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抗击新冠肺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 数以十万计的首都职工志愿者冲锋在
前， 勇挑重担， 不舍昼夜， 奋不顾身地坚守
在抗疫的第一线。 他们主动请缨， 挺身而
出， 下沉一线， 协助社区防控， 帮助企业运
输物资、 排查隐患， 全力协助企业复工复
产， 用全部的热情贴心服务群众———

“他们像一道光 ， 照亮了抗疫路 ！ ”
市民们交口称赞他们。 致敬！ 首都职工志
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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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战疫疫情情

□本报记者 白莹

海淀区

他们是小区的 “守门人”， 日复一日、 风雨无
阻， 对出入小区的居民询问登记、 测量体温， 普
及疫情防控知识， 引导他们 “少出门、 不串门 、
不聚集、 勤洗手、 戴口罩”； 他们是小区 “运输
队”， 为有需要的住户送去新鲜菜品及日用必需
品； 他们是居民的 “导购员”， 帮助居民线上购
物、 买慢病用药； 他们是 “心理咨询师”， 通过微
信、 电话给居家隔离的人员送去关怀； 他们是身
边职工的 “Tony老师”， 修剪头发……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 海淀区职工志愿者走进社区， 来
到百姓身边， 为市民守护一方晴空。

疫情爆发后， 八里庄街道总工会第一时间动
员地区各企业， 推选身体健康、 无相关疫区暴露
史、 无与确诊或疑似人员接触史的职工， 以志愿
者的身份加入到疫情防控管理队伍中， 作为楼长
助理， 参与落实测温、 消杀、 复工情况汇总等防
控措施的工作中。 为推进此项工作， 街道总工会
在值守岗位同时， 与地区百余家企业进行沟通，
了解企业人员返岗情况， 详细讲解 “双楼长制”
工作内涵及企业参与的意义， 合理安排企业人员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地点时间。 在街道总工会的
感召下， 各企业工会纷纷响应并表示： 企业参与
到疫情联防联控工作中十分有必要， 参与其中，
守护的是企业的生存发展， 是职工的生命安全，
愿意报名服从街道安排， 志愿当好楼长助理。

理发店不开门， 怎么办？ 自3月5日 “学习雷
锋” 纪念日起， 海淀环卫职工志愿服务队应职工
所需， 开展义务理发活动， 在迎接 “三八” 妇女
节之际， 服务队开展了女职工理发专场， 来自环
卫二队的张庆红班长担当起本次服务队 “首秀”

的理发师， 张班长自带着随手的工具， 为女职工
朋友们修剪秀发， 更自己出钱购买了染发膏， 为
一些年轻的女职工染出靓丽的发色。 她说： “我
自己喜欢研究这个， 给大家伙修修头发， 能把我
们的女职工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是我最大的心
愿。” 其实， 张庆红还有二十天就退休了。 在环卫
大家庭里面还有很多像张庆红班长这样的职工志
愿者， 他们都有一个心愿， 感恩社会、 传递温暖。
海淀环卫志愿服务队义务理发活动共有4名理发师
组成， 已服务职工数十人次。

海淀职工志愿服务总队负责人介绍， 在疫情
发生之时， 首都职工志愿服务海淀总队向全区各
职工志愿服务队和广大职工志愿者发出倡议： 努
力做好 “桥梁纽带”， 统一思想； 努力当好 “职工
娘家人”， 积极行动； 努力践行职工志愿精神， 主
动担当。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前， 海淀区参与
志愿服务的职工志愿者已近万人次。

据了解， 2017年海淀职工志愿服务总队以及
海淀职工摄影志愿服务总队成立。 在此之后， 海
淀区安全生产社会监督志愿者队伍、 凤凰岭职工
志愿者救援队三支具备专业技能的志愿服务队也
相继成立。 截至目前， 全区各级志愿服务队已有
40支， 在首都职工志愿服务网站平台已有审核通
过的注册志愿者有3万多人。

职工志愿者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马大哥， 我是小于， 快递是哪家的？ 您发
我微信里， 待会儿我去取。” “每天都让你帮忙送
东西， 太感谢你了， 小于！” 马大哥口中的 “小
于”， 就是首都职工志愿丰台区服务总队大红门街
道一名普通的职工志愿者于可意。 从大年三十开
始， 小于就一直工作在防疫第一线， 她主动加班
对片区采取入户走访、 电话问询等方式逐户逐人
的摸排登记， 对往来小区人员进行严格排查。 随
着复产复工的推进， 于可意带领职工志愿者们，
每天为居家隔离或不便出门的居民提供配送服务。
二月二龙抬头这天， 她协助职工志愿者， 利用换
岗休息空隙为职工小伙子们义务理发。

“作为一名职工志愿者， 在疫情期间为社区
居民服务 ， 我们虽然累点儿 ， 但是也很有成就
感！” 首都职工志愿丰台区服务总队丰台街道东大
街西里社区职工志愿者刘春花说。 刘春花可是响
当当的“社区牛人”，她坚韧而倔强， 有着牛一样的
干劲儿。 在这次抗击疫情中，东大街西里社区根据
网格划分成5个小组，“花姐”任组长，负责老旧小区
北院， 从大年初二到现在， 几乎没有休息过。 她
主动上早班和晚班， 每天坚持工作10多个小时，测
体温， 查证件。 此外， 她还变身 “宣传员”， 把抗
疫宣传画与横幅张贴出去， 把社区工作信息报送
上去；她有时又变身“保洁员”，每周到几十个隔离
户家中去收垃圾，简单的防护后，拿着消毒液，一袋
袋消毒后装入大垃圾袋封好； 她还得变身 “采购
员”， 从口罩， 手套， 防护眼镜， 暖宝宝到小喇
叭， 小喷壶， 置物筐等， 一应俱全； 当然， 她还
能变身 “快递员”， 给隔离人员送生活必需品， 有
时有大桶水， 她扛起就走。 今年45岁的花姐靠着

“牛劲儿” 坚守岗位， 赢得了居民的一致称赞！
“您好， 请出示您的出入证。 请您配合我们

测量一下体温。” 有一天晚上， 在丰台区和义街道
久敬庄社区六合庄平房区， 一名小伙子将胸前类
似工作牌的东西一闪， 就立马塞进上衣， 尽管只
是匆匆一瞥， 但首都职工志愿丰台区服务总队的
志愿者岳绍昊一眼就看出了证件上的字体差别，
“您好， 您的出入证不是我们小区的。” 该小伙儿
本想趁天黑看不清， 以假出入证混入平房区， 却
没想到给识破了。 岳绍昊在两次申请参加 “疫”
线防控工作后， 终于如愿以偿， 在丰台区和义街
道久敬庄社区六合庄平房区， 他带领12人组成的
团队完成平房区西区两个大门24小时的值守工作。
该平房里每天人员出入量达400多人次以上， 岳绍
昊每天带完班都会很晚才走， 他要把小区常住居
民的姓名、 住址、 特征回忆一遍。 他用上万次的
值守经验练就了一双 “火眼金睛”， 将不明身份的
人员和车辆牢牢挡在门外。

还有丰台花乡地区85后的 “战疫宝妈” 胡光
辉，右安门街道拄着双拐仍奋战在保障一线的王咏
春，新村街道坚守防疫一线未见父亲最后一面的金
美荣，北京南站客运车间职工志愿者张润秋……他
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那就是首都职工志愿丰
台区服务总队志愿者，他们不惧风险，奋战在抗击
疫情第一线， 用志愿之光照亮了抗疫之路。

□本报记者 余翠平

丰台区
用职工志愿之光
照亮抗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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