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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效率升级
最快速度发挥组织效能

10 月 25 日 0 时至 15 时，北
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森林大第家
园社区新增 2例京外关联本地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 疾控部门按照
相关标准和规定进行评估研判，
北京市将昌平区东小口镇森林大
第家园社区定为中风险地区。

“24 日 9 时，工作人员封闭
了社区出入口，居民只进不出。 ”
10 月 25 日 17 时许，东小口镇镇
长肖振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疫情发生后， 我们第一时间组
织人力和物资保障。 现在，由镇
政府、社区工作人员、医务人员
和志愿者共 60 多人组成的保障
工作组就在现场。 居民通过网络
购买的物品也正由工作人员逐
一送入小区。 ”

在已调整为高风险地区的昌
平区北七家镇宏福苑社区北门，
志愿者负责人梅雪峰告诉记者，
经过对人力的调整和流程的优
化， 工作人员现已将物品收集和
配送无缝衔接———物品登记后直

接放入负责各个楼的工作人员手
推车中并马上配送。“从登记到配
送缩短到 2小时以内。现在，在这
个超 2万人、110多栋楼的社区门
口，很少再看到货物堆积。 ”

“经过几天的磨合和机制的
理顺，全员核酸检测的效率也明
显提升。 ”宏福苑东区社区党支
部书记郝宏宇告诉记者，微信群
通知、喇叭呼叫和楼门长负责多
管齐下，居民对检测流程更加熟
悉，配合度很高。

“居民只要在微信群提出采
购需求， 工作人员记录后就会生
成订单统一采买。 ”丰台区看丹街
道封控区现场指挥部物资保障组
工作人员王明告诉记者， 指挥部
充分发挥组织力量，组织党员、相
关工作人员、志愿者送货上门。

动员力凝聚力增效
多方合力暖心战“疫”

“疫情发生后，我们得到了
市、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很多社
会力量也加入进来。 ”在出现确
诊病例的昌平区沙河镇白各庄
新村西一区隔离区域外，镇长徐

忠辉告诉记者，市区疾控人员立
即赶赴现场开展社区全员核酸
检测；区商务部门协调超百台小
推车方便运送居民网购货品。

“白各庄新村小区共有居民
楼 54 栋，1.9 万多人。 由于小区
面积比较大， 为了方便工作，共
享单车公司协调了 200 辆共享
单车供志愿者使用，更好服务隔
离群众。 ”徐忠辉说。

“经过几天的工作，能够感
觉到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
认可，内心很温暖。 ”宏福苑社区
志愿者杨健健告诉记者，夜里天
气冷，每栋楼门口都要有至少一
名工作人员值班，一些居民主动
来送羽绒服、被子和热水。

“针对社区中的老年人群
体，我们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和老
人对接，除了日常购买生活物资
以外，针对患有慢性病需要定期
拿药的老年人群体，我们全力做
好保障。 ”看丹街道综合行政执
法队工作人员杨依说。

“这几天收到了隔离居民在
网上为工作人员订购的矿泉水
和水果，心里暖暖的，再辛苦也
值得。 ”看丹街道封控区工作人

员刘健说。

防控一线：持续做好
人力保障和群众情绪疏导

记者采访了解到， 部分一线
防控人员反映，目前，食品供应、
物资保障都很充分。接下来，防控
一线工作人员将持续做好人力保
障和隔离群众情绪疏导工作。

“疫情发生后，社区第一时
间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无论是疾
控人员还是负责现场秩序维护
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彻夜未眠
或者睡眠时间很短就马上开始
第二天的工作，一些志愿者也是
连轴转。 ”一位志愿者告诉记者。

记者在一些封控社区了解
到，在度过头几天的紧张忙碌阶
段后， 一些社区已经开始轮班，
尽量保证工作人员休息。

“隔离居民情绪疏导对于疫
情防控工作开展也非常重要，物
品配送等服务保障工作要落到实
处。 ”昌平区一位社区一线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比如随着工作日的
到来， 出现了大量配送笔记本电
脑的需求， 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
优先配送，不耽误大家工作。

“一些居民的合理要求我们
也在逐步满足。 比如对菜品配送
提出具体要求，我们也会注意，尽
最大努力满足大家的要求。 ”一位
社区志愿者说。 （据新华社）

以最快速度与病毒赛跑
———北京战“疫”一线直击

2021年10 月 25 日
7 时 至 10

月 26 日 8 时，内蒙古自治区阿拉
善盟额济纳旗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 35 例， 累计本土确诊病例增
至 78 例。

额济纳旗位于内蒙古最西
端，总面积 11.46 万平方公里，户
籍人口 3.2 万。 偏僻遥远、地广人
稀、实力较弱的这座中国西部小
城，在一周时间里经历了新冠疫
情的突袭。

公路 、社区管控 ，全员核酸
检测，安置滞留游客……由于确
诊病例与日俱增，疫情防控压力
加剧， 亟待解决的问题众多 ，这

座小城遭遇严重考验。
近几日，除了各地的驰援队

伍陆续到达，当地民众也积极行
动起来成为志愿者，共同守护这
座城。

牧民捐“家当”：
有羊有牛有骆驼

毫斯巴依尔捐赠 1 峰骆驼、1
头牛， 乌达木捐赠 30 只羊……
如果说，蒙古国捐赠中国 3 万只
羊助力中国抗疫被传为一段国
际友谊的佳话，那么，纯朴的牧
民助力抗疫捐赠“家当”的举动，
也成为守护家园的佳话。

巴彦陶来苏木（苏木指行政
乡）乌苏荣贵嘎查（嘎查指行政
村） 农牧民集资筹款 10000 元人
民币、24 只羊， 捐赠给在额济纳
旗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

牧民巴依尔其木格说， 最让
人感动的是，就连当地的贫困户、
独居老人和残疾人都捐了羊。

“牧民们说，一直备受国家
关怀，现在遇到困难，一定要报
恩。 ”巴依尔其木格如是说。

额济纳的牧民们捐赠物资
时也发出盛情邀约：“等疫情过
去了，我们把酒言欢！ ”

“志愿红”闪耀：
“小事”汇聚大能量

从 10 月 20 日起， 共青团
额济纳旗委员会青年志愿者胡
娟与其他 33 名青年志愿者，24
小时坚守在额济纳旗疫情防控
一线。

“前几天从微信上看到招募
青年志愿者，我第一时间报名参
加，希望能帮工作人员们分担一
些工作。 ”胡娟说。

引导救护车及时进小区、协
助测量体温、检查健康码、为隔
离群众配送餐食、进行科学防疫
宣传……疫情发生以来，青年志

愿者虽然做着一些“小事”，却帮
了大忙。

在策克口岸，120 余名青年
志愿者分布在核酸采样点、交通
枢纽点， 协助开展现场分流疏
导、秩序维护、信息登记等工作，
累计服务四五千人。

阿拉善盟卫健委主任黄永
明介绍， 目前， 额济纳旗已有
3612 名志愿者，他们主动承担急
难险重任务，全力配合落实疫情
防控各项措施，协助苏木镇（街
道）、嘎查村（社区）等基层组织
积极开展便民服务、 物流配送、
小区管控、人员隔离、环境消杀
等各类志愿活动。

数据统计，额济纳旗目前共
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 116 个、青
年志愿服务队 5 个。

全民守护：
“疫”线的最暖应援

“耳闻过，‘新冠病毒怎么都
找不到阿拉善这么偏远的地
方’， 那曾是 2020 年说过的一句
玩笑话；目睹过，从家乡拉走捐
赠物资的大货车上挂着‘武汉加
油’的字眼……10 月 18 日，额济
纳旗突发新冠疫情，父亲戴上口
罩，前往核酸检测一线开始了疏

导人员和值守工作。 ”这是阿拉
善盟一名高中学生李金霖笔下
平凡的父亲。

“我们每天都会给 500 个充
电宝充满电，免费送到有需要的
工作人员手中。 ”这是共享充电
宝负责人李明浩这几天在朋友
圈里疯狂转发的消息。

“您好，我想为额济纳旗捐
赠抗疫物资……”这是一位来自
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不愿具
名的居民给当地红十字会打来
的一通电话。 他想将自己准备的
100 件桶装方便面、4500 只一次
性医用外科口罩、270 瓶酒精消
毒液、100 双一次性橡胶手套和
90 件防护服寄到额济纳旗。

“我们为滞留游客准备了红烧
鱼、烩菜，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 ”

“我们准备了 200 个素盒子、
8 壶热奶茶和十几盒果条， 希望
一线的工作人员在忙碌中也能
吃到一口热乎早餐。 ”

……
有了这些最暖应援，“疫”线

的逆行者们不孤单。
10 月 25 日零时起， 额济纳

旗居民和游客开始足不出户
（店）居家抗疫，这里的每个人都
变成卫士，守护自己，守护别人，
守护一座城。 （据中国日报网）

中国西部 3.2万人口小城：
全民皆为志愿者共同守护一座城

北京本轮疫情发生后，为第一时间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涉疫地区迅速开展流调排查和
社区管控，启动核酸检测工作。10 月 25 日，记者探访昌平、丰台相关社区防控一线，部分受访

人员表示，市、区政府、社会各界多方合力，组织动员和凝聚效应初显，核酸检测、物品配送效率升级。

10 月 19 日，额济纳旗，滞留当地的旅客正排队进行核酸检测

10月 25日，疫情防控人员在有序接收和分配快递员送来的居民生活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