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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疫情防线
做居民贴心人

“疫情面前， 我们就应该冲
在前面。” 疫情牵动着长辛店街
道朱西社区书记戴玉红的心， 考
虑到春节过后企业复工复产， 返
京人员会日益增多， 为确保疫情
不蔓延到辖区， 早在春节期间，
她就安排社区干部挨家挨户电话
排查并建立台账 。 在戴玉红心
里， 自家那顿热乎乎的团圆饭
远不及居民的健康安宁重要。
在她看来 ， 只有早发现 、 早控
制， 才能守护居民的健康。 她再
三强调， 返京人员摸排不能漏一
户、 落一人， 小区出入口对进出
人员一律严格做好信息登记、 测
量体温。

疫情防控期间， 戴玉红带领
社区落实网格化防控、 开展 “地
毯式” 排查， 对外来返京人员逐
一登记、 一户一档， 详细记录家
庭住址、 联系方式、 返京乘坐的
交通工具和行程轨迹、 在家接触
人员等基本信息， 做到信息可追
踪、 可查溯， 返京人员全部进行
14天隔离 ， 完成京心相助系统
扫 码 登 记并签订居家观察告知
书、 承诺书。 同时， 她在辖区设
立5个监测点位， 将返京人员按
照网格进行管理， 责任人每天两
次询问隔离人员体温并及时记
录 。 辖区各点位经常可以看到
她胸前戴党徽的身影， 对于家属
去世的防疫志愿者， 她第一时间
前往慰问。

“我跟你们反映个情况， 张
家坟北里的居民王阿姨总是不戴
口罩出门， 她老是捡拾垃圾， 我
觉得太危险了， 你们劝劝她吧。”
收到社区居民反映的情况后， 为

了保障辖区居民的安全， 戴玉红
联系辖区派出所民警张立功一起
来到王阿姨家， 为她介绍社区防
疫工作 ， 宣传市政府的各项政
策、 法规， 嘱咐王阿姨疫情防控
期间减少外出， 出门做好个人防
护 、 佩戴口罩 ， 并叮嘱王 阿 姨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不要再
捡垃圾 。 了解到王阿姨一直独
居， 没有买到口罩的情况后， 戴
玉红立刻把包里仅剩的几个口罩
递了过去， 看着王阿姨戴上才放
心离开。

“戴书记， 刚回家时发现我
家卫生间里面漏水， 咋办？ 您赶
紧和我看看去吧。” 长辛店街道
朱西社区张家坟东里的居民来到
社区求助， 戴玉红立即联系物业
前去查看， 同时， 陪同求助居民
一起回到家中检查卫生间漏水情
况， 对严重程度有所判断后， 便
到楼下几户居民家中去排查， 最
后发现是楼下其中一户居民正在
为太阳能上水， 且太阳能上水阀
已损坏， 导致太阳能漏水。 她马
上协调物业维修人员立即抢修，
避免给居民带来更大损失。 此事
迅速得到妥善解决， 该居民对社
区领导的积极作为表示感谢， 戴
玉红说： “我对咱们社区居民早
有承诺， 有事就打我电话， 我们
要当咱社区居民的贴心人。”

在戴玉红的组织下， 朱西社
区织密了疫情防控工作 “保障
网”， 让群众 “吃” 上安全防疫
的 “定心丸”。

为居民代开药
社区医生获赞

“能利用自己的专长为社区
居民服务， 我觉得很自豪。” 赵
晟是丰台区长辛店二七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医师。 疫情
防控期间 ， 他下沉到杜家坎社
区， 2月4日， 在小区门口值守的
他发现小区里的老年人很多， 有
些想去医院开药的居民抱怨说疫

情防控期间开药不方便。 他听后
主动亮出身份， 提出由自己去为
居民代开药， 居民觉得这个办法
好， 赵晟便与社区联合工会主席
协商， 提出为了减少人员流动，

帮助老年人解决开药难问题， 推
出社区代开药服务。 此项服务一
经推出， 便得到了大多数居民的
认可。

“我的药没了， 怎么办？ 赵
医生帮帮忙吧。” 一位患高血压、
正在居家隔离的老大爷拨通了赵
晟的电话。 他二话没说， 放下电
话立刻做好防护， 上门问明老大
爷的病情， 跟老大爷签署了医保
代开药协议， 便拿着医保卡和身
份卡去社区卫生中心替老人拿
药。 很快老人便拿到了药， 对赵
晟连连感谢。

“小赵人真的很好， 对我们
病人很贴心 ， 跟我们自家人一
样。” 杜家坎社区60岁的王大妈
提到赵晟赞不绝口。 平常她多次
找过赵晟看病， 疫情防控期间，
她又打电话给赵晟帮忙代开药，
第一时间药就送到了家里。

赵晟替社区居民代开药， 第
一个月就为190余人次居民进行
了代开药服务； 他下沉杜家坎社
区6个多月， 仅代开药就700多人
次。 每次都是他先垫付医药费，
然后把药放在社 区 门 岗 服 务
站 ， 居 民 去 拿 药 时 再 支 付 药
费 。 这项服务受到不少社区居
民的夸奖， 居民们都为他的服务
竖起大拇指。

共抗疫献爱心
工会人冲在第一线

“疫情面前， 我们工会人也
要出一份力。” 长辛店街道总工
会相关负责人说。 疫情发生后，
北京市温暖基金会专门设立 “温
暖武汉” 项目， 倡议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和广大职工伸出援助之
手， 汇聚点滴力量， 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奉献爱心。 街道总工
会高度重视 ， 积极做好各项工
作， 并向全体社区工会干部强调
疫情的严重性， 明确了向武汉人
民捐款的重大意义。 街道各社区
工会运用电子屏、 宣传栏、 微信
群等形式 向 辖 区 居 民 发 出 倡
议 ， 号召大家为武汉捐款， 在
各社区工会干部的带领下， 社区
志愿者、 居民也纷纷解囊， 在短
短的几天内为武汉人民捐款高达
4.4万余元。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自2
月1日起， 街道下属社区各小区
实施封闭式管理， 职工志愿者们
无惧风雨、 站岗值守， 用实际行
动践行 “奉献真情、 尽己所能、
不计报酬、 服务社会” 的志愿精
神。 在疫情面前， 他们不顾自身
安危、 冲锋在前， 为疫情防控工
作积蓄了后备力量， 为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强有力的
保障。

“复工复产后， 我们周六日
全部停休， 全力协助各科室做好
后勤保障工作， 为坚守在一线的
社区疫情防控人员发送各种防疫
物资。” 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说。 他们先后走访慰问坚守在一
线的29个社区疫情防控人员、 区
委及街道下沉干部近800人。

为了及时掌握辖区内企业复
工复产情况， 确保每周上报信息
的准确性， 街道总工会还与社区
联合工会开展了辖区内企业复工
复产及经营状况核查， 将防疫物
资发放到了复工复产的非公企业
与小微企业职工手中。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街道总工会带领着社区干部、 志
愿者、 广大职工齐心协力， 同舟
共济， 共同为战胜疫情努力着、
奉献着。

丰台区长辛店街道广大干部职工：

今年疫情发生后， 丰台区长辛店街道社区干部职工坚守岗位， 筑牢社区疫情防控安全线———居民和
职工哪里有需求， 哪里就有他们； 社区医生下沉社区， 疫情防控期间为居民提供代开药服务， 受到居民
称赞； 街道总工会积极行动， 倡议辖区爱心人士和职工伸出援助之手， 为北京市温暖基金会 “温暖武
汉” 项目捐款， 职工志愿者们无惧风雨、 站岗值守。 期间， 街道总工会先后走访慰问坚守在一线29个社
区参与疫情防控的人员、 下沉干部近800人。 他们众志成城、 群策群力， 用自己的努力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贡献了一份力量。

守好社区疫情防控安安全全线线

在职党员干部在抗疫一线值守

疫情防控期间慰问企业发放
防疫物资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秦娜（中）查看展板

职工志愿者冒雨在社区值守

赵晟为社区居民代开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