工作流程。

配送人员先把物品放在置物
架上， 志愿者消杀之后再拿进来；
接着，在货架上按不同楼号、物品
的类型进行标注，方便配送人员把
物品放到指定位置，其中还特设了
接收药品和贵重物品的区域。

社区封控后，曾有居民遇到
过外卖员、配送员不愿接单的情
况。 为了最大程度保障居民的日
常生活，宏福苑社区及时与商业
供应机构合作， 通过微信群、电
话等方式， 为居民提供肉类、蔬
菜、米、面等不同组合套餐的购
买服务，方便老年人需求；同时，
积极组织信息保障志愿者，搭建
线上购菜平台，为青年提供补充
购买渠道。

全员核酸检测已成为宏福
苑社区目前最经常开展的工作。
32 岁的杨雯珺是昌平区园林绿
化局团总支书记，疫情发生当天
便赶到这里做下沉志愿者，他所
在的检测点每天有 3000 多人次
的核酸检测任务。

杨雯珺发现，检测点的试管、
棉签等使用量大， 有时候存在接

续不上的情况。他及时进行调整，
专门安排 3 人提前去医疗物资配
发点拿，提高了检测效率。

34 岁的民警张双华跟杨雯
珺一样，在核酸检测点支援。 在
倒班休息之余，他用记号笔在防
护服后面画了一枚警徽。 张双华
说：“在封控区里所有工作人员
穿的都是白色防护服，画一枚警
徽，可以让需要解决问题的居民
一目了然地找到我。 ”

据了解，为了避免人员大规
模聚集、 减少交叉感染，10 月 31
日的核酸检测，宏福苑社区调整
了检测模式，将固定核酸检测点
检测调整为检测点流动到单元
门检测。

广播车为居民
送上点歌服务

面对疫情期间的各种不确
定因素，孕妇的焦虑情绪表现得
更为明显。 有人怕耽误到医院建
档，有人担心重要检查时间不能
确定……面对这些情况，张琳积
极与社区对接，及时反馈孕妇的
相关情况。 社区也为需要产检的

孕妇安排了专车接送，同时为临
产孕妇及时协调了转运工作。

在社区里，中央戏剧学院昌
平校区的学生组成了播音小分
队，通过流动广播车，远程为居
民录制一些生活保障信息和防
疫信息，以缓解居民对于疫情的
紧张、焦虑情绪。

中央戏剧学院 2020 级戏剧
教育系研究生刘派说：“看到医
务人员、 社区工作者忙前忙后，
我们也想为社区出份力。 5 个人
一商量，就组队成功了。 ”

最近，这辆广播车为居民开
通一项点歌服务。 居民通过电话
预约点歌，社区会挑选一些擅长
唱歌的志愿者以及一些中戏相
关专业的学生，让他们乘着广播
车到居民楼下领唱，把一些积极
向上、鼓舞人心的歌曲送给点歌
人所在楼栋的居民。

另外， 在宏福苑社区的微信
群里， 正在举办一场居家隔离健
身操大赛。 志愿者把一些可以在
家做的运动小视频发到群里，向
各位居民征集类似运动影像反
馈，吸引了不少居民的积极参与。

（据《中国青年报》）

胡娟已经在抗疫一线连续
奋战了 15 天，她是内蒙古自治
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一名青
年志愿者。 自 10 月 19 日额济
纳旗确诊 5 例本土病例以来，
胡娟每天的志愿服务时长都在
15 个小时以上， 她开着一辆越
野车， 穿梭在额济纳旗达来呼
布镇，给滞留游客送餐、给患者
送药。

在距离额济纳旗 1400 多公
里外的二连浩特市，青年志愿者
的身影同样忙碌在抗疫一线。 10
月 14 日， 二连浩特市新增 1 例
本土确诊病例。 25 岁的续国庆带
着自己的百人车队，立即向当地
团组织报名加入防疫一线。 续国
庆的任务是每两小时运送一次
核酸检测样本，每隔几天，他还
要开着保障车辆，跟随护送确诊
病例的救护车，连夜到内蒙古自

治区定点医院，“单程就要 6 个
小时，我们尽量当天往返”。

续国庆是一名退役军人，
他组建的百人车队里大多是二
三十岁的小伙子， 他笑着形容
道，“我们几乎承包了最苦最累
的活儿。 ”

拧开核酸检测试剂的盖子，
把棉签的后半截掰断，在呼和浩
特市开展第一轮、第二轮重点区
域大规模核酸检测的几天时间
里，李茂林每天都要重复这些动
作上千次。 作为一名青年志愿
者，他身穿防护服，协助医务人
员进行核酸检测，“看似简单的
两个动作，能减少居民大量的排
队时间”。

截至 11 月 2 日 12 时， 内蒙
古自治区有本土确诊病例 159
例，这些确诊病例分布在呼和浩
特市、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及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阿拉善
盟额济纳旗、阿拉善盟阿拉善左
旗。 自疫情发生以来，内蒙古各
地的防疫一线都能看到身穿“红
马甲”“蓝防护服” 志愿者的身
影。 截至 10 月 31 日， 内蒙古抗
疫志愿服务队多达 1.1 万支，累
计参与疫情防控志愿者人数有
42.2 万余人次。

参与抗疫的青年志愿者不
只有来自确诊病例的盟市，包头
市、巴彦淖尔市等地的志愿者也
不断加入， 在面积达 118.3 万平
方千米的内蒙古完成一次次“千
里接力”。

额济纳旗现有 139 例确诊病
例， 约占全国确诊病例的 15%。
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近万名游客
滞留在当地。 随着时间推移，额
济纳旗的确诊病例不断增加，滞
留旅客的归乡之情日益迫切。 今

年 66 岁的严先生告诉记者，他
们一行 5 位老人， 年龄从 60 岁
到 69 岁，分别患有糖尿病、高血
压、冠心病，严先生说：“我们特
别怕感染，万一出事怎么办？ 能
不能让我们早日返乡？ ”

为了尽可能保障滞留旅客
的安全，严防疫情外溢，内蒙古
决定通过铁路、 公路等方式，分
批分类将滞留游客转运到区内
的低风险地区，滞留旅客在低风
险地区进行 14 天的健康监测
后， 核酸检测呈阴性即可回家。
目前，9553 名滞留游客已转运离
开额济纳旗。

10 月 29 日，173 辆大中小旅
游包车车辆， 载着 2635 名游客，
随行的还有 105 名工作人员，3
辆物资保障车、 两辆救护车，浩
浩荡荡的车队从额济纳旗出发，
驱车近 1000 公里赶赴包头市。10

月 30 日晚， 承载着滞留游客的
列车从额济纳站启程，一夜行车
赶到鄂尔多斯市，“临时列车长”
李正斌整夜未眠，每两个小时提
示大家对车厢进行一次预防性
消毒， 加密盥洗间、 门把手、厕
所、通道、通过台等重点部位的
消毒频次。

洗漱包、水果、牛奶、纸巾、
矿泉水……北京滞留游客王李
杰细数着隔离点提前准备好的
各类生活必需品。 10 月 31 日晚，
来自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的一名
90 后志愿者敲开滞留游客蒋力
的房门， 手捧鲜花送上生日祝
福，蒋力哽咽着不断重复着“谢
谢”。 暖心的一幕幕出现在内蒙
古各地的防疫一线，青年志愿者
胡娟说：“看着疫情好转就不觉
得累，心里暖也就不觉得冷。 ”

（据《中国青年报》）

内蒙古万名青年志愿者的“千里接力”

由志愿者组成的“战疫护航队”，每天送药约 200 单、接送就医约 50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