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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践行初心使命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
—和平区“小巷总理”战“疫”群英谱之五
社区是疫情防控第一线，
他们是火线的守门人。 作为在
抗疫战争中离居民群众最近的
力量， 他们没有齐全的防护装
备， 也没用过多的言语去解释
迎“疫”而上的意义。 在他们眼
中，家在这里，心在这里，一个
共产党员的职责与岗位， 也在
这里。 和平区各社区党委书记
攻坚克难、勇于奉献，凝聚起战
胜疫情的强大感召力和行动
力， 用自己的努力和奉献守护
着家园。
五大道街泰来里社区
党委书记王倩：

火线作战守关人
这个春节，一场突 如 其 来 的 新 冠
肺炎疫情，打破了节日的温馨。 五大
道街泰来里社区书记王倩与社区工
作者们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防控
疫情。
战
“
疫”路上，王倩总是冲锋在前，每
天她第一个到社区，最后一个走，工作多
的时候就直接住在了办公室。 居民问她：
“
你们走家串户，就不怕感染？ “
” 我们做
排查就是为了控制疫情， 防止病毒在社
区里传播。 ”王倩认真的对居民说：
“
疫情
期间在家呆着不出门最安全， 但是我们
不能歇， 我们的职责就是保卫咱社区的
安全，也希望大家支持理解我们，咱共同
努力，一定能战胜疫情！ ”
王倩深知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性。 自大年三十居委会全员返岗以来，
她与社区所有人员每天都是 12 到 16
小时连续工作。 在泰来里辖区内有户
居民，父女二人相依为命，每天都需要
定时服药， 疫情期间出门购药成了他
们的“老大难”问题。 了解到这一情况，
王倩主动承担起定期去医院帮忙购药
的任务。 每当接到王倩准时送上门的
药品， 这户居民总是抑制不住对她的
感激：“王书记总是把我们这些居民的
困难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无时无刻不
在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我们心里特别
踏实。 ”
疫情防控任务还未尽全功，全社区
居民的安危还在肩上，面对重担，王倩
坚毅地说：“我在这里工作，这里就是我
的家，我对居民，对社区的一草一木都
有很深的感情，我做这些不只是为了完
成工作， 而是真心实意想保护好大家，
所以我做再多也不觉得累。 ”
五大道街尚友里社区
党委书记李金阳：

尽心尽力护“
净土”
五大道街尚友里社区是高密度混
合型社区，商场、写字楼、高档居住区错
落其中。 防控疫情情况复杂，容不得一
点瑕疵，庞大的居民数量、单位基数给
社区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在社区党
委书记李金阳的带领下，社区全体工作
人员没有畏惧和退缩，给出的答案只有
一个字——
—
“战”。
由于单位离家较远，为了不耽误工
作，李金阳从接到疫情防控通知那天起
就在社区“长期驻扎”。 最近，社区实行
弹性工作，他安排社区工作人员分组上
班，几个副主任跟他说让他也把自己排
在表中，但是他拒绝了。 他笑着说：“我
在这住得挺好， 离单位又近又舒服，房
子还大！ ”话语中带着几分逗趣，但是社
区其他人都知道，李金阳是体恤大家家
中都有老人、孩子要照顾，主动担下了
所有责任。 其实他也是一个 8 岁孩子的
父亲，家中也有老人要照顾。
小区封闭管理实施后，李金阳坚持
每天晚上两次巡查，每次走向下一个执
勤岗，他都会向值守人员说一句“有事
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一直都在。 ”复工在
即， 境外输入人员又成了工作的重点，
而恰巧尚友里社区内的高层也居住着
一些境外返津人员，每登记一位境外返

津人员，李金阳都会与管片民警一起入
户去说明居家隔离注意事项，保证人员
监管到位。
李金阳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践行初
心和使命的主战场， 冲锋在先、 战斗在
前，为辖区群众筑起了一道
“
安全屏障”。

话后，王剑立即带领网格员前往实地查
看，先是询问了老人的身体状况，并嘱
咐家属：“一切以老人的安危为重。 如遇
紧急状况，随时卸除围挡，明日一早我
们会立刻联系施工队，重新研究封堵路
线，确保‘非常时期’居民生活健康不受
影响。 ”事后，宗师傅一家来到社区道
谢，握着王剑的双手激动地说：“您真是
时刻心系群众。 ”

小白楼街崇仁里社区
党委书记王志贤：

羸弱肩膀别样红
大年三十，小白楼街崇仁里社区党
委书记王志贤第一时间退掉了回老家
探亲的火车票，转身投入到疫情防控工
作中。 她只是抽空给年近古稀的母亲打
了一个电话，老人也好像习惯了她这种
临时爽约，叮嘱了一句注意身体，便挂
断了电话。
疫情来之匆匆，王志贤结合社区实
际在宣传发动和破解难题上积极征求
意见、讨论办法、商定方案。 为了落实精
准化精细化服务要求，切实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王志贤时刻关注着各个值守小
区的外地返津人员动态，并及时通过电
话和微信了解他们返津时间和确切信
息。 在她的手机通讯录里不记得添加了
多少人， 但是提起每个人的名字时，她
都如数家珍。
“王书记，我的快递到了，在小区门
口。 ”“王书记，明天帮我们买点蔬菜和
水果。 ”“王书记，我家的垃圾放在门口
了。 ”为了让居家隔离留观人员生活更
方便、更安心，王志贤也随时转变着身
份“消毒小能手”“代购小帮手”“快递小
哥”……一趟又一趟的奔波，虽然很累，
但是看到居民们积极配合和真心回复，
她从心里感到再苦再累也值得。
在疫情防控伊始，王志贤就利用微
信群向社区党员和在职党员发出了号
召，动员党员带头当好小区守护人。 社
区党员看着她每天在小区宣传动员、执
勤值守、 消杀清整一刻不歇的身影，纷
纷加入到社区疫情防控第一线来。 在她
的带动和感召下，大家纷纷报名，并送
来了请战书，做疫情防控一线的先锋战
士，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内涵。 连日来，王志贤没有歇过
一天班，她用羸弱的身体肩负着责任和
担当。
小白楼街泰安道社区
党委书记贺君伟：

舍我其谁写韶华
除夕夜，一个通知、一个电话，小白
楼街泰安道社区党委书记贺君伟即刻
返回了工作岗位，至今奋战在疫情防控
前线。 从大年三十到现在，贺君伟带领
着 14 名社区工作人员，坚守在 0.28 平
方公里上，从未后退一步。
社区是联防联控的第一线， 也是
阻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最有效防线。 随
着疫情暴发，走访入户、讲解疫情、排
查摸底，成为当务之急。 贺君伟带领社
区工作者全力以赴、不怕繁难，实施地
毯式排查；利用小喇叭、横幅、海报、微
信、 电话等一切可行的方式进行全面
宣传，挨家挨户发放《明白纸》《给居民
和商户的一封信》，做到社区宣传全覆
盖无盲区，每天确保宣传到位、防控到
位、排查到位。
无论是入户排查、巡查商户、病毒
消杀还是护送返津人员前往集中隔离
点，处处都有贺君伟坚定的身影。“当
初来社区之前， 就有人怀疑像我这种
机关干部吃不了苦， 遇到困难肯定要
打退堂鼓。 我就是要用行动证明机关
干部同样经得住考验。 ” 担任社区书
记前原本是一名纪检干部的贺君伟如
是说。
疫情暴发以来，贺君伟将全部精力
投入到防疫工作中。 由于站岗值守、入
户排查和接送集中隔离人员等工作存
在着较高感染风险，从入户的第一天开
始，贺君伟就将刚满 3 岁的孩子交给父
母照料。 他说：
“
疫情不退我不退！ 现在
是社区最需要我的时候。 作为一名党
员， 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必须挺身而
出，践行初心和使命。 ”

南营门街海光寺社区
党委书记冯子燕：

越是艰难越向前

南市街食品街社区
党委书记王越仑：

新兴街卫津路社区
党委书记杨容：

严谨务实守防线

劲锐出战克时艰

自 2017 年到南市街担任食品街社
区党委书记的王越仑，在抗击疫情期间把
社区带头人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王越仑从大年三十开始，一直坚守
在防控疫情的第一线。 他带领社区工作
者挨家挨户进行走访， 宣传防控知识，
核实居民情况， 排查统计外地返津人
员，并按照要求，做好企业排查与宣传
工作……在实行封闭小区期间，他针对
某商住楼宇外地租户多、 人员复杂的
情况， 将小区侧门出入口又进行硬隔
离封堵加固， 集中一个出入口进行管
理；严格落实出入证管理制度，对进出
小区人员进行访客登记， 重点对外地
返津人员进行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并
组织网格员做好相关生活保障工作，
维护社区安定和谐，守住了社区疫情防
控的安全线。
此外， 在开展防疫工作的同时，王
越仑还积极组织业委会、物业公司和电
梯维保单位，同步推进困扰某小区居民
群众的电梯维修问题，组织联系施工单
位进场启动电梯维修工程，解决了防疫
期间的民生问题。
王越仑时时刻刻沉浸在工作中，却
忽略了家人。 每次忙碌完一天的工作已
是深夜，他才能有点儿时间为年迈的父
母送生活用品。 待王越仑再赶回自己家
时， 好久没见爸爸的女儿早已入睡，怀
里抱着爸爸送的洋娃娃。
“面对疫情， 每个人都在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为战胜这场疫情而做着自己
的努力，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终将获
得全面胜利。 ”王越仑坚定地说。

新兴街卫津路社区党委书记杨容，
从大年三十至今， 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从最初多次挨家挨户发放《致和平区广
大居民的一封信》和《预防新型冠状病
毒明白纸》到对社区居民全面登记排查
和社区公共区域全面消杀工作，她都事
无巨细，冲在一线。
卫津路共有 8 个自然小区，2 个纯
物业管理小区和 6 个准物业小区，在
对小区实行封闭管理要求下， 有 5 个
小区口需要 24 小时值守。 在社区工作
人员不足情况下，杨容积极发动在职党
员和辖区共建单位、社区志愿者骨干到
社区报到。 在她的号召下，大家积极响
应，共同参与到小区出入口值守工作任
务中来。
杨容要求社区网格员、平安志愿者
骨干形成合力，确保所有网格员对居民
底数清、情况明，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
了有力保障，给百姓吃了定心丸。 每天，
杨容都是早来晚走，将上级指示精神及
时传达给社区工作人员，并一对一做好
培训。 严管就是厚爱。 居民们的一句句
“
工作人员辛苦了。 ”就是对杨容和她带
领的团队最大的肯定和赞誉。
在抗疫的同时，杨容也十分注重工
作人员们的情绪，她根据每名社工的情
况逐一进行心理疏导， 为大家加油打
气，缓解压力，并做好后勤保障。 在她的
鼓励和带领下，卫津路社区全体工作人
员团结一心、齐心协力，把人民群众的
生命摆在第一位，尽职尽责、严防死守，
共抗疫情。

南市街裕德里社区
党委书记李莹：

新兴街卫华里社区
党委书记李英：

精准精细暖人心

向“
疫”亮剑无惧色
“我的能量都是居民群众给的，只
要一进社区我就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劲
儿。 ”李莹对记者说。 大年三十以来，她
就是以“两点一线”的方式工作——
—每
天上午 8 点到社区组织开展防疫工作，
晚上八九点钟回家，转天继续 8 点开始
工作，周而复始。 后来，社区实行了弹性
工作制， 李莹依然一天也没有休息，这
样的无间断工作一直到现在。
“让我来！我先上！”是李莹在工作
中说得最多的话语。 她事事抢先在
前， 主动承担为居家隔离人员送物资
的后勤保障工作， 定时把新鲜的肉、
菜等送到隔离人员家门口， 并耐心细
致听取需求。 2 月 14 日，津城的天空
飘荡着雪花， 气温骤降。 站岗值守成
了最辛苦的工作， 此时李莹又主动站
了出来， 要求值守在最冷的时间段。
同事们都忘不了那一天从岗位上回来
的 李 莹——
—衣 服 上 的 雪 已 经 化 成 了
水，水又冻成了冰。“当时，看着她颤
抖地抱着一碗泡面取暖， 手上满是被
冻裂的口子， 有的已经发红发肿，动
一下都疼得受不了。 尤其是她用创可
贴粘上的大拇指， 裂痕很深， 经常流
出鲜血来，真为她心疼。 ”裕德里社区
工作人员刘洋说。
“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 能换
来广大居民群众的平安健康。 不管什么
时候，我都会与同事们一起，众志成城，
发扬勇于奉献的精神，以勇猛如虎的气
势，勇挑重担不负众望，坚决打赢这场
防疫阻击战”李莹说。

“
今天各网格汇报的情况我进行了
汇总，根据社区民警提供的信息制定出
以下的工作方案……”夜晚，在新兴街
卫华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群里，党委书
记李英发出了当天最后一条信息。 随
后，她踏上了归家的道路。
第二天早上 7 点，李英准时出现在
社区菜市场门口，用消毒水将门窗台阶
擦拭干净。 她说：“民以食为天，不能让
老百姓的菜篮子出任何岔子。 ”随后，她
又进入菜市场内，与市场经理了解市场
返工人员情况。 市场的商户大部分都是
外地来津务工人员，在疫情期间，为保
证居民群众的安全，商户们返工要接受
十四天的居家隔离，这样一来市场的经
营就出现了真空期。 李英与市场经理达
成协议，要求本地商户与外地商户交接
资源， 暂时代替外地商户售卖其他商
品，保证居民需求。 居民们知道后都连
声称赞：“这才是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
真为我们着想。 ”
8 点半，社区工作人员到齐后，李英
又带人前往社区主干道路和疫情严重
地区归津居民所在重点楼门进行消毒。
基层疫情防控工作，宣传占一大半。 李
英在社区内挑选醒目位置，亲手将横幅
悬挂，在悬挂时，哪怕是高度和角度有
分毫之差，她都会重新调整，以求达到
最好的效果。 她说：“要做到住户站在窗
前就能看见咱们的标语， 看得多了，自
然就记在心里。 ”
李英的父亲已年近九旬， 为了兼
顾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与照顾老人，她
经常是在临近吃饭的空闲时间买些饭

菜送回家中交给父亲，随即转身离开，
回到自己一直坚守的岗位上。 她说：
“居民的理解和家人的理解是支撑我
工作的两根支柱， 他们为我撑起了一
片天空， 让我得以全心全意的服务居
民，抗击疫情。 ”
劝业场街福明社区
党委书记朱路彤：

居民安乐扛肩上
大年三十，刚刚忙过腊月的福明社
区工作人员正当长舒一口气的时候，一
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悄悄打响
了。 社区党委书记朱路彤还没来得及与
家人吃上“年夜饭”，就又一次带领全体
工作人员响应号召，立即返岗投入到紧
张的社区防控工作之中。
大年初三，当了解到租住在辖区内
的湖北籍租户于夜间返津时，朱路彤二
话没说，立即带领社区网格员起身奔向
住户家中，敲响住户家的房门……了解
情况、做好信息登记、嘱咐做好隔离。 与
此同时，社区也对周围居民进行了安抚
工作，避免居民出现恐慌情绪。
在得知福明社区辖区内住有驰援
武汉医务人员后，朱路彤第一时间与其
家属取得联系， 每周定期了解家属情
况，帮助解决问题。 当家属反映家中三
年级的孩子需要一本语文练习册,在网
上预定后一直未到货的情况后，朱路彤
多方联系，最终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买到
这本书送给孩子。
复工复产关乎经济社会发展， 朱路
彤带领社区网格员协同市场监管所、综
合执法大队、 劝业场派出所做好沿街商
户的服务管理工作，建立联防联动、联防
联控机制，有力有序推进复工，不因一个
小门脸、一个小店铺就疏忽它的重要性。
本来想好好利用假期陪伴父母、孩子
的朱路彤，如今却只能偶尔在上班的路上
给母亲打一通电话听到母亲声音、在晚上
回家后看着熟睡的女儿默默掉泪……50
多个日夜的坚守，朱路彤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使命感，始终投身在这场无声的战
“
疫”中，坚持做好社区的
“
守门人”。
劝业场街新疆路社区
党委书记王剑：

奋力守好
“责任田”
党委书记王剑，一个被劝业场街新
疆路社区所有居民熟悉的名字；一个辛
勤耕耘在平凡岗位上十七载的社区书
记。 作为社区的活地图，作为党委书记，
任何突发状况王剑更是第一个冲锋在
前。 自今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
打响以来，王剑从大年三十至今一直日
夜坚守社区，把孝心压在心底。
王剑的父母都已年迈，父亲患病一
直处于半自理， 平时由于社区工作繁
重，都是老母亲在照顾。 好不容易盼到
春节假期，等着放假回去，尽尽孝道，但
疫情就是命令，王剑带领新疆路社区全
体工作人员全身心投入到防控一线，在
“疫”线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他做细做实每一项工作，用行动赢得了
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作为社区的网格长，王剑平均一天
要接几十通电话，回复上百条微信，耐心
向居民们解答各种问题。 他总是说：“群
众信任我们，我们绝不能退缩半步”。
3 月 10 日，晚 8 点，家住青海路的
居民宗师傅焦急地打来电话，说家中的
老母亲，最近心脏一直不太好，随时需
要拨打 120 急救电话，由于该胡同正处
于封闭式管理，需要拆除围挡。 挂断电

“我们必须守护万余群众的安危，
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
诺。 ”面对疫情，南营门街海光寺社区党
委书记冯子燕骨子里的那种“越是艰难
越向前”的韧劲和担当让人感动。
召开社区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带
领网格员入户宣传排查；实施小区封闭
式管理值守， 指导 5 个纯物业小区和 3
个准物业小区做好疫情防控宣传排查；
巡视沿街辖区企业和商户，帮助生活服
务类企业复工复产……冯子燕事事想
在前、冲在前、做在前。
海光寺社区位于医大总医院周边，
流动人口多、租房户多、人流量大。 冯子
燕带领网格员与时间赛跑，第一时间入
楼门、 入企业商户进行宣传， 确保了
3118 户 居 民 和 418 家 商 户 宣 传 全 覆
盖。 对不配合的居民，她耐心解释劝导，
得到了理解和支持。
冯子燕实时掌握社区重点人员情
况，确保对重点地区来津人员进行及时
严密防控。 她还带领社区全体工作人
员， 先后对小区卫生死角进行集中整
治，拆除了隆昌里 4 号楼后私搭房及一
些私搭小院，破解了困扰社区多年的难
题；对鞍山道 152 号、万全里小区内 16
户居民进行精准治理， 包括私占绿地、
圈占围栏、楼内堆物、杂物等，共清理了
17 大车垃圾， 最大限度减少了病毒滋
生；迅速清理出辖区内的 230 余辆共享
单车并摆放整齐， 为疫情防控筑牢了
“卫生防线”。
今年 8 月， 冯子燕就到退休年龄
了，可她不顾多病的身体，坚持站好最
后一班岗。 在她的感召下，社区网格员
都努力克服困难，确保群众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南营门街天新里社区
党委书记李静：

春风化雨润心田
“不要怕监督。 居民群众的监督就
是我们的‘眼’，是我们提高服务水平的
有力保障。 ”疫情发生以来，南营门街天
新里社区党委书记李静常常这样鼓励
自己的同事，给大家打气。
天新里社区孤楼散片较多，基础条
件差， 实施小区封闭管理是个大难题。
李静白天实地勘察，晚上认真研究。 在
她的积极努力下，小区及时落实封闭管
理，设立了 8 个门岗卡口，而且确保值
守执勤力量，有效保证了社区一线防控
措施的落实落地。
防疫是重点，安全是大事。 李静坚
持一手抓防疫，一手保安全。 在严格落
实各项防疫工作的同时，她坚决守住安
全底线，以实际行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3 月 2 日上午，她带领网格员在日
常巡视中发现卫津路财富大厦 A 座 3
层外檐与墙体分裂， 随时有掉落可能，
且下方是人行通道，过往行人多，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 为防止事故发生，她让
网格员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并守在现
场，提醒过往行人避开此区域。 和平区
消防救援支队和管片民警及时赶到现
场，设置了安全警戒线。 随后，救援人员
将松动的外檐拆下。 不到一个小时排除
险情。
每天， 当李静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
家，不管时间多晚，她都会第一时间给 70
多岁的老母亲打个电话。老母亲非常担心
她，她也非常惦念老母亲。 但是，因为工
作，她已经很久没有回家看望老人家了。
因为工作过于紧张，李静的血压一
直偏高，有时候眩晕，整晚睡不着觉。 但
在疫情面前，她始终守初心、践使命，主
动作为、勇于担当，为保障人民群众的
健康安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
早春的夜里，凉丝丝的，返
回社区办公室外，能够短暂取下
闷闷的口罩，呼吸一下新鲜的空
气，忙却开心着。 能为疫情防控
倾尽全力，为你，为他，为我自
己，情绪竟是很从容……”这是
和平区一位社区党委书记纪录
在战“疫”日记上的一段话。 他
还提到：“若 干 年 后 ， 想 到 这
一段亲身经历， 我必会为自
己 化 身‘全 能 战 土 ’ 而 心 情 澎
湃 ，‘小 别 离 ’ 一 定 能 换 得‘阖
家团圆’。 ”
记者 陈爱义 王阳 张翅 任宝顺
通讯员 李旭 徐磊 李立文 王志霞
王昭 李向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