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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北京青年抗疫服务“不打烊”

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北京市丰台区的青年党员、
团员、 青年志愿者第一时间响
应号召，集结到战“疫”一线。玉
泉营街道、新村街道、王佐镇等
中高风险地区， 都有他们忙碌
的身影。

从协助大数据精准流调，到
保障全员核酸检测；从多方面筹
措、配送物资，到全面服务封管
控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安全健
康，丰台区这群年轻人用特殊的
方式打开了新的一年。

一轮疫情袭来，流调和消杀
人员往往会率先入场战斗。

接到北京本轮疫情病例报
告后，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团支部书记李若曦背起 50 斤重
的消毒器械， 进入西南郊冷库、
华兴饭庄、万柳园小区等确诊病
例曾经活动过的场所展开消杀。

别看李若曦年轻， 他已经
是与新冠病毒较量的“老手”。
2020 年北京新发地出现疫情，
李若曦是一名流调队员。 那时
的工作就像侦探破案， 要层层
推理、抽丝剥茧，细致入微地找
到传播链条。

而这次疫情防控中，李若曦
和团队负责现场消毒，直接与病
毒“短兵相接”。 进入现场后，李
若曦一边细致消毒，一边在脑海
里过了一遍流调报告，检索哪些
信息与病例的记忆发生偏差，要
尽快弥补。

作为大数据流调员，苏磊还
是个“新兵”。 1 月 21 日，中建五
局北京分公司接到团丰台区委
的志愿服务招募信息，基层项目
部的 10 名团员青年就地组建起
志愿服务队，两小时后便投入到
玉泉营街道工作。

当天拿到大数据筛查的名
单，苏磊在电话里“流调”了上千
人，每通电话少则 5 分钟，多则
20 分钟。偶尔电话那头儿也会有
牢骚，苏磊和团队摸索出一套办
法应对，比如根据身份证号判断
被访者的年龄，为了不影响他人
休息， 遇到岁数大的人尽量先
打；沟通方式适当转变，以唠家
常、多安慰为主。

“几十年没打过这么多电
话。 ”在街道“流调”4 天，苏磊和
团队圆满完成支援任务。

万柳园小区紧邻此次疫情
“风暴眼”的西南郊冷库，是疫情
防控的核心地带。

1 月 20 日，丰台区生态环境
局的 9 名干部“下沉”到万柳园
小区支援。 一天后，万柳园小区
因出现多起病例，升级为高风险
地区。 他们也被封控于此，开启
了守护万柳园的奋战模式。

小区进入封闭管理后，居民
采买的物资统一由下沉干部和
志愿者挨家挨户配送上门。 万柳
园小区是 6 层板楼， 没有电梯，
路也不平整， 送货全靠车推、手
拎、肩扛。 小区门口的物资总是

堆得像小山，“要用小跑的速度，
才能送完”。

这几天，经丁一运送的物资
达千余件，“做梦都在送菜”。 菜
蛋肉奶都是小活儿，她和同事还
搬过 100 多斤的米面、几十斤的
猫粮狗粮、成箱的饮料，“一开始
每层楼都歇，现在练出来了”。丁
一说。

万柳园小区有上千户居民，
为了老百姓过个祥和年、吃上一
顿丰盛的年夜饭，他们愿意“多
跑几趟路”。

身穿防护服， 他们推着满
载的超市购物车， 在居民楼间
穿梭；寒冬腊月，口罩里挂着水
珠，面罩起了雾，他们的贴身衣
物被汗水打湿。 只要居民有需
要， 他们的任务进度条可以随
时被拉满。

封控第三天的深夜，刚刚交
班的丁一接到居民的求助电话，
一位 97 岁的老人快断药了。 她
立刻回到岗位穿上防护服，在寒
风中等待家属送药，以最快速度
将药品转交到老人手上。

作为高风险区，他们需要协
助医护人员完成上门核酸取样

任务， 挨家挨户扫描登记信息。
工作过程中，有可能接触到确诊
病例以及密接者，他们随时会与
病毒擦肩而过。

位于玉泉营街道的中风险
地区万柳西园，来了两名团丰台
区委的“下沉”干部解清华和任
克若。 别看他们是 90 后，工作起
来“金”点子不少。

万柳西园社区日均菜量需
求大，用药需求也很高。 最开始，
居民在每个楼的微信群中发需
求，社区工作人员再对上百单信
息进行统计，费时、费力还有可
能有疏漏，难以有效保障居民菜
药供应。

在多方支持下，解清华联合
团区委的同事，开发、设计、制作
了封控区居民线上蔬菜采购和
药品需求收集小程序。 居民可以
通过小程序实现生活物品的预
订、付款和药品需求登记。“订购
信息通过后台实时导出，对接给
采购人员， 实现了居民需求登
记、后台数据整理、采购人员对
接、 送菜送药上门的一条龙服
务。 ”解清华说。

“韭菜茴香+1， 葱姜蒜+1”

“酱油+1， 苹果梨+1， 排骨+1”
……清单里，总有居民提到“蔬
菜包”这个词，解清华解释，这是
购买蔬菜的组合套餐，“蔬菜种
类多，我们把大家经常购买的蔬
菜放到一起， 蔬菜包 A 有 12 种
菜，蔬菜包 B 有 11 种，供居民选
择，以此减轻采购人员的压力。 ”

最近几天，任克若换防到万
柳西园社区的平房区工作。 平房
区的胡同局促狭小，门牌号常被
杂物遮挡住。 初来乍到，因为不
熟悉地形，他和同事绕了好多弯
路。 为提高效率，每送一次货，他
们便默默记下居民家的位置，路
走多了， 他们也就成了平房区
“行走的地图”。

任克若告诉记者，最难的是
夜间采样工作。 平房区基础设施
差，医护人员带着设备入户检测
行动不便。 任克若和属地的社
工、民警开了一次对接会，优化
工作流程。

1 月 29 日，丰台启动新一轮
核酸检测。 平房区被一分为二，
两个主路口分别设置一个检测
点，两人一组协助医护人员开展
检测。 在社区民警的协调下，居
民有序排队，一个小时内任克若
所负责的区域取样全部完成。

疫情尚未结束，这群年轻人
的服务“不打烊”。

凌晨 4 点半， 城市还在睡
着， 社工乔莹已经到了早餐点，
把 130 份早餐整齐地码在后座
上， 为了让社区同事吃口热乎
饭， 他将车里的暖风调到最大。
心理咨询师苏峰仍然保持待命
的状态，用心守候每一次丰台群
众的来电。

关于这段抗疫经历，任克若
感慨，疫情下身边每个平凡和渺
小的人都本能地释放出对未来
的期许和对生活的热爱，“青年
的担当朝气、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据《中国青年报》）

“三、二、一”，伴随着“咔嚓”
的快门声响，贵州省黔西市洪水
镇解放村农民摄影家协会副会
长史开心给李大爷一家拍下了
全家福。 这位农民摄影师，已连
续 10 年在春节期间义务为群众
拍摄全家福。

10 年来，史开心所在的洪水
镇解放村农民摄影家协会自筹
经费，打印照片、购买相框，为不
少村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全家
福。 尤其是一些逝去的高龄老
人，正是因为他们才留下了生前
为数不多的照片。

“2013 年村里成立农民摄影

家协会以后，我们重点做好两件
事，一是拍摄家乡美景，宣传家
乡；二是做摄影公益活动，为群
众拍全家福。 ”谈到协会的发展
历程，史开心高兴地说，协会成
员都是农民，大家因共同的摄影
爱好走到一起，边拍边学。

解放村河流纵横， 是贵州乌
蒙山区难得的“柳岸水乡”。 近几
年当地政府着力发展乡村旅游，
而一张张由当地农民拍摄的田野
风景、农耕故事等图片，在朋友圈
和媒体广泛转发， 成为解放村靓
丽的“旅游名片”。“很多人没想到
随手拍的村庄纪实照片， 居然能
助力家乡旅游发展， 让外界认识
并走进解放村。 ”史开心说。

如今， 农民摄影家协会已有

七八十名会员。 农闲之余， 群众
拿起相机， 记录乌蒙山区家乡的
点滴变迁。 协会举办过农民摄影
展，作品还陆续参加过省、市级的
摄影展，这让会员们备受鼓舞。

今年 74 岁的李永德是最早
加入的成员之一，古稀之年的他
给自己买过最贵的东西就是一台
单反相机。“没学过摄影，就是看
着史老师拍的风景照很好看，想
跟着学。 ”李永德说，不在乎拍得
好不好， 重在能记录家乡和生活
的变迁。

“没有党的扶贫好政策，哪有
今天的幸福生活！ ” 翻阅老照片
时，史开心感慨地说，只有持续记
录才能见证发展的力量。

（据新华社）

农民摄影师：光影里的山乡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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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饭庄、万柳园小区等确诊病
例曾经活动过的场所展开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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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拿到大数据筛查的名
单，苏磊在电话里“流调”了上千
人，每通电话少则 5 分钟，多则
20 分钟。偶尔电话那头儿也会有
牢骚，苏磊和团队摸索出一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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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进入封闭管理后，居民
采买的物资统一由下沉干部和
志愿者挨家挨户配送上门。 万柳
园小区是 6 层板楼， 没有电梯，
路也不平整， 送货全靠车推、手
拎、肩扛。 小区门口的物资总是

堆得像小山，“要用小跑的速度，
才能送完”。

这几天，经丁一运送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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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粮狗粮、成箱的饮料，“一开始
每层楼都歇，现在练出来了”。丁
一说。

万柳园小区有上千户居民，
为了老百姓过个祥和年、吃上一
顿丰盛的年夜饭，他们愿意“多
跑几趟路”。

身穿防护服， 他们推着满
载的超市购物车， 在居民楼间
穿梭；寒冬腊月，口罩里挂着水
珠，面罩起了雾，他们的贴身衣
物被汗水打湿。 只要居民有需
要， 他们的任务进度条可以随
时被拉满。

封控第三天的深夜，刚刚交
班的丁一接到居民的求助电话，
一位 97 岁的老人快断药了。 她
立刻回到岗位穿上防护服，在寒
风中等待家属送药，以最快速度
将药品转交到老人手上。

作为高风险区，他们需要协
助医护人员完成上门核酸取样

任务， 挨家挨户扫描登记信息。
工作过程中，有可能接触到确诊
病例以及密接者，他们随时会与
病毒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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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万柳西园，来了两名团丰台
区委的“下沉”干部解清华和任
克若。 别看他们是 90 后，工作起
来“金”点子不少。

万柳西园社区日均菜量需
求大，用药需求也很高。 最开始，
居民在每个楼的微信群中发需
求，社区工作人员再对上百单信
息进行统计，费时、费力还有可
能有疏漏，难以有效保障居民菜
药供应。

在多方支持下，解清华联合
团区委的同事，开发、设计、制作
了封控区居民线上蔬菜采购和
药品需求收集小程序。 居民可以
通过小程序实现生活物品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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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过后台实时导出，对接给
采购人员， 实现了居民需求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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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送菜送药上门的一条龙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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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多，我们把大家经常购买的蔬
菜放到一起， 蔬菜包 A 有 12 种
菜，蔬菜包 B 有 11 种，供居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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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任克若换防到万
柳西园社区的平房区工作。 平房
区的胡同局促狭小，门牌号常被
杂物遮挡住。 初来乍到，因为不
熟悉地形，他和同事绕了好多弯
路。 为提高效率，每送一次货，他
们便默默记下居民家的位置，路
走多了， 他们也就成了平房区
“行走的地图”。

任克若告诉记者，最难的是
夜间采样工作。 平房区基础设施
差，医护人员带着设备入户检测
行动不便。 任克若和属地的社
工、民警开了一次对接会，优化
工作流程。

1 月 29 日，丰台启动新一轮
核酸检测。 平房区被一分为二，
两个主路口分别设置一个检测
点，两人一组协助医护人员开展
检测。 在社区民警的协调下，居
民有序排队，一个小时内任克若
所负责的区域取样全部完成。

疫情尚未结束，这群年轻人
的服务“不打烊”。

凌晨 4 点半， 城市还在睡
着， 社工乔莹已经到了早餐点，
把 130 份早餐整齐地码在后座
上， 为了让社区同事吃口热乎
饭， 他将车里的暖风调到最大。
心理咨询师苏峰仍然保持待命
的状态，用心守候每一次丰台群
众的来电。

关于这段抗疫经历，任克若
感慨，疫情下身边每个平凡和渺
小的人都本能地释放出对未来
的期许和对生活的热爱，“青年
的担当朝气、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据《中国青年报》）

除夕，任克若身穿防护服，在狭小的胡同里辗转腾
挪，将两大包年夜饭的食材送到居民的家门口。

抬着北京丰台区为封管控区居民配送的年货礼包，
丁一和刘博没歇气地爬上 6楼，为居民配送物资。

解清华和同事忙碌地用他们设计的小程序， 统计居
民买菜和用药需求，快速高效的操作获得居民一致好评，
他们是万柳西园社区年轻的“守护者”……

北京市丰台区封控区、管控区医护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 � 1月 19日，贵州省黔西市洪水镇解放村农民摄影家协会会员为脱贫
农户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