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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德人

他们是猎德居民防疫“守门人”

自 1月 23日广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以来， 猎德街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疫情防控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区相关部署，围绕“依法、科学、有序、有效”的工作要求，加

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健全“三个台账”、完善“三个网格”。 全街人员主动取消假期，兢兢业业、加班加点，

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齐心协力打好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战“疫”期间，

一个个故事在这里上演。

信息时报记者 刘展萍 通讯员 曾庆茹 孙振林 肖大伟

“我先生要我和您说特别感谢您，

一直忙前忙后还陪他到凌晨， 他刚刚

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表达谢意， 所以特

意让我发信息给您说一句：谢谢，辛苦

了！ ”这是猎德街某小区泰国籍发热人

员的妻子刘女士于 2 月 27 日凌晨 1

点 53 分发来的感谢短信。 收到短信

后， 街道基层干部徐爱卿只是谦虚地

说，“不客气哈， 重要的是找出他发烧

的原因，排除了忧虑。 ”

据了解，发热病人是泰国籍人员，

居住于猎德街某公寓楼，2 月 11 日已

被送往省二医院就医，填写了《关于对

外籍人员进行领事通报的声明》，并进

行了抽血、胸片等检查。街道领导高度

重视，勇于担当，按照市、区及街道疫

情防控工作方案， 安排残联理事长徐

爱卿主动联系其妻子和其他家人，一

方面加强心理疏导，避免过分焦虑；一

方面指引刘女士做好居家隔离， 及时

在“穗康”小程序上进行健康申报。

经过详细检查， 泰籍人员两次核

酸检测均为阴性， 排除感染可能， 2

月 12 日出院后即回到公寓居家隔离。

隔离期间， 街道及社区“三人小组”

加强该公寓的综合防控， 要求公寓严

格执行市防疫指挥部 3 号通告， 按照

“扫码登记， 逢进必检” 要求， 落实

居家隔离人员“8 个一” 管理和人文

关怀措施。 同时， 加强对公寓的全面

消毒， 统一收运废弃口罩， 防止二次

污染。

2 月 26 日隔离期满， 该泰籍人员

解除观察， 但是又出现发热、 咳嗽现

象。 街道领导及关爱小组立即出动，再

次上门关怀，并立即联系医院，准备进

一步查找反复发热原因。 经过街道领

导多方沟通、 反复协调， 争取到救护

车，由徐爱卿陪同其抵达医院。 该泰籍

人士既无网上支付 App 和中国的银行

卡，又无现金。 于是，徐爱卿联系其妻

刘女士代转医疗费用，安排其挂号、住

院，陪同做好 CT、核酸检测等检查，并

争取到专家会诊，最终排除感染可能。

得知只是普通肺炎， 大家才齐松一口

气。 街道领导及徐爱卿马不停蹄，从下

午三点忙到凌晨两点，全程跟进，不暇

寝食， 也就有了文中开头的刘某的感

谢短信。

基层干部勇担当 关爱外籍人员

徐爱卿：猎德街残联理事长

作为社区居委会主任，朱虹从 1

月 23 日

（年三十）

开始一直带领猎德

社区团队，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带领社区战疫情。连续加班加上在外

经常奔波， 朱虹染上风寒病倒在岗

位，在居委同事的劝说、街道领导的

要求下，其回家暂时休养，在家中两

台手机、移动电脑也不停歇，其家人

笑称她就是换了地方办公而已，期间

还协调解决辖内一名确诊病例治疗

出院后的住宿问题。 病情稍微好转，

朱虹又向街道领导“请战”申请回到

工作岗位上。

目前猎德社区居家隔离人员总

数为 50 户 96 人，仍在隔离人员为 4

户 8 人， 居委会不仅为其提供送菜、

送药、送货上门服务之外，朱虹也经

常主动联系居家隔离对象，了解其居

家隔离期间是否遇到困难，做好其心

理疏导。 其中一户隔离对象反映，其

妹妹作为密接对象被集中隔离时，身

体极度不适被转运到天河区中医院

就医。经检查发现，其消化道出血，肺

部有结节并积水，判断有肿瘤，建议

转运去其他三甲医院。 因种种原因，

转运过程存在重重困难，其姐姐因为

在家居家隔离无法外出，在广州也没

有其他亲人可以帮忙， 心急如焚，哭

泣不止，一度扬言妹妹得不到合理救

治的话会做出过激行为。朱虹一边安

抚其情绪， 一边将其情况向街道反

映，经过多方协调，由中山三院医生

到天河区中医院对其妹妹进行会诊，

2 月 23 日其妹最终顺利转入中山三

院进行诊治。

此外，随着外籍人士的防疫工作

也愈加繁重，为了更好和外国人士沟

通，朱虹也孜孜不倦学习各国一些简

单的对话用语。鉴于辖内韩国人租客

较多，她也在上门排查时，动员一直

在穗的韩国人作为志愿者当翻译，陪

同其一同上门，更好地宣传与沟通。

除此之外，街道、社区其他工作

人员也在积极认真完成防疫工作，为

切断辖内一切可疑传染源头，默默奉

献着自己的力量。 日前，猎德街紧锣

密鼓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街道党工委

领导带领 6 大网格 70 余小网格工作

人员，日以继夜奔走在社区一线。 舍

小家为大家，他们为居民筑牢防疫第

一道防线。

街道工作人员：

疫情不止，我们不退！

社区工作人员：

居民就是家人，每一件小事，都是家事

日前，辖区居民段阿姨之前被确诊

新冠肺炎，经过治疗出院，她的出院医

嘱建议仍需隔离 14 天。 经过街道的积

极协调，段阿姨在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陪同下回到了家。

为了让她能安心在家，帮她采购了生活

用品和 4~5 天的食材。 社区工作人员跟

段阿姨说：“阿姨， 您在家好好休养，我

们每天都会上门帮您倒垃圾，社区医生

会定期上门帮您检查身体。 有什么需要

您直接给我们打电话。 ”

段阿姨的女儿得知母亲安全到家，

非常感动， 她在公共平台上发信息说：

感谢猎德街道办和居委会急人民之所

急，连夜处理问题，我为基层干部认真

负责的态度，人性的关怀点赞！

大家都在与家人团聚，准备年夜饭的时

候，猎德街道工作人员已经上岗工作。 大年

三十，居委会工作人员逐一向社区湖北籍居

民打电话确认他们的行程和动向，建立一人

一档健康台账。 大年初二，街道工作人员取

消休假，来到各个公交车站值守。年初五，除

湖北籍员工外，街道大部分干部职工已经返

回岗位，投身疫情防控。 为了让居民都能在

穗康小程序上做好健康申报，街道全体工作

人员出动，挨家挨户宣传告知。 他们每天逐

一上户为所有湖北返（

来

）穗人员测量体温，

认真记录出行情况。

半个月连轴转，天天加班至深夜，工作

人员小林每天到家，8 岁的女儿和家里老人

已经睡着了。 饭桌上放着母亲温好热汤，还

有女儿写的一封信：“妈妈，你答应晚上回来

陪我做蛋糕，可是很多天了，你都没有陪我。

我本来决定了不跟你说话了， 但是我知道，

你也很辛苦，你要加油！”那一刻小林心里满

满的感动， 她在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工作还在继续，疫情不止，我们不退！ ”

社区在职党员：我有余力，定当付出

社区防控是疫情防控的基础环节

和前线“战场”，这场战“疫”到了更加关

键的时刻。在职党员徐先生为他服务的

社区送来口罩和酒精等急需的防护用

品，社区工作人员非常感谢。徐先生说：

“无需感谢，应尽的义务，我有余力，定

当付出。”他的举动带动了其他党员，有

的党员主动请缨，跟着社区工作人员向

居民宣传个人防护防疫知识。党员卢先

生说：“说实在的，现在外出家人也很紧

张，我也有点害怕。但我们是党员，一定

冲在前面，为了守护大家的平安，辛苦

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

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猎德街道全

体人员努力跟时间赛跑， 认真地跟疫情较

量，坚决为辖区居民把好防控防疫之门。

朱虹联合社区医生、专区民警，

形成“三人小组”上门为居家隔离对

象测量体温。 通讯员供图

2

月

26

日隔离期满， 街道干部

徐爱卿

(

左）为泰籍人员送上关怀。

通讯员供图

居委主任不退缩敢担当

朱虹，猎德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

街道全体工作人员为

居民测量体温。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