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17 日，从上海市团市委
获悉， 当前正处于疫情防控应
急处置关键时期， 上海市各区
的团员、青年积极响应、冲锋在
前、勇挑重担主动投身疫情防控
第一线。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3 月 15
日 19 时，全市各区、大口、高校
团组织和青年志愿服务组织共
招募志愿者 45018 名，当日上岗
9965 人， 累计上岗 43538 人，累
计上岗 84738 人次，上岗总时长
52.5 万余小时。

3 月 3 日， 松江区九里亭街
道永辉超市沪亭北路店被列为
中风险地区。 当晚上 11 点多，九
里亭街道营商办社工陆诚韬已
经打了 60 通电话， 声音已经有
些沙哑。“一整天都在路上，帮助
协调和统筹物资。 因为医生在小
区里做核酸， 需要用到采集管、
棉签、防护服、手套等物资，我们
需要协调和提供相应的物资。 ”

3 月 13 日，一张医护人员单
膝跪地为一名身患残疾的居民
做核酸采样的照片在微信群里
流传。 照片中的这名医护人员是
徐汇区天平（湖南）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社区护士刘华。 3
月 13 日下午， 她正在支援华泾
镇华建一街坊核酸采样点工作
时，华泾镇的志愿者拍下了这张
照片。

“我没想到这张照片会引起
大家的关注。 ”刘华说，“我也没
注意到自己当时是跪在地上的，

我想这是我的一个本能反应。 ”
刘华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参

与核酸采样工作已有一年多的
时间，每当中心核酸采样工作群
里发布需要医务人员支援时，她
总是毫不犹豫报名前往现场。

刘华说：“每次孩子看到我
脸上的勒痕都很心疼我，但是她
也很支持我。 我作为一名党员，
作为一名母亲，我希望我的孩子
能为我感到骄傲。 ”

3 月 11 日， 在普陀区，50 多
个小时里来自 14 家单位的 80
多位青年在团区委带领下，分散
在 3 个点位开展志愿服务并顺
利完成任务。

3 月 10 日下午，普陀区团区
委号召机关在编和挂职的干部，
以及全体青少年社工，全力支援
“重点行业人员核酸筛查”。 晚上
7 点多， 普陀团区委的微信群就
出现了一份近 60 人的名单，也
是一张以“靠谱青年”之名的青
春“请战书”，名单上几乎涵盖了
所有的团区委机关团干部和青
少年社工的名字。

3 月 11 日早上 7 点，三个点
位的青年志愿者们准备就绪，全
员集合，无一人缺席。 各点位负
责人将清点好的相关物资分发
给各位志愿者，在做好个人防护
措施后整装待发。

“我们队伍叫做‘最强女子
天团’。 ”闵行城管执法局青年听
说需要志愿者，马上化身“大白”
进入小区进行支援。 老年人没法

出门买药，需要开药方让工作人
员帮忙配药，“大白”从药方到药
品一一核实，保证每一瓶药都不
出错， 并及时送到居民手中，线
上线下暖心安抚居民的情绪，累
了便坐在梧桐树下，伸伸腿后立
马继续工作，发挥自己的特色力
量，把保障工作做到最好，“最强
女子天团”在行动。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青浦
区团委全员上岗，全力支援。由于
当地老人众多，不会使用手机，没
法获取核酸检测二维码， 而针对
没有二维码的人“单采”超出预期
的情况，“单采信息 3 人小分队”
急中生智，用自己的手机登录健
康云， 帮助老人登记生成二维
码，顺利完成核酸检测。

为配合同济大学附属上海
市第四人民医院做好核酸检测
的秩序维护工作，来自区检察院
的 16 名青年志愿者和区城发公
司的 10 名青年志愿者， 仅用一
个小时的时间就集结完毕，身着
志愿者服装出现在核酸检测的
现场。 他们从上午 10 点到晚 9
点，在场的青年志愿者们全情投
入到工作中，接待咨询、答疑解
惑、协助预约、路线引导、秩序维
护……看到前来采样的老人、孕
妇、儿童和残疾人，他们全程引
导他们走“绿色通道”， 确保高
效、便捷地完成采样。

杨浦区四平路街道抽调机
关青年干部充实到防疫流调工
作中，这些青年“听声者”们，以

电话为“武器” 与病毒赛跑，目
前，已拨打电话 5700 余次，排摸
各类人员 4400 余人。

来自江浦路街道机关各职
能科室、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
民区的青年们第一时间响应号
召，将青春力量源源不断注入街
道疫情防控应急保障队伍。 通宵
是常有的事，手套摘下后，是青
年们被汗水和消毒水浸泡发白
的双手。

宝山区封闭式驻内场突击
队，连续服务两个封控社区。 宝
山团区委在前期招募 350 余人
组建抗疫青年志愿者队伍的基
础上，按照街镇疫情防控的实际
需求， 再次招募 50 名志愿者组
成青年突击队， 进入 2 个街镇 6
个封控社区， 开展 14 天的全过
程疫情防控工作。 其中一支封闭
式驻内场突击队，根据指示连续

转场服务两个封控社区。 同时，
积极动员区青企协、青年社会组
织力量， 向 3 个街镇捐赠 3000
只 N95 口罩、1600 套二级防护
服等防疫物资。

核酸检测、流调溯源、隔离
管控，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浦
东青年志愿者和青年突击队防
控工作压力陡增，流调工作刻不
容缓，团区委组织开展防疫流调
青年志愿服务，短短半日就招募
了来自团区委、 应急管理局、知
识产权局、税务局、市场监管局、
浦东消防等单位的青年志愿者
100 余人， 从 3 月 7 日起前往区
疾控中心进行电话流调志愿服
务工作。 志愿者每天要询问几十
遍甚至上百遍重复的问题，并缓
解流调对象的焦虑情绪，配合开
展后续工作。

（据澎湃新闻）

松江区九里亭街道志愿者（上海市团市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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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捐款捐物
助力同心抗疫

深圳市深商会联合党委组
织会员企业向香港捐赠 13 万个
KN95 口罩等价值 30 万元的防
疫物资；深圳市潮青联谊会党委
动员会员单位捐赠 1 万盒新冠
病毒抗原快速检测套装、4000 盒
普济抗感颗粒和连花清瘟胶囊、
5 万个口罩等价值 68 万元的物
资，全力支持香港抗疫；深圳市
社会组织总会联合党委、深圳市
安全防范行业协会联合党委发
动会员企业捐赠 5 万个 KN95
口罩等价值 20 万余元的物资，
解决盐田区沙头角街道防护物

资短缺难题；深圳市医学会党支
部联合深圳市医师协会等向深
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抗疫一线捐
赠一批爱心物资和 15 万元善
款。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3 月 11
日，深圳市社会组织及会员企业
累计捐款捐物约 3.15 亿元。

依托行业优势
助力疫情防控

深圳市消毒清洁行业协会
党支部组织开展 3 批次“新冠病
毒消毒技能”线上培训，为全市
输送 1500 多名培训合格的消毒
人员，派驻隔离酒店、港口等重
点区域开展防疫工作； 组织对
《新冠肺炎疫情消毒技术指南

（第八版）》删繁就简、归纳总结，
制作演示视频还原实操场景，便
于消毒工作人员高效、准确掌握
技能。 深圳市智慧安防行业协会
党委组织会员企业广电信义科
技有限公司抽调骨干，搭建深港
跨境货物运输综合接驳站智能
化视频监控系统，科技助力援港
抗疫。 深圳市生物医药促进会党
支部会员企业海普洛斯成立未
来医学检验实验室，在保证检测
质量的前提下，快速完成大规模
人群核酸检测工作。

靠前精细服务
展现责任担当

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党委号

召全体党员和社工密切关注疫
情中的困境儿童、 高龄独居老
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做好
个案跟踪、心理慰藉、关爱帮扶
等。 截至 3 月 11 日， 共有 78 家
社工机构投入近 6000 名社工，
累计服务市民逾 2700万人次；深
圳市物业管理行业党委督促指导
物业管理企业全面升级小区防控
措施， 加强进出口管控和人员排
查、协助核酸检测、设置快递外卖
中转站， 全力以赴守好社区第一
道防线； 深圳市燃气行业党委督
促指导燃气企业克服困难全力保
障供港瓶装气的供应， 确保香港
部分瓶装气用户基本需求； 深圳
市酒店用品行业协会党支部组
织会员单位开放园区区域作为

“全员核酸检测”点，免费提供遮
阳伞、休息室、矿泉水等。

开展志愿服务
众志成城抗疫

深圳市义工联合会党委先后
组织成立 1302 支志愿服务队，
24303人参与到核酸采集、疫苗接
种等防控岗位，服务时长总计 360
万余小时。 深圳市社会科学类社
会组织联合党委发动党员参与疫
情防控“心理健康热线（12355）”
服务，为市民提供心理疏导、缓解
情绪、 危机干预等有针对性的心
理援助； 深圳市巾帼志愿者协会
党支部开通“安心行动”心理关爱
热线，为封控区居民提供 24 小时
在线心理咨询，累计服务超过 60
人次，服务时长共 336 小时；深圳
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协会党
支部发动党员、 驾校教练员组建
抗疫流动宣传志愿服务车队，通
过车身宣传标语和喇叭向广大居
民宣传防疫注意事项。 据初步统
计，截至 3 月 11 日，深圳市社会
组织党委下属各基层党组织先后
成立 1584 支志愿服务队，33553
人参与， 服务时长总计 367.18万
小时。 （据深圳社会组织动态）

协调物资、做核酸、帮买药
4.5万名志愿者这样守护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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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社会组织党组织“疫”线发挥“堡垒·先锋”作用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 ， 深圳

市社会组织党委认真贯彻
落实广东省委、深圳市委和
市两新组织党工委、市民政
局党组的工作部署，组织全
市社会组织开展 ‘堡垒行
动 ’和党员 ‘先锋行动 ’，有
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

深圳市潮青联谊会党委组织捐款捐物 深圳市消毒清洁行业协会党支部组织开展技能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