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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奋战战““疫疫””线线 守守卫卫家家园园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 在
疫情防控中， 丰台区南苑街道始
终坚持党建引领， 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广大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 吹响阻击疫情的
集结号， 坚决落实 “四方责任”，
以最坚决的态度 ， 最迅速的行
动、 最有力的措施， 奋战在疫情
防控的第一线。 街道101名区街
下沉干部进驻12个社区， “战时
管制” 防控升级， 179名在职党
员接力上岗， 明确6大类14小项
工作标准， 严把63个小区 、 345
栋楼、 5个棚改平房区防控关口，
筑牢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守护南
苑一方平安。

劳模战 “疫” 线
关键时刻显担当

“一次当模范 ， 终身作表
率， 关键时刻必须顶得上！” 疫
情防控期间， 南苑街道全国劳动
模范、 军转干部副调研员张亚清
主动请缨， 冲在消杀防控前线，
筑牢辖区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消杀工作起着阻断传染源和
安抚民心的重要作用， 张亚清带
领防疫消杀小分队， 对辖区12个
社区、 14个无物业小区、 棚改拆
迁区、 社区周边人员密集区域等
30多个重点点位进行每日两次消
杀作业。 针对辖区地域面积大，
环境复杂， “开放式” 小区多等
消杀管理难题， 张亚清跑遍消杀
点位 ， 逐一科学研判 、 划分类
型， 明确消杀计划， 统筹调配消
杀物资， 最终建立了 “自治+联
合” 的策略， 对有物业的小区加
强监督落实主体责任， 对无物业
的小区实行 “兜底式” 负责。

面对消毒产品采购难， 导致
标号不同、 配比不同的情况， 张
亚清不断向专业人员请教， 学习
掌握科学配比方法， 最终制定了
“三定措施”， 即定点加水、 定人
配比、 定路线消毒。 出于安全把
控， 还提出了 “定点存储、 分类
存放、 双人管理、 定人取药” 的
16字规范。 作业工具采取小区外
环境 “雾炮车”， 楼内环境 “喷
雾器”， 每次完成消杀作业签字
确认， 确保消毒步骤落实到位。

“有难事就找建敏书记 。”
这是南苑街道东新华社区居民的
一句口头禅。 他们口中的建敏书
记， 就是南苑街道东新华社区党
委书记王建敏。 年过五旬的她，

在抗疫一线作为社区防控 “总指
挥”， 勇担重任， 充分发挥党员
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抗疫攻坚 “排头兵” 的责
任与担当。

社区居民说： “她是我们的
主心骨。”

社区干部说： “她把居民当
亲人。”

街道领导说： “她不是花拳
绣腿。”

“李大婶， 小区出入证办了
吗 ？ 我给您登记上 。” “王姐 ，
把 手 伸 过 来 ， 我 给 您 测 个 体
温。” ……王建敏所管辖的社区
属于典型的棚改社区， 涉及70多
条胡同， 共有2400多户， 另加两
个 “开放式” 无物业小区。 “四
通八达 ” 的棚改区域片大 、 户
散 、 胡同多 、 疫情防控风险点
高， 是南苑疫情管控的 “关键社
区”。 防疫踩街巡逻、 小区楼门
消杀、 返京人员排查， 样样工作
她都身先士卒， 站最长的岗、 值
最晚的班， 对于工作她是一丝不
苟。 在王建敏的号召下， 东新华
社区成立了一支由区街下沉干
部、 社区工作者、 物业人员和退
休党员等57人组成的党员防控巡
逻队， 通过 “党建引领+群防群
治” 牢牢守住社区防线。

“作为一名劳模 ， 疫情防
控， 我责无旁贷。 岗位就是我的
战位。” 王建敏始终带领着大家
奋战在抗疫前线， 全力以赴筑牢
社区防疫 “红色堡垒”， 让党旗
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冲锋疫情前线
勇当战 “疫” 尖兵

2月27日， 南苑街道集中隔
离观察点正式开门， 专班人员迅
速进入陀螺般的忙碌之中。 “前
两天非常累， 要快！ 快了解、 快
适应、 快行动！ 疫情不准我们去
慢慢适应 ， 我们能做的就只有
冲！” 孙宏伟与专班人员每天只
睡五六个小时， 连夜加班加点对
隔离点整栋楼进行全方位改造，
大家齐心协力， 打扫清洁、 搬抬
桌椅、 放置生活用品、 消毒杀菌
等， 在特殊时期缺少人工、 物料
的情况下， 克服困难， 准时完成
了67个房间的布置工作。 在理解
透隔离点全部规定、 布置好每一
处、 安顿好每一个人后， 还优化
了一些流程， 如根据隔离人员的

饮食忌口或习惯调整餐饮， 尽量
满足大家的所需。 随着隔离人员
逐渐增多， 他们每日的工作量也
与日俱增。

面对疫情， 孙宏伟守护着返
京集中隔离观察人员， 而她的爱
人也在社区防控一线守护着千家
万户居民， 这对 “夫妻档” 并肩
作战， 舍小家顾大家， 全力投入
抗击疫情的战斗中。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一名
军转干部， 关键时刻就要冲得上
去， 勇担重任， 起到表率作用。”
孙宏伟坚定地说。

“小区门岗一定把紧关， 不
能断了人， 人员基本情况和车次
全要登记上。” “防控期间， 每
个社区干部都要把户籍底册带回
家， 随时需要随时查。” ……疫
情防控面前 ， 社区是第一道防
线， 南苑街道南庭新苑北区社区
党委书记王君莲作为社区一班之
长， 既当指挥员， 又当战斗员，
带领全体社区干部迅速进入 “战
斗状态”， 奋战在抗 “疫” 一线，
让4135户居民吃下了 “定心丸”。

南苑街道南庭新苑北区社区
管辖区域相对集中， 但出租房屋
占比大，王君莲丝毫不敢大意，为
了防控疫情小区封闭了3个大门，
只开启西门。 社区在三天之内把
小区4135户情况全部摸透查清建
立台账， 每天动态管理社区人员
流动情况，并加强小区安全巡逻，
启用小区临时出入证， 对进入小
区人员及车辆进行严格管控。 “这

个小区出租户一共有1976户 ，目
前回来的有 1471户。 出租户多，
社区管理难度大， 我们更要提高
管控标准。 ”王君莲话语中充满着
对工作的严谨认真。

疫情防控加强管理至关重
要， 暖心服务也不可或缺， 针对
居家隔离人员和高龄残疾等特殊
群体家庭， 王君莲通过上门、 电
话、 微信等方式， 开展 “四心四
送” 服务， 及时了解居民诉求，
主动送菜、 送饭， 代开药， 努力
解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积极凝聚抗疫力量
同心共克 “非常之艰”

疫情防控期间， 在南苑这片
土地，共克时艰，勇于奉献已成为
主旋律。爱心企业捐款捐物；区街
下派干部、社区工作者全员停休，
全力以赴坚守岗位，阻击疫情；广
大干部职工主动请缨、站岗放哨、
加入战“疫”……有人出人、有钱
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南苑
街道各行各业所迸发出来的阻击

动员力和凝聚起的爱心， 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强大的精
神动力和物质保障。

丰台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
谊会捐赠手套1000双、 护目镜50
个、 消毒液30桶、 酒精5桶、 免
洗洗手液10个； 阳光星苑北菜市
场捐赠1000只口罩……爱心单位
接力汇合齐心抗疫。 李付芝6000
元、 吕素华5000元、 郑茂莲3000
元……千名党员群众捐款涓涓细
流汇成大爱。

在这个特殊时期， 鲜红的旗
帜高高飘扬在抗疫阵地， 爱心人
士颗颗红心闪亮在每个人的心
底，爱心物资的到来堪称一场“及
时雨”，进一步提振了南苑防控一
线人员抗击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不获全胜， 决不收兵！ 南苑
街道党员干部职工坚定信心、 冲
锋在前 ,无怨无悔 ,用勇气巩牢最
硬 “桥头堡 ” ,用团结构筑最强
“防控网” ,用无私刻画最美 “逆
行者”，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践行
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 我们必
将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疫情防控伊始， 丰台区南苑街道紧急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 街道、 社区全体干部职
工投入到登记摸排车辆人员信息、 疫情防控宣教中， 开启 “超长待机” 工作模式， 与时间赛跑、 与病
毒 “死战”， 众志成城， 逆风前行……

南庭新苑北区社区党委书记王君莲（左）防疫、扫雪两不误南苑街道集中隔离观察点工作人员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街街道道总总工工会会组组织织志志愿愿服服
务务队队为为““疫疫””线线职职工工义义剪剪

东东新新华华社社区区党党委委书书记记王王建建敏敏
（（右右））为为居居民民办办理理出出入入证证

全全国国劳劳模模张张亚亚清清开开展展消消
杀杀工工作作，， 筑筑牢牢疫疫情情防防控控安安全全
防防线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