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情怀开出 “向阳花”
成立红纽扣军嫂志愿服务队

在石景山五里坨地区， 驻军多、退
役军人多、军属多，其中隆恩颐园社区
是典型的军队家属小区， 共建有16幢
楼、70个单元、996户人家，2020年初突
发新冠疫情时，这里只有4名保安，防控
力量显然不够。 “我们的丈夫坚守在保
卫国家的岗位上， 保卫小家也有我一
份。”这时一支“红色娘子军”挺身而出，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军嫂”。

2020年1月28日， 在石景山区委社
会工委区民政局、 中华志愿者协会军
嫂志愿服务总队和五里坨街道办事处
的大力支持下， 石景山区恩泽社会工
作事务所打造双拥共建特色志愿服务
品牌， 成立了红纽扣军嫂志愿服务队，
助力社区疫情防控。 近3年时间， 由最
初的4人发展到如今的60人。 红纽扣军
嫂志愿服务队的加入， 极大缓解了社
区的巨大压力。

军嫂志愿服务队成立后，志愿者们
每天定时定点来到执勤点，帮助完成检
查出入证、监测体温和为返京人员做好
登记等工作， 每天坚持5个小时以上的
值守。他们用一腔热血为社区居民筑起
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控疫情安全线。

“36.3℃ ， 体温正常 ， 请进入 ，
谢谢您的配合。” “一车一人， 谢谢。”
……在石景山区五里坨街道西山机械
厂社区99号院小区入口处， 总能看见
一位瘦高小伙儿和一位女士， 戴着小
红帽和 “志愿者” 红袖标， 礼貌地与
居民沟通， 严格检查小区出入证。 作
为石景山区首支军嫂志愿服务队的队
员， 社区在职党员白子心和儿子刘心
洁在认真做好社区每人每车的检查工
作。 白子心和她公公、 父亲、 爱人都
是退役军人， 儿子是一名大学生， 一
家4口人都是军嫂志愿服务队队员。 可
谓是参加志愿活动 “全家总动员”。

红纽扣军嫂志愿服务队先后参与
石景山区隆恩颐园、 京西景园、 西山
机械厂等20余个社区卡口值守、 出入
登记、 监测体温、 收发快递、 卫生消
杀等工作， 努力守护居民的身体健康
与生命安全。

为配合疫苗接种工作， 他们每天
上午、 下午都会派志愿者文艺小分队
深入到疫苗接种点， 为留观的居民表
演文艺节目， 开展20余场 “艺心护苗”
公益巡演。 评剧 《战疫情》、 快板 《假
如您不戴口罩》、情景剧《小区守护神》、
诗朗诵《疫苗接种好处多》、非洲鼓《我
们一起苗苗苗》等原创节目，以及合唱
《中国脊梁》、长笛合奏《祝福祖国》……
一个个接地气的宣传形式，营造了疫苗
接种的良好氛围，演员们结合疫情防控
实际，将疫情防控要点、接种人群要求、
接种疫苗注意事项等融入节目内容。通
过这种新颖的宣讲形式， 让党的好政
策、 好声音及时 “声” 入人心， 为增
强群众疫情防控意识， 提高疫苗接种
率起到推动作用。

怀揣冬奥情怀
一起向未来

2022年3月6日， 在本市首个被冬
奥组委授牌的 “冬奥社区” ———石景
山区高井路社区冬奥文化广场上， 不
少市民群众走出家门前来体验冰雪运
动、 观看赛事转播和文艺演出， 在参
与中感受奥运精神。 其中一群身穿红
衣的红纽扣军嫂志愿服务队格外引人
注目。 只见她们忙前忙后， 体温检测、
文明引导、 维持秩序、 讲解冬奥知识
……用奉献筑牢防线。

从2月4日至3月13日， 冬奥文化广
场每天举办至少两场文艺演出，广场上
还设有冰壶、冰球、桌上冰壶等冰雪体
验项目，来此打卡的市民群众可一边体
验冰雪运动带来的乐趣，一边观看大荧
幕视频转播。而红纽扣军嫂志愿服务队
的队员们，则像温馨提示的“小红心”：
给参与体验的居民默默清除前方的障
碍、聚集时友好地提醒安全距离、高歌
欢舞时奉上掌声和喝彩、离场后捡拾走
所有的垃圾……让每一天的体验都带
着清新， 让每一天的欢庆都透着安全，
让冬奥会的外场保障既严谨又和谐。

据了解， 为做好北京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期间服务保障工作，
规范执行冬奥文化广场志愿活动相关
人员各项疫情防控要求， 红纽扣军嫂
志愿服务队积极响应石景山区 “老街

坊” 志愿服务总队号召， 从2月1日开
始， 坚持每天参加冬奥文化广场执勤
保障工作， 志愿服务一直持续到冬残
奥会结束。

每天早起晚归、 节假日无法和家
人团聚， 尽管辛苦， 但军嫂志愿者们
都觉得 “一切值得”。 “看到居民为我
们点赞， 来参观的运动员和外国友人
也不停地招手、 竖起大拇指， 我们都
觉得很荣光!” 红纽扣军嫂志愿服务队
副队长姚建敏分享连日来的感受。 北
京冬奥会开幕式当天， 白天最高温只
有 0℃ ， 晚上户外的体感温度更是
在-10℃以下。 为了确保当天志愿服
务活动顺利圆满完成， 当天有24名志
愿者积极参加保障服务 。 维持秩序 ，
引导体验， 带动大家数倒计时， 共唱
国歌……现场的每个人都激情满满。

当冬奥遇见中国春节，注定是不平
凡的一年。红纽扣军嫂志愿服务队和社
区居民们， 一起积极书写冬奥主题作
品，将“书法”和 “冬奥 ”巧妙联系在一
起，“一起向未来”五个大字与五环遥相
呼应。创作的近千副冬奥主题的春联和
福字，送到冬奥志愿者、快递和外卖小
哥、外地留京过年人员等手中，抒发大
家庭的温馨和关怀之情， 表达对冬奥
盛会的期待和祝福之意。

红纽扣军嫂志愿服务队坚持在岗
位上服务他人， 在奉献中赢得赞许，用
实际行动彰显志愿服务风采、传递社会
正能量，为他人送上一份温暖，为冬奥
志愿服务增添一道靓丽色彩。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全力保障各项冰雪
运动体验项目和各类演出活动，共提供
服务保障活动近百场次，持续投入志愿
者共1000余人次。 “我们女同志做事更
能发挥‘细’和‘专’的优势，我们一定会
把军嫂志愿服务作为大舞台， 向阳绽
放。 ”军嫂贾文芳充满信心地说。

志愿服务暖人心
邻里互助献爱心

在疫情防控比较稳定的日子里，闲
不住的军嫂也没有停下奉献爱心的脚
步。在南宫嘉园、隆恩寺、天翠阳光第二
社区等社区开展垃圾分类、 义务理发、
环境清洁、文明养犬、诚信承诺等一系

列邻里互助志愿服务项目，带动社区更
多志愿者团队投入到社区治理和疫情
防控当中，受到社区居民的一致欢迎和
好评。

冬至，原本是一年中最为寒冷的一
天。 而在这寒冷的天气里，红纽扣军嫂
志愿服务队端出的一碗碗饺子温暖了
不少人的心。 2021年11月7日是立冬节
气， 恰逢北京骤然降温大风雨雪天气，
社区一线防控人员舍小家顾大家，依然
不畏严寒、 顶风冒雪坚守在岗位上，日
夜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为社区居民
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当天上午，五里坨街道领导和红纽
扣军嫂志愿服务队的队员，早早地来到
京西景园社区文化室， 大家在一起揉
面、和馅、包饺子，韭菜、猪肉、鸡蛋、大
葱等新鲜食材整齐地码放在桌子，志愿
者们一个个佩戴口罩， 系上干净的围
裙，有的剁肉馅，有的清洗蔬菜，有的擀
饺子皮……大家分工明确， 齐心协力，
认认真真地包着爱心饺子。忙碌了一个
多小时之后， 近500个饺子全部包好煮
熟，分装打包在一次性餐盒里，然后第
一时间将鲜香诱人的饺子送到京西景
园、高井、黑石头、天翠阳光第二第三社
区等各个社区疫情防控卡口执勤点，为
防控人员送上热腾腾的饺子。

寒潮袭来， 志愿者们将自己亲手
包的饺子分头行动送达执勤社工手中，
同时赠送去纯棉加厚的保暖手套为卡
口防控人员御寒 ， 吃着热乎的饺子 ，
戴上暖和的手套， 虽然遇到极端天气，
但是大家伙的内心充满温暖和阳光 。
街道领导和军嫂志愿者们贴心及时的
暖心行动， 深深激励着广大防控人员
安心执守， 齐心抗疫。

此外， 军嫂志愿服务队还向五里
坨街道及社区一线防控人员、 慈善寺
敬老院、 春晖颐养老院等送去慰问食
品 、 消毒物资 、 鲜花 、 清洁工具等 ，
价值10余万元， 奉献出了她们的一片
爱心。

在家中，军嫂是家庭的“半边天”；
在社区 ， 军嫂是温暖又坚韧的 “突击
队”。 一个个志愿服务故事看似细小平
凡，却蕴含着志愿者的奉献精神与使命
担当。

□本报记者 杨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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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区五里坨街道红纽扣军嫂志愿服务队

她们不是兵， 却有
着军人般的忠诚与担
当； 她们是绿色军营里
开出的 “向阳花” ……
这就是石景山区五里坨
街道红纽扣军嫂志愿服
务队。 在疫情艰难复杂
之时， 她们抛弃个人安
危， 挺身而出， 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志愿者无私
奉献的情怀， 她们用最
朴实无华的付出， 彰显
了军嫂的无私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