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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突击队“N方联动”构筑抗疫防线
□本报记者 边磊

首开房地天岳恒公司

北京信科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报记者 马超

2020年的春天， 一场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役中， 首开房地天岳恒前门分公
司前三门项目部成立了一支冲锋在前
的队伍， 书写了青年突击队的奋斗使
命和奉献精神。

青年突击队在2020年2月迅速成
立， 队员们冲锋在疫情防控一线。 大
栅栏街道办事处知道该区域物业单位
成立青年突击队后，第一时间安排相关
社区、部门响应，将突击队的力量延伸
到多个重点领域，协助突击队从单一的
体力型队伍向智力、技术、管理多方面
复合型队伍转变。

“我是前三门项目部突击队队员 ，
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我一定会
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 坚守阵地、 冲
锋在前， 退伍不褪色， 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这
是一位来自天岳恒公司基层项目部退
伍军人在疫情阻击战中发自肺腑的铮
铮誓言。

大栅栏街道前门西河沿社区党委
书记张晨茜推动社区派出所 、 城管 、
青年志愿者与前三门项目部青年突击
队进行肩并肩地全面融合， 实现信息
共享， 科学合理分工， 制定 “青年突
击队＋N方联动” 作战地图， 搭载信息
网络平台作为传播媒介 ， 创建人力 、

数据、 领域相通的新共建模式。 形成
“青年突击队+N方共享” 联动机制后，
突击队队员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
定期在辖区内进行集中消毒， 详细统
计各类防疫最新进展， 并于每日将疫
情防控情况和消毒工作信息在微信群
中进行发布， 便于广大居民及时了解
物业工作动态， 监督每一道安全屏障，
将抗疫管理举措不断升级。

刘陈是天岳恒公司前门分公司前
三门项目部的一名普通维修工， 刚满
23岁， 但经历过军旅生涯的他在疫情
期间， 冲锋在前， 主动作为， 以军人
担当为辖区百姓筑起一道防疫安全墙。
“能够在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再次
坚守战斗， 是我的光荣和骄傲！” 在武
警某部服役期间， 刘陈就是在大栅栏
地区站岗执勤。

疫情发生时， 正值北京的最冷的
时候， 刘陈主动放弃休息， 吃苦在先。
他主动承担了站岗执勤的工作， 挺拔
的身姿成为疫情防控出入口一道特殊
的风景。 在维修工作之余， 他加强消
杀作业频次， 主动帮助不方便出门的
居民清理楼道内的杂物， 此时的他弯
着腰一遍又一遍的往返在楼道和电梯
间 ， 保证消毒区域全覆盖 ， 无死角 。
不论是挺拔的身姿， 还是佝偻着的背
影， 都是前三门项目居民心中的安全
象征， 他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居民交
口称赞！

田颖是天岳恒公司前三门项目部
助理 ， 同时也是青年突击队的一员 ，
虽然是一名女同志， 但在疫情防控期
间， 她主动放弃休息， 积极协助西河
沿社区守好小区大门， 做好疫情宣传

工作。 一天， 她值守时看到一位老人
一瘸一拐地走来， 赶紧上前询问原因，
得知老人在买东西的途中不慎摔倒后，
她连忙打电话联系社区帮助老人平安
归家。 事后老人的家属给她和项目部
送来锦旗和口罩。 田颖还经常帮着居
家隔离、 行动不便的居民在网上订购
蔬菜、 米面等生活物资， 还经常为项
目部的同事烹制工作餐。 师傅们最期
待的就是她的拿手菜———红烧鸡腿。

在首开集团团委书记黄涛、 房地
集团团委书记黄允铮的指导下 ， 以
及公司党委副书记 、 工会主席李想
的大力支持下， 工会与团委紧密合作，
强强联手， 不仅实现了项目抗疫人
手力量的增加 ， 保障了青年职工的
健康需求， 更激发了突击队员们的协
作智慧。

疫情来袭， 北京信科联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立即成立疫情应急防控小组。
截至5月20日， 公司已连续发布18号疫
情应急小组通知。 该公司博世祥园项
目部的每一位员工都在这场战斗中成
长为 “坚强的战士”。

村里到镇上的长途车停了， 镇上
回北京的车每三天一班， 上午10点开。
保洁员赵奉军默默地收拾好行李， 盘
算着走到镇上得几个小时。 赵奉军夜
里出发， 顶着北风走了6个小时终于来
到镇上 。 凌晨5点 ， 镇里没有店铺开
门， 赵奉军在寒风凛冽的大空场里冻
得麻木。 他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 心
里想， 没误了回北京的车， 真好。

抗击疫情守护家园的号角一吹
响， 河南、 河北、 山东、 吉林、 辽宁
……无论身处何地， 一年只回一次家
团聚的博世祥园项目部员工们立刻想
尽一切办法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京路。

在疫情发生之前， 家住顺义的客
服专员王艳荣， 每天早上5点出门， 晚
上10点到家， 已经连轴转了15天。 日
常工作量因工作人员减少而翻番。 疫
情发生后， 王艳荣除了常规工作，还需
要对小区每一个住户进行摸底排查、统
计回京人员信息并电话回访，向业主耐
心解释物业所做的疫情防护工作……
由于工作量大， 王艳荣在工作日经常
到下午3点还吃不上午饭。

平时不善言谈的王艳荣对记者
说： “‘面对困难唯有勇往直前， 面对
疫情唯有逆流而上’， 从新闻上看到

了这句话 ， 我特别喜欢 。 我觉得做
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物业人对抗
击疫情的最大贡献。”

“妈， 我过年不能回了， 现在全
国抗击疫情， 项目上员工少。 妈， 我
把票退了， 您自己照顾好自己， 等什
么时候疫情没了， 大家回来了我再回
去看您。” 负责小区安全秩序工作的魏
进打完电话心里很难过， 父亲已过世，
身为独子， 他早早买好火车票、 备好
了年货， 期盼着回家团圆。 然而一边
是亲情一边是担当， 魏进选择了后者。

因家家户户居家减少外出， 2000
多人的小区一下安静下来。 居家无小
事， 日常生活用品的采购是大家十分
头疼的问题。 物业客服人员通过小区
业主群征集居民需购买的蔬菜水果品
种， 并通过统计计算出订购频率最高
的几种， 联系了蔬果售卖渠道， 为居
民争取到合适的价格， 按照套餐形式

帮助业主们订购蔬果 。 蔬果到货后 ，
魏进的三轮车堆得满满的。 他挨家挨
户地去送菜， 为了避免接触， 满满一
大袋蔬菜放在业主门口敲敲门， 然后
悄悄地离开了。 魏进忙碌的身影出现
在小区各个角落里， 坐骑也经常更换。
遇到业主急需购买生活用品时， 就骑
电动车； 平时他更喜欢骑三轮车， 因
为拉的东西多省时间。 大伙儿亲切地
叫他 “超能快递员”。 疫情突袭， 魏进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这时有报修电话
说污水管漏水， 魏进又扛着梯子协助
工程维修的师傅去抢修了。

保洁领班李兰英大姐又带人忙活
去了， 刚刚有业主打电话让把门口脚
垫再喷一遍消毒水， 怕有病毒带进屋
里。 又是新增的工作量， 但为了让业
主放心， 大伙儿毫无怨言。

客服代表王曼刚刚结束了数据统
计， 点击了发送键。 李兰英大姐急火

火地跑进来说： “菜到了， 今天下雨
雪路滑到的晚， 咱们赶紧给业主们送
去， 别耽误业主做饭。”

抗疫以来， 博世祥园项目6栋住
宅， 一栋商业楼， 23个单元， 656户的
楼宇清洁、 消毒工作是重中之重。 春
节假期， 坚守岗位的4位保洁员凝聚起
与业主们一同抗疫的信心， 争分夺秒
为小区600多户居民严把消毒关。

物业人的工作， 细致繁琐， 事无
巨细， 靠的就是一颗尽职尽责的赤诚
之心。 也有不理解的业主抱怨， “为
什么不给我们业主发放口罩 、 消毒
液 ？” “我没有病 ， 为什么给我测体
温？” “你给我把垃圾扔下去吧， 我要
少出门。” 而对这些情形， 项目部的每
一位员工都选择耐心解释。 因为他们
都知道， 只有更细致耐心的工作才能
化解误会， 只有更加实在的服务才能
换得与业主的理解和尊重。

物业人变身居民生活“超能采购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