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体简介】

安华里社区隶属于北京市朝
阳区安贞街道， 辖区面积0.25平
方公里， 现有82家单位、 22栋居
民楼 ， 2214户居民 ， 总计 3735
人。 在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
作中 ， 结合实际探索出 “六个

一、 六到位” 工作法， 实现了入
户精细排查、 重点群体管控 “全
覆盖”， 努力守好疫情联防联控
第一线。 先后荣获北京市先进社
区居委会、 朝阳区防疫先锋岗等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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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怡君

守好疫情联防联控第一线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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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先锋

2003年， 小汤山医院在 “非
典” 疫情最严重时临危受命， 7
天建成1000张床位， 创造了最高
治愈率、 最低死亡率、 医务人员
零感染的 “小汤山奇迹”。 17年
后，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小汤山
医院再次启用。 疫情防控的关键
时刻， 21家市属医院的834名护
士在这里快速集结、 集体作战，
守住了国门、 守住了城市， 收获
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小汤山定点
医院专班护理组负责人、 护理部
主任， 北京友谊医院护理部主任
骆金铠便是最直接的见证者。

53天打造标准化医院
创造日筛查400人奇迹

初到医院， 没有病房， 没有
病人， 迎接骆金铠和护士们的是
还在抢建维修的病区。 她们放下
燕尾帽， 带上安全帽， 从图纸开
始， 细化 “三区两线” 流程， 落
实感控细节。 日均2万步， 双手
和双脚布满灰尘， 这批护理人用
53天打造了现代化、 标准化、 温

馨化的医院， 7天完成了1600余
张床位的救治筹备、 4万字工作
手册的编写以及16万项的物资采
购工作， 不分昼夜地融合团队、
专业和服务， 为打赢新冠肺炎疫

情阻击战抢时间。
小汤山医院承担着境外来

（返） 京人员的健康筛查， 以及
轻型、 普通型确诊患者的治疗任
务。 骆金铠和护理团队及时调整
救治和服务方案， 打造 “温暖、
专业、 融合” 的小汤山 “家” 文
化， 推行身心灵合一的 “全人”
护理 。 据她介绍 ， 这批护士中
80、 90后占85%， 在父母眼中还
是孩子， 但在小汤山却成了全能
“战士”。 培训场地从教室转到工
地、 库房、 走廊、 大厅， 凛冽的
寒风中他们迎来送往， 快速精准
筛查， 创造了日筛查400人的奇
迹 ， 让海外归来的人们倍感温
暖。

“病房” 变 “客房”
护士变身全能管家

为缓解境外返京的留学生、
海外华人及国际友人的焦虑， 护
士们变身全能管家， 将 “病人 ”
变为 “客人 ” ， “病房 ” 变为
“客房”， 每个房间都会摆上自制

的折纸花、 提示卡或小礼物， 一
句温暖的 “您好， 欢迎回家” 让
无数归来的人从120救护车门打
开的那一刻就热泪盈眶。 同时，
骆金铠和同事们充分发挥专业特
长， 设立小儿静脉治疗团队， 保
证穿刺精准度； 发挥中医护理特
色， 编排八段锦和呼吸操， 促进
肺部康复； 筛选会英、 法、 日、
韩语的护士与外籍人员及患者无
障碍沟通 ； 增加中英文沟通看
板， 编写漫画版宣教手册， 落实
健康宣教； 精神科护士组成心灵
“疫” 站， 成为所有人的 “定心
丸” ……考虑到长途跋涉后的生
活需求 ， 护理团队采取智能缴
费、 购物、 订餐等举措， 根据航
班落地时间， 定制5个时段的中
西餐营养配餐， 解决夜间餐饮问
题。 另外， 她们还设立入住体验
满意度调查 ， 实现了护理服务
100% “优” 的好评。

骆金铠坦言， 在小汤山的每
一个日日夜夜， 有太多感人的瞬
间。 护士们在登记信息时发现一
名筛查的姑娘过生日， 没有长寿

面和生日蛋糕， 护士拿出自己的
方便面和好丽友派送给她， 这位
姑娘对自己20岁的生日表示 “一
生难忘”； 一群小朋友和父母一
起归国， 需要集中观察。 病区没
有玩具和小伙伴， 护士们利用休
息时间折纸制作小手枪 、 小熊
猫、 百合花……采血、 采集咽拭
子不哭的小朋友都会收到小惊
喜。 一位小朋友回赠了名为 《小
汤山医院》 的画， 画中的小汤山
被一颗颗爱心包围， 房顶上插着
五星红旗， 医院前面有鲜花、 帆
船和气球。 骆金铠说： “护士们
营造了小汤山家的氛围， 让这里
的孩子心中没有恐惧， 让海外归
来的游子倍感温暖。”

90天的时间里， 小汤山医院
收 到 各 种 感 谢 状 、 表 扬 信 、
感谢卡和锦旗等305件。 骆金铠
和团队成员做到了护士零感染、
筛查零漏检、 工作零差错、 患者
零投诉。 很多人和她们说： “有
你们在就有安全感， 你们不光感
动了我们， 还感动了祖国， 感动
了世界。”

骆金铠： 带领团队再创“小汤山奇迹”
□本报记者 赵思远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
任。 疫情防控期间， 北京市朝阳
区安贞街道安华里社区牢记生命
重于泰山， 强化 “四方责任” 落
实， 探索出疫情防控 “六个一、
六到位” 工作法， 实现了入户精
细排查 、 重点群体管控 “全覆
盖”， 切实发挥好疫情联防联控
第一线的作用， 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担责、 守土尽责。

健全一个防控体系
确保力量凝聚到位

疫情防控中， 安华里社区迅
速组建起以社区党委书记、 街道
包片领导为总指挥 ， 宣传动员
组、 入户摸排组、 小区防控组、
管控服务组、 企业管控组、 监督
检查组6个工作组各司其职 ， 市
区街下沉干部、 社区工作者、 双
报到党员、 街道专职巡防队 “安
贞卫兵”、 居民骨干、 物业公司
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防控体
系， 群防群治、 联防联控。

织密一张排查网
确保动态覆盖到位

为了减少感染及接触， 确保
工作人员和居民的健康安全， 抗
疫期间， 安华里社区着力打造智
能化社区疫情防控平台， 织密动
态排查 “一张网”， 建立起 “街
道、 社区干部+楼宇物业” 双楼
长工作制， 坚持力量全部下沉，
每天挂图作战， 不漏一人一户。
针对居民， 实行社工实名包楼，
坚持 “入户见人、 电话见声、 微
信见回复”， 实现辖区居民楼排
查全覆盖。 针对社会单位 “一日
两查”， 对已经复工的单位， 实
现每日走访100%全覆盖 ， 100%
签订责任书 、 告知书 ， 100%落
实 “三建 ” ， 100%执行防控指

引。 针对5个非密切联系户， 向
属地派出所、 房屋中介 “吹哨”，
及时了解租房信息， 一盯到底、
动态销账。 针对密切接触人员，
严格落实24小时看控， 确保被隔
离人无外出行为， 积极配合医学
观察。 针对其他外地返 （进） 京
人员， 实施居家观察14天， 并签
订承诺告知书， 健康打卡， 动态
监测， “一对一” 服务。 同时，
建立健全由社区楼门层长和楼宇

物业等群防群治力量组成的信息
举报监督队伍、 由区房管局及辖
区房屋中介组成的房屋信息提供
队伍、 由机关包楼干部和社区工
作者组成的信息核查队伍、 由街
道、 派出所综合执法力量组成的
查处打击队伍4支 “朝阳群众 ”
队伍， 密切关注人员外出情况。
加强出租房管理， 针对生活有实
际困难的合租住户， 通过协调房
屋中介机构 ， 以优惠房租的方

式， 提供便民惠民的住宿场所。

发放一张出入卡
确保小区管控到位

疫情防控中， 安华里社区坚
持对小区入口实现封闭式管理，
在关键入口发放社区居民出入
卡， 设置 “无接触配送存放点”
和铁质护栏， 实施红外测温。 对
常住居民和返京人员甄别发放不
同颜色出入卡， 实施分类管理，
并在出入卡上印有防控疫情的贴
心提示、 社区及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服务电话， 方便广大居民第
一时间联系社区。

派送一封信
确保宣传引导到位

为了让辖区的居民对疫情防
控知识和注意事项有更清晰的认
识和了解， 安华里社区向辖区内
居民派发 《致居民的一封信 》，
并结合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宣传防
控知识 ， 提高居民自我防护意
识。 向社会单位发放 《致安贞地
区党建联盟单位及驻区企业的一
封信》， 动员地区党建联盟单位
落实主体责任、 主动登记报备、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下沉防疫一
线 。 目前， 社区已与104家社会
单位签订责任书， 其中54家复工
的六小门店、 商务楼宇、 宾馆酒
店、 商场超市均已发放员工出入

小区疫情防控工作承诺书。

播放一个大喇叭
确保防控提示到位

抗疫中， 安华里社区结合掌
上安贞微信公众号的 “线上喇
叭”， 在封闭管理的出入口用喇
叭循环播放疫情防控提示内容，
倡议勤通风、 勤洗手、 戴口罩。
同时， 充分发挥居民自治作用，
用好居民中的 “特殊喇叭”， 突
出 “返京人员居家观察” 和 “社
区封闭管理” 等宣传重点， 发挥
社区120名楼门层长、 居民骨干、
社区社会组织带头人的号召力，
以微信通知等方式引导返 （来）
京人员主动报备。

制作一个二维码
确保信息收集到位

在疫情防控期间， 安华里社
区主动印发线上进京登记二维码
卡片， 对已返京人员告知扫码登
记、 告知健康打卡， 发放 《医学
或居家观察承诺告知书》 和 《结
束观察期证明》。 截止目前， 已
搜集线上登记信息外地返 （进）
京人员507人 （其中湖北返京20
人）。 同时， 每天安排专人负责
登记信息的比对、 筛选、 核实，
建立动态更新的信息台账， 全面
准确掌握各行各类人员的防控情
况， 做到底数清、 底数实。

朝阳安贞街道安华里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