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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改装防疫宣传车、“父子岗”“夫妻岗”守卫居民……南沙疫情防控有特色

无人机高空“喊话”确保防疫无死角

群防群控 基层在行动

□

专题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李芊慧

专题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陈紫娴 陈梦璇 陈亨攀 聂佩文 李芊慧

防控疫情关键在末梢、成败看基层。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爆发以来，面对疫情给基层治理出的大难题，南沙区各街

镇政府迅速响应、统筹举措，集思广益之下多种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特色办法在街头巷尾落地发芽： 改装的防疫宣传小车

驶过无数条狭窄的巷道，无人机“地毯式巡逻”提醒居民戴好

口罩，“父子岗”“夫妻岗”自发守卫着一方居民，退伍军医在微

信群上向居民解答防疫难题……南沙区疫情防控各项举措坚

持把防疫宣传喊进居民耳朵里，把防控措施融入居民生活里，

把服务关爱落到居民心里。

移动大喇叭：

最深的巷子

也有土味回音

大喇叭有死角， 小门小巷听不

清？宣传车开不进小巷子，上门宣传

住所极偏的居民万一被遗漏怎么

办？ 东涌镇把各种小车改装为移动

大喇叭，多偏远的住户、多深的巷子

都飘得进防疫宣传之声。 细沥村用

治安巡逻的电瓶车载着音箱上阵宣

传， 大稳村把小音箱装在自行车上

走街串巷， 东导村改装三部巡逻摩

托随时可播放宣传音频， 大同村出

动微型消防车开展宣传， 东涌社区

把一个个宣传音箱放到每一个有居

民经过的角落，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

防疫广播。

南沙区其他镇街都充分利用了

党建大喇叭及街镇内巡逻小车开展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全覆盖广播宣

传。 大岗镇在镇政府、文体中心、政

务中心、执法大队以及 31 个村

（居）

配备流动音响共 35 套，全天候循环

播放疫情防控广播， 镇内的岭东村

第一时间启用全村所有 LED 屏循

环播出防疫有关信息。 榄核镇积极

发动镇内资源创制顺口溜、快板、打

油诗等宣传广播语音， 每天用方言

在村级党建大喇叭里广播。

“这个喇叭的声音很响亮，老远

就能听见，本来还想串串门、走走亲

戚、打打麻将的，听到喇叭一直吼，

实在不好意思出门， 只好待在家里

了。 ”南沙某街坊打趣道。

无人机喊话：打破防疫宣传空间局限

“正在珠江大道步行， 穿黑色上衣蓝

色牛仔裤的这位朋友，我们是珠江街网格

中心，正在进行防疫巡查，现发现你未戴

口罩， 疫情期间请你把口罩戴好才上街，

谢谢你的配合! ”从无人机的拍摄画面中，

这位被喊话的居民四处张望，露出一头雾

水的表情，无人机操作员于是又将安全注

意事项重复了一遍。

2 月 9 日，珠江街网格服务管理中心在

来穗人员密集、企业集中的珠江街工业园区首

次试飞携带了远程扬声器的无人机。 无人机

配置的可 30倍光学变焦镜头可以扫清盲

区，公共场合各种不合乎防疫规定的行为

可尽收眼底，及时进行提醒，在高空循环

广播的大喇叭能让居住在高层建筑中的

居民足不出户了解疫情防控知识。

“无人机的好处是它可以打破传统广

播停留在地面上的空间局限性，极大限度

地扩大宣传覆盖范围。 ”无人机操作员黄

振辉介绍。 珠江街借助无人机建立了“无

人机+网格化”的防控巡查模式，此模式大

大减轻了身处一线的社区工作人员及志

愿者、网格员、安保员们的工作压力，提高

了宣传及摸查效率。

防疫父子兵：自发值岗排查齐心战“疫”

南沙街九王庙村在疫情爆发后自发

响应，村党组织和“两委”干部迅速团结全

村党员干部群众，落实大喇叭每天广播疫

情防控知识、张贴标语、排查人员、村入口

值岗等措施。 其中不少志愿上阵落实措施

的党员得到了群众的点赞，如“上阵父子

兵”黄锡坤

（村党总书记、主任）

父子、彭耀

棠

（村总支副书记 ）

父子、黎建路

（村委副

主任）

父子，“夫妻同上阵”周少平

（村党总

支委员 、村委副主任 ）

夫妇等。 疫情防控

“父子岗”、“夫妻岗”齐上阵，他们在村设

防疫检查点开展体温检测，走村入户排查

从疫区返乡的人员，守卫了自己与街坊们

的平安。

截至 2月 8日， 九王庙村劝回探访人员

累计 8290人次， 累计劝回湖北籍探访人员 2

人，测量人员体温 13120人次，登记进村外来

人员累计 3296人次，累计走访摸查 748户。

志愿者集结：协助排查及服务工作

疫情爆发后，南沙区多个镇街迅速集

结退役军人志愿者队伍。 1 月 28 日晚，榄

核镇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 次

日， 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队员自带口罩、

一次性手套，联合榄核相关社区开展武汉

籍来穗人员疫情入户排查工作，分三组一

天之内走访了约 227 户家庭。

“这把年纪还有机会实现自身价值，

我觉得非常光荣。 ”在得知龙穴街武装部

要组建疫情防控民兵排后，70 多岁的老党

员李照雄说。 龙穴街企业众多，正值返工

潮，志愿者们坚守企业员工宿舍等区域，

维持秩序、引导车辆、排查人员。 他们

还会每天到居家医学观察人员家中了

解其身体状况， 与他们聊会儿家常，减

轻其心理压力。 有街坊表示：“你们都

已经退役了，但还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为

百姓挺身而出，真挺感动的，你们自己也

要多注意安全。 ”

线上咨询群：医护志愿者在线科普答疑

“什么样的口罩才可以用？ ”“没有酒

精用白酒代替可以吗？ ”“口罩用酒精喷了

可以二次使用吗？ ”，这些问题在疫情期间

不断萦绕在街坊们心中。 为使居民科学、

理性认知疫情，南沙街上湾社区邀请了曾

参与抗击“非典”一线工作的退伍军医李

仕明和多名有医护经验的志愿者组成健

康线上咨询群，群里志愿者们主要向居民

介绍日常外出和居家防护方法，同时解答

居民提出的疑问。

社区居民谢先生说：“在这个非常时

期，有时自己只是受凉打喷嚏，心里也会

很紧张。 有了这个咨询群，自己像是吃了

一颗‘定心丸’。 ”据了解，防疫健康线上咨

询群里还有多位医护工作者在线，其中有

医生、护士、药剂师等。

记者手记

有一次我去采访复工复产

的新闻， 在跟街道的工作人员

坐同一辆车的时候，他们闲聊，

有工作人员说有个朋友问她是

否需要口罩， 但她当时都忘了

自己需要， 直接说如果能帮街

道弄到一点口罩的话就非常感

谢了。 虽然只是闲聊的话题，我

听的时候还是觉得挺感动的。

还有一次是跟街道的人去

一个复工复产的企业， 该企业

要求进入厂区都必须戴全新的

口罩， 但当时街道很多工作人

员的口罩都已经用了两三天

了。 虽然企业说会提供新的口

罩， 但街道的人说：“我们一队

十几个人， 如果进去不是有什

么实质性的工作， 那就不进去

了， 没必要浪费企业员工们的

口罩。 ” 根据实际情况当机立

断，不搞形式主义，这一点我挺

佩服的。

深湾村那位载了南沙区首

例新冠肺炎患者的滴滴司机接

受隔离后说出自己的家庭困

难， 后来南沙街驻村工作组和

深湾村 “两委” 干部去帮他筹

款，其实也没发动群众捐款，就

几个工作人员自己捐的款 ，一

共捐了

7400

元。

最大的感触还是基层工作

人员真的很不容易， 戴着一个

普通口罩到处走访， 经常是凌

晨一两点下班， 回家整理材料

到凌晨两三点才睡， 第二天又

要早起了。

微社区

e

家通记者 陈紫娴

每一项防控工作真的需要

每一位群众的配合支持理解 ，

对于基层一线工作人员也真的

要善待。 他们半夜收到信息有

返穗人员来了，立马就得出门。

一线人员人手不足， 一个网格

员就要做两三个人的活， 真不

容易。

微社区

e

家通记者 陈亨攀

榄核有个网格员大哥 ，本

来都调岗了， 结果因为综合执

法大队人手不足， 自己忙完网

格的工作还要去帮综合执法大

队的继续走访。

微社区

e

家通记者 聂佩文

写了一篇社工站主任作为

一线抗疫人物典型的稿件 ，后

来她三番两次找我说：“希望能

多报道一些一线人员， 他们都

很辛苦，我觉得需要鼓励一下，

比我辛苦的人还有很多！ ”

微社区

e

家通记者 芊慧

基层工作人员

真的很不容易

珠江街工业园区内的无人机操作员黄振辉和黄志洪。

大稳村小音箱车筐装， 走街

串巷宣传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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