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工志愿者向辖区居民宣传文明出行

茛职工志愿者引导行人文明出行

2022年， 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
杂。 大规模核酸检测、 阳性以及密接人
员管控和生活保障等使社区工作压力骤
增。 东高地街道总工会职工志愿者响应
号召 ， 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
作， 在疫情防控一线勇挑重担、 主动作
为，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
力量。

职工志愿者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分为四组： 数据核查组、 核酸服务组、
卡口值守组和政策宣传组。 四个小组分
工协作， 成为东高地街道防疫力量的有
力补充。

每天， 职工志愿者小马都早早来到
她所支援的社区。 一旦收到防控核查数
据 ， 她就马上打电话核对涉疫人员信
息、 询问活动轨迹等， 并对信息进行录
入， 将数据上传， 以便疫情防控部门及
时掌握情况 ， 安排下一步工作 。 小马
说： “有时候一天要打几十个电话， 有
些涉疫人员不理解， 就需要我们耐心解
释。 忙的时候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晚上
回到家嗓子都是哑的。 但是看到社区工
作人员每天昼夜不停忙碌的身影， 还是
想帮他们尽力多分担一些。”

“请您戴好口罩， 保持两米距离。”
职工志愿者张立立在核酸检测点的队伍
边来回巡视， 看到没有规范佩戴口罩或
者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的居民时， 立即上

前提醒。 “现在天气热， 有些上了年纪
的居民不愿意佩戴口罩， 或者口罩佩戴
不规范， 需要一一提醒； 还有些居民排
队喜欢扎堆， 如果其中有人携带病毒，
对其他人是很危险的， 需要耐心解释，
让大家能够保持安全距离。” 工作之余，
张立立还要给新来的职工志愿者介绍经
验。

在炎热的夏季， 核酸服务组的职工
志愿者们穿着防护服 ， 戴着口罩 、 手
套、 面屏， 不断提醒等候核酸检测的居
民扫码、 排队， 扫描身份证、 核对身份
信息， 几分钟就热得满身大汗。 现场人
员众多， 志愿者经常喊得嗓子生疼， 但
是为了尽量少去或不去厕所， 两三个小
时不喝一口水 。 服务结束脱掉防护服
时， 他们全身的衣服都湿了， 手套里都
是滴落的汗水， 但是没有人喊苦喊累。

卡口值守组的职工志愿者每天早上
不到7点就会来到各个小区的出入口 ，
协助保安提醒出入人员扫描二维码， 检
查健康码等 。 对于不便扫码的老年群
体， 还一一做好出入信息登记台账。

信息宣传组的职工志愿者们在小区
内进行各种政策信息 、 防控知识的宣
传： 号召居民减少出行、 不参加聚集活
动、 有条件的尽快接种疫苗； 演示正确
洗手的步骤 、 正确规范佩戴口罩的方
法， 提高居民的防疫意识。

2022年， 丰台区开展了 “文明创建
志愿同行” 主题活动， 旨在进一步优化
人居环境， 养成文明习惯， 全面巩固文
明城市、 卫生城市创建成果。 东高地街
道职工志愿服务大队积极响应号召， 按
照活动类型将志愿服务划分为 “扮靓家
园” “文明出行” “和谐社区” 三大板
块， 由职工志愿者自主选择参加。 职工
志愿者们积极响应， 许多志愿者参与了
多个板块的志愿服务。

在 “扮靓家园” 服务板块， 职工志
愿者分别参与了街道办事处组织的定期
环境整治活动和志愿服务大队组织的商
务楼宇环境维护活动。 在街道办事处的
带领下， 职工志愿者们对辖区内垃圾分
类投放站点进行定期维护消毒， 对公共
活动区域如社区公园、 社区广场等地点
进行了清理。 同时， 职工志愿者还对辖
区内的商务楼宇周围环境定期进行维
护， 保持环境整洁。

“对于商务楼宇周围环境的清理维
护不仅是我们对文明创建活动的响应，
对街道重点工作的支持， 同时也保持了

我们自己工作场所环境的整洁干净， 是
职工良好精神面貌的体现。” 商务楼宇
职工志愿者高宇说。

“目前， 在一些车站、 路口还是会
有不重视交通安全的不文明行为， 不但
对正常行驶和出行的车辆行人不负责
任， 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不负责任， 同时
也不符合文明城区的精神风貌， 因此，
非常有必要提醒大家安全、 文明出行。”
东高地街道总工会副主席曾赢琪介绍东
高地街道建立 “文明出行” 志愿服务板
块的初心。 “出行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一
位职工 ， 方案提出后大家踊跃报名参
加， 利用休息时间在街道车流、 人流量
大的区域维持秩序， 向过往行人宣传文
明出行的重要性。 职工志愿者还定期清
理乱停放的共享单车， 避免占用人行道
和车行道， 造成安全隐患。”

通过不断的宣传、 引导， 辖区内更
多的群众形成了文明出行、 安全出行的
意识， 并用自身力量进一步推动创城工
作 ， 吸引更多群众关注创城 、 支持创
城、 参与创城。

东高地街道职工志愿服务大队
开展的 “和谐社区” 服务板块， 主
要配合各个社区搭建互助志愿服务
的桥梁 ， 让 “我为人人 ， 人人为
我” 的志愿服务精神蔚然成风。 职
工志愿者利用自己的专长， 为东高
地地区的居民群众提供医疗咨询、
法律服务、 家电维修等方面的志愿
服务， 带动了地区有专业技能的群
众共同参与互助服务， 在辖区内营
造了和谐互助的氛围。

“职工志愿者的服务很好地带
动了社区居民， 现在我们已经形成
了青年职工、 退休职工互帮互助，
邻里之间相互扶持的和谐氛围。 退
休职工也重新捡起了自己的专业技
能， 发挥余热， 主动承担起帮助高
龄老人和伤残人士的责任。 这也是
我们社区志愿活动与职工志愿者互
为有益补充得到的惊喜结果。” 社
区工作者高卫军说。

一年以来 ， 职工志愿者围绕
市、 区、 街道的重点工作付出了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 在志愿服务中也
曾遇到困难和挫折。 为此， 东高地
街道总工会主席杨柳持续关注着职
工志愿者们的情况， 适时联系和安
排各种解压活动， 帮助职工志愿者
们进行心理疏导。 先后组织了心理
解压讲座 、 读书心得交流会 、 插
花、 传统节日庆祝活动等。 “这些
活动很受职工志愿者欢迎， 我们希
望让志愿者们在工作和志愿服务之
余可以放松身心， 进行自我心理疏
解和相互疏导， 缓解压力， 为接下
来的志愿服务积蓄能量， 让我们的
志愿服务能够走得更远。” 杨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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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东高地街道职工志愿服务纪实
“志愿有我，服务有我”

2022年， 丰台区东高地街道总工会在市、区总工会的指导下，在东高地
街道工委办事处的领导下，围绕市、区、街重点工作，以职工志愿服务大队为
主要力量， 深入东高地街道辖区的大街小巷， 开展了多项志愿服务工作，
不断拓展志愿服务项目， 持续发挥新时代职工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

助力疫情防控

成为街道防疫力量的有力补充

投身文明街道建设

用志愿服务推动“创城”

▲职工志愿者读书分享会

职工志愿者清理卫生死角

职工志愿者清理码放路边自行车

职工志愿者宣传垃圾分类

构筑“温暖防线”

用互助帮扶
打造和谐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