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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中，他们的身影直戳泪点

本报讯 这几天，一张身着“红马
甲”人员间隔一米距离站立在寒风中
吃盒饭的图片在中原区文化旅游体
育局张振英的朋友圈被近百人点
赞。照片拍摄于封控区万达社区南门
口，在这里，居民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
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张振英说：“我
的同事们在这样的岗位上还能保持
一米线吃饭，瞬间觉得很感动。”

被亲朋好友转发的照片上的这几
位“红马甲”有党员，有志愿者，自 1月
4日早上8点接到下沉社区任务后，他
们有的来不及安顿好需要照顾的年迈
父母，有的交代居家上课的孩子如何

登录网上课堂，有的夫妇双方都在抗
疫一线，却每日难见一面，有的是两
个孩子的妈妈，仍每日赶往封控区抗
疫，有的口袋里揣着家人备好的降压
药……克服了种种困难，他们每天早
上 7点 30分准时到岗，坚守在防范
区、管控区和封控区的一线岗位。站
立在道边护栏旁吃着盒饭，已成了他
们吃午饭的常态。“他们真的太辛苦
了。”“戳中了我的泪点……”“吃饭也
不忘保持一米安全距离，为你们点赞！”
朋友圈里，大家纷纷留言。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常静静 王景碧 文/图

本报讯 疫情期间，因绿东村街道
办事处辖区内很多小区位于管控区、
封控区，并且辖区老旧小区多、老年人
多，社区工作人员把就医问题作为日
常工作的重中之重，严格对待，不敢有
一丝松懈。

桐柏社区颍河路 69号院属于封
控区，1月 9日凌晨 5点 52分，社区居

民群中，一名住户因亲人突发心脏病
发信息求助。社区书记陈永利秒速回
复，询问居民有无拨打急救电话和救
护车，并迅速派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
开三联单，提醒居民提前准备好核酸
检测证明，在门口等候救护车到达，做
到争分夺秒，不耽误救助时间。

事后，居民纷纷为社区工作人员的
服务速度和态度点赞。疫情期间，这样
的事情并不是个例。1月8日晚上，同
样发生在桐柏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协助
突发心脏病老人家属送老人就医。

一桩桩、一件件，在群众安居乐业
的背后，有无数基层工作人员日夜坚
守、默默奉献，守护着居民平安，维持
着社会秩序。在防疫规则和人文关怀
之间，社区工作人员手握着一杆秤，不
变的是他们为群众服务的心。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杨涵溪 文/图

他们体贴地为准新人准备惊喜

本报讯 1月13日，对于航海西路
街道学府小区 6号楼的一户隔离户来
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如果不是因为
疫情，他们将在这一天举办婚礼。

张先生和王女士于 1月 6日从安

阳市内黄县返回郑州，和社区报备后，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居家隔离。1月 13
日上午，外卖员到学府小区 6号楼门
岗处送了两个蛋糕，由社区工作人员
送到家中。社区工作人员在送蛋糕时
才知道，原来这一天是两位新人举办
婚礼的日子。虽然疫情当前，无法举
办婚礼，但是二位在家穿好了礼服，准
备了气球、喜糖、蛋糕等，决定在房间
内举办一场特殊的婚礼。

社区了解情况后，立即为他们准
备了小礼物和玫瑰花，并做好一切防
护措施后，上门为他们送去了祝
福。王女士开门时惊喜地说道：“真
是太感谢你们了！虽然隔离在家，
不能举办婚礼，我们依然觉得很幸
福、很温暖！”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杨琳 文/图

住户突发心脏病快速得到救治

在中原区，我们被这样温暖着……
封控区8岁儿童抽搐不止
中原区开辟“绿色通道”联动救援

本报讯 1月11日，地处疫情封控区
的中原西路街道万达小区东院2号楼发生
了一起令人感动的紧急救援暖心故事。

“是社区吗？能不能帮帮忙，我的
孩子不小心摔倒了，现在浑身抽搐。”1
月11日中午12点15分，正在值班的万
达社区党委副书记周倩接到了紧急求
助电话。发出求助的是中原万达小区
东院2号楼1单元的王先生。

据王先生描述，他在家隔离的8岁
儿子在屋内玩耍时不小心头磕到了门框
上，眼前一黑又重重摔在了地上，引发不
明情况抽搐不止，人已失去意识。由于中
原万达小区东院处在严密封控中，王先生
不知如何办理手续能让孩子外出就医。

一边是孩子危在旦夕，一边是封
控区严格的疫情防控管理规定。周倩
立刻向万达社区党委书记吴楠报告。
“情况危急，先救孩子！”吴楠斩钉截铁
地说。随后一边安排人员拨打封控区
定点医院——郑州五院急救电话，协
调急救车辆和医生，一边先联系带领
中原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上门
查看。在处理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

不断安抚家长情绪。
“快，准备好担架！”因大家来得着

急，没有带担架，一下子都愣住了。“社区
里有一块木板应该可以用。”吴楠说。为
确保孩子能及时就医，缩短等待时间，社
区工作人员急中生智，从社区取来木板
做成临时担架。“大家慢一点，不要颠簸，
保护好孩子！”在中原西路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医生的指导下，社区工作人员与孩
子家人一起将孩子抬到小区门口。12
点35分，120救护车到达小区，大家协助
医护人员将孩子送上了救护车。

“救护车将孩子送到医院后，经
过全面检查，由于抢救及时，目前情
况已经平稳，谢谢社区，是你们的及
时救助给孩子争取了时间。”事后，王
先生感激地说。

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一场时间与
生命的赛跑，让受伤孩子得到及时救
治，畅通的应急管理机制迅速打开生
命的“绿色通道”，多方合力、有机协
调，为救援孩子争取了宝贵时间，最终
挽救了孩子的生命。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赵静文

核酸检测现场 独居老人受伤求助
本报讯 1月 11日，在棉纺路街道

方圆经纬社区核酸检测现场，社区第
一书记张丹遇到了一位求助的独居老
人。原来老人因手被鱼刺扎伤，双手
感染、水肿严重，儿女均不在身边，情
急之下，老人在邻居的帮助下来到社
区核酸检测志愿者服务站求助。

张丹第一时间联系辖区诊所，社
区党员志愿者刘全山大夫查看了老人
双手感染情况。经确认，是鱼刺长久
未剔除造成了病毒感染，建议尽快送
医院进行治疗。得知情况后，张丹紧
急安排社区工作人员送老人到郑州市
中心医院进行了救治。

社区工作人员搀扶着老人在医院
上下奔波，并办理就诊和住院手续，直到通
过多方联系，老人儿媳来到了医院。看到

社区工作人员要走，老人拉住社区副主
任张亚红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郭延辉 文/图

脚踝骨折 她拨通了社区电话……
本报讯 连日来，在建设路街道计划

路社区的核酸检测现场，医务人员、社区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团结合作，每个环节
都高效运转，检测过程有条不紊。

1月5日上午，家住协作路 18号院
的朱女士打来电话请求社区帮助。原
来她脚踝骨折，做了钢板钢钉固定手
术，医生说需要至少3个月的恢复期，拄
着双拐的她上下楼极为不便。怎么参
加核酸检测让独自居住的她犯了难，于
是她试着打了求助电话。

接到朱女士的电话，社区网格员
张志国立即行动起来，在检测时来到她
家，搀扶她下楼，再骑车载她到检测现
场，检测完成后再送她上楼回家。贴心
的服务令朱女士感动不已：“我的亲人不
在身边，社区人就是我的亲人！”

“有困难找社区”已经成了每个社
区居民的习惯。“我们是社区居民的服务
员，服务好群众就是我们的目标。”社区
书记张云培表示，“疫情之中，我们做好

服务，让这个寒冬不再冷。”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王晓 文/图

组建党员先锋岗 为特殊群体开通“绿色通道”

本报讯 自1月5日全员核酸检测工
作开展以来，柳湖街道每天 6个小时内
需采集 3.4余万人，各检测点位分工明
确、有序推进，均超额完成全员核酸检测
采集任务。

街道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理念，组建党员先锋岗，为特殊群体开
通“绿色通道”。“真是太谢谢你们了。”70
多岁的刘老太称，自己因脑梗留下后遗
症，双腿走路十分不灵活，多亏有“绿色
通道”，让自己很快就完成采样。

在街道疫情防控第一线，还有来自
南阳的医护人员，他们连夜赶赴郑州，紧
急支援，为辖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感谢阿姨们来
郑州支援，你们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
在对医护人员表示感谢后，汇泉东社区
1号院的小朋友们自发组织起来，为援
助医护人员赠送亲手画的画，并以手势
舞的形式，为现场医护人员及工作人员
表示感谢与支持。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孙延超 文/图

本报讯“您好，我是社区工作人员，
现在上门给您做核酸检测，请您先做登
记。”连日来，中原区建设路街道省五建
社区党委组建专门队伍，每日早上5点，
对辖区重点人群开展核酸检测上门服
务，为解决居家隔离群众实际问题和需
求，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天还未亮，寒风刺骨，但上门采样的
社区工人员和医护人员顾不了这些，他
们穿好防护服，佩戴好手套、口罩和面
罩，提着采集设备，逐户敲门在楼院中穿
梭着，一丝不苟地登记居民信息、采集咽
拭子，每一流程都绝不马虎。

“辛苦你们了，每天那么辛苦还那么

早上门为我们做核酸检测，感谢，感谢!”
每入一户，工作人员听到最多的就是“感
谢”。“采取入户的方式做核酸检测，对于
重点人员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虽然工作
量比较大，但却实实在在减少了居民的
风险，特别值!”早晨 7点，在居民的感谢
声中完成了本楼栋最后一例采样任务，
医务人员满足地说。

每一个人的付出，居民们点点滴
滴都看在眼里，每一盏万家团圆的灯
火背后，都有他们的时刻守护。在这
场抗疫战斗中，他们坚守岗位，一天也
不会缺席。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赵贝贝

他们时刻守护 从未缺席

本报讯 自郑州市开展全员核酸检
测以来，汝河路街道按照“不留死角、不
落一人”的原则，积极组织辖区群众进行
全员核酸采样，同时组建“敲门行动+上
门服务”小原帮办志愿服务队，为群众提
供贴心服务，做到全员检测不漏一人，隔
离疫情不隔离爱。

汝河路街道组织小原帮办工作人
员、下沉人员、辖区志愿者等组成 14个
小原帮办志愿者服务队，第一时间开展
“敲门行动+上门服务”，针对辖区年龄
偏大、行动不便的居民，街道坚持“以人
为本”原则，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到年老
体弱居民家中进行检测。每到一户居民
家中，小原帮办工作人员先对他们进行
信息登记，完成检测后及时对居民家中
进行消杀，叮嘱他们做好日常防护和室
内消毒，宣传防疫政策，着力解决社区
“空巢、独居、重病、失能”等人群的生活
困难，提供及时精准服务。

为确保其隔离期间生活不受影响，汝
河路街道各社区建立了物资配送微信群，
建立免费配送物资清单制度，居家隔离的

居民只要把需要的物资发在微信群中，“小
原帮办志愿者服务队”就会根据居家隔离
户的实际需求提供物品、食品配送上门服
务，为居家观察人员送去一份保障和安心。

此外，街道在辖区各核酸检测点标
注了非常醒目的“学生绿色通道”牌子，
开辟核酸检测绿色通道，让学生利用课
间时间做检测，做到防疫、学习两不误。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王靖 文/图

他们是疫情防控线上的居民“贴心人”

本报讯 为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维护他们在特殊时期的
买菜、买药、就医等基本权益，三官庙
街道积极开展“敲门行动”送服务上
门，为辖区 11个社区（村）孕妇、残疾
人、儿童、老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居
家隔离时期的安心保障。街道各社区
（村）工作者和党员志愿者一起，在小
区挨家挨户开展入户摸排，统计居民
群众买菜、买药等需求。

“感谢你们，克服重重困难，还亲
自把药送到家。”居住在中原中路一
社区的一名老人收到“救命药”后感
动地说。原来，老人患有重大慢性疾
病，有长期用药需求，正好赶上剩余
药马上就吃完了，需要到医院问诊开

具处方药。特殊时期，由于社区管
控，老人腿脚不便，子女也不在身
边，使得老人就医购药面临重重阻
碍。得知老人的情况后，社区协助
老人与医生进行电话问诊，了解基
本状况后为老人开药，而后前往医
院为老人取药。

据了解，该街道老旧小区和无主管
楼院较多，个别楼院老年人居多，针对
辖区老年人不熟悉手机、没有从线上获
取信息经验，面临不知如何求助这一困
境，工作人员在做核酸之余抽时间通过
逐层逐户摸排，留下至少两种联系方
式，让困难群众遇到急事、难事时能够
及时解决。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黄慧子

三九天“敲门行动”让这个冬天被爱包围

本报讯“您好，能不能帮我把买
的东西送来，在小区卡点放着。”“您
好，您的东西已放在家门口，请出来拿
一下。”“您好，该做核酸了。”在航海西
路街道，这是志愿者和居家隔离人员
说得最多的话。

疫情防控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封
控小区居民“足不出户”，管控区居民
“足不出区”就是对疫情防控的最大支
持。根据上级工作安排，街道每日对
封控区及其他区居家隔离重点人群开
展上门核酸检测工作。为统筹区别全
员核酸，保障采样不交叉，早上5点多
天未亮核酸采样医务工作者、志愿者、
小区物业就已经开始了上门核酸的准

备工作，提前告知居民做好准备，高质
高效高速完成核酸检测工作。

根据居家隔离人员的生活需求，
各村（社区）服务队志愿者负责为居家
隔离人员运送所需要的米、面、菜等
生活用品，返回时也不忘清运生活垃
圾，并消杀楼道。快递该取了、纯净
水用完了、燃气该充值了……志愿者
们一趟趟跑腿、一趟趟搬运，与居家
隔离人员建立“全天候”联系。同时
通过电话、微信群等主动与居民交
流、谈心，疏导情绪，用心温暖居民，隔
离不隔爱。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薛宇阳 文/图

志愿服务送上门 封控隔离暖人心

本报讯“老师您好，打扰您了，我
们是中原西路街道办事处万达社区
的，来给您送菜，您自己在家里，现在
还有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吗？”面对
社区工作人员的关怀询问，85岁高龄
的独居老人杨秀荣连声说：“谢谢，不
用了，送给有需要的人吧，天气这么
冷，真是辛苦你们了！”

为及时妥善解决特殊群体面临的
突发性、紧迫性困难需求，中原西路街
道依托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组
织工作人员、下沉人员、辖区单位等组
成志愿者服务队，第一时间开展“敲门

行动+上门服务”，重点解决辖区独居
老人、孕妇、幼儿、残障人士、重病患者
等特殊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并及时
为他们安排上门采样，确保不漏一户、
不少一人。

在全面收集辖区内老弱病残等特
殊群体的上门检测需求情况后，合理
安排工作组上门检测。社区一老人由
于腿脚不方便，医务人员上门为她做
核酸检测，她的老伴感动地说：“上门
检测真是太方便了，什么事情都替我
们想得很周到。”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任晶

一举一动感动社区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