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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和谐社区
大王庄街道彩虹志愿服务队：

老屋

勇挑抗疫重担 暖心服务百姓

彩虹志愿服务队成员正在进行社区清整
■记者 戚帅
新年伊始，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 大王庄街道丰盈里社区作为全国
“四个一百”优秀志愿服务社区，志愿
服务一直是社区的标志和光荣传统。
而社区彩虹志愿服务队在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身穿红马甲、臂带红袖标，
坚守在疫情防控的重要岗位， 用无私
奉献挑重任、勇担当。
作为大王庄街道丰盈里社区党委

书记、社区彩虹志愿服务队负责人，赵
鸿玲从大年三十开始， 就一直奋战在
抗疫第一线。 无论是入户排查、劝说居
民，还是宣传动员、消毒杀菌，她总把
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 在疫情防控最
严峻的时候，她更是舍小家顾大局，晚
上住在社区，保持 24 小时待命。 凡是
最困难、最艰巨的任务，赵鸿玲都冲锋
在前，勇于担当。 当深夜接到需要转运
集中隔离人员的任务后， 她没有丝毫
迟疑， 打电话给居民做工作并为他们

志愿服务 我们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
“五四”青年
节期间，区文明办、区志愿服务协会发动
创文创卫创城你我
各社会服务组织，以“
同行，文明美丽健康全民共享”为主题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落实《天津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 提升市民文明行为，
集结广大志愿力量， 坚定不移打造美丽
直沽新样板。
在河东公园门前，记者看到，志愿
者们积极协助园方对入园的市民积极
做好测温、加大排队间隔等疫情防控工
作，还主动帮助入园的老年人申请健康
码。 同时，向过往市民发放《天津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 和疫情防控等相关的宣
传材料，劝导大家不聚集不扎堆，确保

安全有序、文明游园。 在公园门口，志愿
者在道路周边规范摆放共享单车，捡拾
丢弃的烟头，劝导过往市民的不文明行
为，为河东区的“三创”工作贡献自己的
力量。
青年志愿者王向宇说：
“
能够为自己
的家乡出一份力， 我感觉很荣幸也很自
豪。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虽然自己很渺
小，但志愿服务很伟大。 ”大学生志愿者
张淑玉告诉记者：
“这两年， 河东区的环
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有责任
维护好这样的环境， 作为一名大学生志
愿者， 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和行为去
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维护环境卫生的行
动中。 ”

携手共防疫 感恩母亲节
本报讯（记者 彭娜）伴随着疫情
防控工作，在母亲节来临之际，二号桥
街道各社区开展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
母亲节活动。
福天里社区开展庆祝母亲节活
动， 在防控一线社区工作人员为自己
或同事的母亲送上了祝福， 并根据近
期她们的心理问题， 进行了一场“特
殊” 的心理疏导， 通过自由畅谈的形
式， 缓解心理压力。 东泰家园社区以
“浓情五月天，感恩母亲节”为主题开
展感恩教育活动，宣传母爱的无私，营

造关爱母亲的良好社会氛围。 靓东花园
社区妇联走访慰问辖区单亲困难母亲，
为她们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鼓励她
们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明家庄园社
区开展“感恩母亲节”活动，通过居民网
格微信群倡议为母亲们献上节日的祝
福。 红旗巷社区开展以
“携手共防疫，感
恩母亲节”为主题的母亲节活动，走访慰
问奋战在各自防疫工作岗位上的居民代
表的母亲， 为她们送上节日的礼物和康
乃馨， 并为社区志愿者母亲们开展了联
欢活动。

送上防护用品。 当时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 社区其他人都为赵鸿玲捏了一把
汗，她却坚定地说：“当时我也害怕，但
我是共产党员，必须我先上。 ”简单的
一句话，却彰显了社区“当家人”的责
任与担当。
随着疫情防控任务不断深化，彩
虹志愿服务队的工作内容从刚刚开始
的值守卡口， 扩展到了帮扶社区困难
群体。 志愿者中的楼门栋长、退休党员
成为帮扶助困的主力军。 退休党员、五
爱教育阵地优秀辅导员刘方奶奶主动
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张贴在楼道内，告
诉邻居需要的可以与她取得联系，自
己会尽力提供帮助。 她还自费购买了
消毒液提供给邻居使用。 通过社区“
党
群心连心网格微信群组”，她积极地在
微信群传递着正能量， 让大家坚定一
定能够战胜疫情的必胜信念。 她说：
“抗击疫情这场战役，是党和人民对我
们党员的又一次考验， 我必须发挥一
名党员的作用”。
农历二月初二， 志愿服务队成员
之一、 美发店店长赫然主动联系赵鸿
玲，想为社区一线工作人员义务剪发，
用一技之长为抗击疫情做点贡献，为
一线的社工加油打气。 赫然精心为每
一位社区工作者设计、修剪头发，让大
家能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入抗疫一
线。 虽然没有报酬，但为社区人员设计
修剪发型却丝毫不马虎， 令社区工作
人员感到十分暖心。 赫然还带着他的

助手前往总医院，连续工作 8 个小时，
不吃不喝为总医院派往武汉的医务工
作者义务剪发。
在疫情防控期间恰逢第 57 个学雷
锋日，丰盈里彩虹志愿服务队组织志愿
者开展防疫宣传，为居民和路人发放疫
情防控宣传品，让疫情防控进一步深入
人心，告诫人们不能松懈疫情防控这根
弦。 同时，还在小区门口长期设立志愿
者招募点，招募愿意为疫情防控贡献力
量的志愿者， 过路的居民主动上前咨
询，有的人还当场报名，传递“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自从抗击疫情工作开始， 丰盈里
社区彩虹志愿服务队共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 35 次，参与人数达上千人。“他们
用自己的行动展示了志愿者无私 无
畏，抗击疫情的志愿服务精神，展现了
志愿者与党和人民共克时艰的志愿服
务力量。 ”赵鸿玲说。

疫情期间，手卫生很重要，但是
你真的洗对了吗？

肥皂与酒精
哪个消毒能力更佳？

说给大人听，还监督大人必须做到，如果
有错误她就立刻纠正。
在日常生活中， 刘昱辰还担当起楼
门栋的小小抗疫宣传员， 她精心绘制的
抗疫宣传画， 通过社区工作者张贴到宣
传栏，时刻提醒过往群众注意防疫安全。
看到电梯里面的纸抽空了， 她马上回家
拿来家里的纸换上。 看到社区工作人员
在门岗执勤很是辛苦， 小家伙就拿出了
自己的零用钱， 去超市买了一些吃的东
西专门送过来。

上杭路街道举办青少年网络阅读活动

激励读书兴趣 体验读书乐趣
本报讯 （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陈
强）日前，上杭路街道 15 个社区组织
青少年在家中开展“书香中起飞 阳光
下成长” 青少年阅读活动并写下读书
感悟，鼓励大家多读书、爱读书，营造
浓厚阅读氛围，激励读书兴趣，体验读
书乐趣。
在活动前， 社区工作人员在社区
居民微信群中发布了活动流程和活动

老房要拆了。
早年，一街两巷纷纷攘攘的村民
议论过，我却总以为离真正拆迁很遥
远。 虽然按当地民俗，嫁出去的女儿
跟娘家房屋再无关联，而我离乡也已
近 17 年，但它真的要拆迁时，泪水却
扑簌而下。
若不是因为疫情，若不是因为孩
子太小千里之路实在遥远，我必定要
回去看一眼那老屋——
—那满载着我
童年记忆的老屋和那伴随我从小长
大的院子；那个每到开春，房檐下总
迎来燕子用春泥搭窝的院子；那个曾
在雨季冒着雨用大扇子般的竹扫把
哗哗扫雨的院子；那个曾在冬季雪后
兄妹三人坐搓衣板上互相推拉着滑
雪的院子； 那个院墙外栽了香椿树，
每到这个季节总让我惦念的院子；还
有那个夏季蚊蝇乱飞曾让我痛恨的
厕所……这一生却再也回不去。
年龄越大乡愁越浓， 或许是因
为回不去的还有那儿时的时光。 依

稀记得 30 年前这座老 房 打 地 基 时
四四方方的坑里， 我看到大人们用
石槌砸瓷实的土地， 我也跟着抬起
石锤再放下； 还记得拉砖的车把红
色的砖瓦卸下， 要用水把砖头全部
浇湿，举水管子的活儿便由我来；还
有请来盖房的匠人小工们在夏日里
吃着父亲抱回来的大西瓜， 开心地
说着，笑着，我们一群孩子也跟着吃
着， 闹着……这座老房从春天打地
基开始，经历了夏天和秋天，直到来
年住了进去。
出门在外的这些年， 每每有委
屈，总可以回到那座老房。
如今却再也回不去了。 回不去
的还有童年， 还有曾经单纯和炙热
的年岁。
二十岁的时候，曾觉得人生各有
精彩。 待我近四十岁时，方觉人生处
处无奈。 如同老房，自出嫁起已和我
无关联，如今就连看它一眼的机会都
没有。

你的手洗对了吗？

小学生助力抗疫
大担当真情奉献
本报讯 （记者 赵文君 通讯员
田 云） 鲁 山 道 街 道 彩 丽 园 社 区 党
员、志愿者积极投入到疫情防控行
动中来，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一线
防护人员的敬意，表达对抗疫行动
的支持。
彩丽园社区的刘昱辰小朋友就
是这样一位积极助力抗疫的代表。 刘
昱辰是丽苑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抗疫
之初，她自告奋勇当起了家里的小小
抗疫监督员，将老师讲授的防控知识

牛立娟

形式， 社区青少年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
好挑选自己最喜爱的书籍， 采取读纸质
书、读电子书等方式完成自主阅读、亲子
阅读，激励他们的阅读兴趣和写作能力。
丰富社区青少年生活， 助力青少年思想
成长，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抗
击疫情的严峻形势下， 为了保障青少年
健康安全，活动全部通过网络开展，共吸
引了百余名青少年的热情参与。

肥皂属于清洁剂， 酒精属于消
毒剂，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肥皂水不能直接杀灭病毒，但可以通
过洗手的洗涤作用，将大部分病毒和
细菌从手上去除。而且肥皂洗手更加
方便、快捷且有效，预防新冠病毒的
效果更好，适合大众广泛使用。
高浓度的酒精可以直接使新型
冠状病毒失活，起到消毒的作用，仅
从单位量来看，75%的酒精杀毒效
果确实好于肥皂， 但不建议直接用
酒精洗手，否则会对皮肤造成伤害，
造成脱皮、 干燥、 毛孔粗大甚至干
裂。而且如果手上很脏，脏东西可能
会阻挡酒精的渗透，把病毒“保护”
起来，所以这种情况下，首先还是应
该先用肥皂水清洁双手。 含酒精的
免洗洗手液建议作为应急产品，在
特殊场合使用， 如人流量大的公共
场所（医院、火车站）、流行病高发
期、户外不方便时。

酒精浓度越高
消毒效果就越好吗？
并非酒精浓度越高， 消毒效果
就越好。 高浓度的酒精会让病毒表
面的蛋白质迅速凝固， 但由于速度
过快， 会导致酒精无法继续往内渗
透，对某些病毒来说，它的内部仍然
是
“活的”，所以效果不佳。当酒精浓
度低 75%，由于渗透性降低，也影
响杀死病毒的能力。 75%的酒精与

病毒感染细胞的渗透压相近， 可以
在病毒表面蛋白未变性前， 逐渐不
断地向内部渗入， 使病毒所有蛋白
脱水、变性凝固，最终达到杀死病毒
的目的，特别是冠状病毒。

什么时候需要洗手？
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 为了
避免经手传播，应注意洗手，洗手频
率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以下情况应
及时洗手：外出归来，戴口罩前及摘
口罩后，接触过泪眼、鼻涕、痰液和
唾液后，咳嗽打喷嚏用手遮挡后，护
理患者后，准备食物前，用餐前，上
厕所后，接触公共设施或物品后（如
扶手、门柄、电梯按钮、钱币、快递等
物品），抱孩子、喂孩子食物前，处理
婴儿粪便后， 接触动物或处理动物
粪便后。

怎样保证洗手效果？
洗手是减少手部细菌、 病毒最
直接有效的办法之一， 正确洗手是
关键。正确洗手是指使用流动水，肥
皂或洗手液洗手， 每次洗手应揉搓
20 秒以上， 应确保手心、 手指、手
背、指缝、指甲缝、手腕等处均被清
洗干净。不方便洗手时，可以使用含
酒精的免洗洗手液进行手部清洁。
外出不方便洗手，该怎么办？
可以使用含酒精消毒产品清洁
双手。冠状病毒不耐酸不耐碱，并且
对有机溶剂和消毒剂敏感。 75%酒
精可灭活病毒， 所以达到一定浓度
的含酒精消毒产品可以作为肥皂和
流水洗手的替代品。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凡人善举
东新街道松风西里社区党委书记张琦

甘当社区孺子牛 坚守岗位永不悔

张琦为居民发放防疫宣传材料
■记者 潘莹
穿上红马甲，戴上口罩，拿好体温
计、消毒液，在社区门前站岗、巡查，这
是社区工作者的“标配”，也是他们对
抗这场疫情的武器。 东新街道松风西
里社区党委书记张琦， 作为社区党委
第一责任人， 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
势，她冲锋在前，无惧逆行，为社区控
制疫情筑起“牢固”防线，甘当社区居
民的孺子牛。

践行核心价值观

张琦深知， 社区是政府最基层的
单元格， 社区工作者是与百姓接触最
密切的工作人员，动起来、早防范要比
事后补救节约很大的资源。 疫情就是
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接到通知她二话
没说就走上工作岗位，让她感动的是，
社区所有姐妹在这场战役中， 没有一
个人迟到退缩， 大家都拿出了百分之
一百二十的精神和意志， 始终在一线
奋战。
松风西里社区流动人口很多，张
琦和其他社区工作人员一同走访排
查， 确保不落一户登记外地返津人员
信息，她不畏严寒、不惧危险，坚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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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防控工作最前沿， 用实际行动践行
初心和使命担当。 随着外地返津人员
的增多，社区居家隔离人员不断增加，
张琦不分昼夜回复着来自居家医学观
察人员的各类信息， 有时甚至为了安
抚他们的情绪， 凌晨还在和他们谈心
沟通， 而第二天一早又要和专班同志
一同为外地返津正在居家医院观察人
员提供物资保障， 挨家挨户送生活必
需品。“只争朝夕，时不我待”这是张琦
最近常说的一句话，她扎根社区，每当
超负荷工作，体力跟不上的时候，就喝
一罐“红牛”提神醒脑，从白天到黑夜，
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声累，像个陀螺一
样不停地转动。
“妈妈，我想你了，你今天回来看
我吗？我今天又学会了好几个字！” 说
起女儿，张琦眼泛泪光。 张琦是社区
书记，同时她也是父母的女儿，孩子
的母亲。 自从接到防控应急通知后，
她忙得连春节都没有时间回家看望
自己的父母， 五岁的女儿由婆婆照
顾，听着女儿熟悉的声音，心里特别
不是滋味儿，她眼泪不自主地流了下
来，女儿听出了她的不对劲，赶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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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你要注意身体啊！ ”“孩子，今天
回家吃饭吗？ ”“爸爸现在给你送饭
去！ ”……张琦的父亲张益农，当听到
女儿说“今天很忙，人手不够用，不回
家了”的固定回答时，果断加入了社区
党员志愿者队伍， 陪着女儿一起站
岗。 张爸爸说：“每天陪她一起站岗，
我心里踏实， 作为一名有着 24 年党
龄的老党员， 面对疫情这是我们应该
做的，为社区出一份力我很骄傲，我也
为我的女儿骄傲。 ”

声 音
东新街道党工委书记裴治：“作为
社区的带头人，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张
琦坚定了誓与疫情抗争到底的信念，甘
愿冒着被病毒传染的风险， 冲在一线，
不分日夜，不畏辛苦，向群众宣传疫情
形势的严峻和自我防护的重要性，‘疫
情当前，党员争先’，为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她
愿做社区孺子牛， 坚守岗位永不悔，带
领大家与疫情抗争到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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