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山顶社区辖内的海景中心小

区，有一位热心的在职党员———余得

顺。 自疫情发生后，他作为小区居民

及在职党员，积极投入到社区疫情防

控的工作中，经常利用下班和周末的

时间，在小区门口值守，协助保安对

进出人员进行登记、测量体温、宣传

个人防护知识等。

“我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对基层

防疫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得知小区

物业人手不足，我就在业主群里提议

想为社区做点事。 ”作为一名在职党

员的余得顺，非常关心社区的防控工

作，他主动对疫情防控方面的工作提

出了很多建议。 如督促物业管理公司

在小区大门口放消毒液的垫子，给鞋

底消毒；号召在职党员利用业余时间

轮流协助保安为居民测体温、 宣传

等。

在余得顺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

热心居民加入其中。 当小区防疫物资

短缺时，有业主为物业公司奋战在一

线的保安和清洁工募捐了口罩及消

毒物资，余得顺帮业主一起将物资送

到他们手上。“虽然近期我工作比较

忙，但是作为党员，为了守好我们共

同的家门，守护小区业主生命安全和

健康，我都尽量抽时间参加。 ”在疫情

控制的关键时刻，以余得顺为代表的

在职党员再次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传递着社区抗疫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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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逆行者（社会组织篇）

他们日夜奋战在一线，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守护居民生命安全与健康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2020年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防控阻击战骤然打响。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没有天生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普通人。 他们是逆行的医护人员，也是日夜奋战在一线的社工、在职党员、治安队队员

等。 他们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守护着居民的生命安全与健康。

自疫情发生后， 无数医务工作者

奔赴“战场”。 在员村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党支部，也有一群可爱的白衣“逆

行者”。 1月31日，广州市天河区民营医

疗第九联合党支部

（天河区员村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支部书记陈经伟，

带领党员在中心会议室举行“组建党

员突击队”动员会。 他号召大家要充分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投入到员

村街疫情防控工作一线。

作为突击队的队长， 陈经伟更是

挺身而出，冲锋在前。“起初大家对疫

情还不太了解， 加上中心防护物资不

足，有一定的恐慌情绪，这个时候我必

须统筹好，带好头。 ”疫情当前，陈经伟

首先理清思路，做好人员分工。 他将整

个中心团队分为两个大组，一个为“一

线”小组，主要负责人员排查、转运和

咽拭子采样；另一个为网格组，配合社

区居委做好居家隔离人员情况的追

踪、回访。

“大家各司其职并互为补充，开展

防控工作就逐渐顺了起来。 ”陈经伟介

绍道。 深夜的员村，常常能看到他带队

穿梭于大街小巷，开展排查、监测湖北

籍返穗人员。 面对可能存在的危险，陈

经伟没有退缩， 他说，“我们会根据对

不同人群信息的掌握进行研判， 确定

防护级别做好防护。 ”

为及时对接街道、公安部门，陈经

伟的电话24小时开机。 甚至在半夜，他

会突然接到密切接触者转运的通知，

随即马不停蹄赶往现场。 陈经伟回忆，

“有次凌晨三点，需要将员村的一名人

员转运到天河疾控中心指定的地点进

行隔离， 但他家只留下一个残疾的弟

弟无人照顾。 最终经过协调，二人一起

前往隔离点。 ”在疫情防控中，要协调

许多问题，要做很多沟通工作，但为了

大家的安全，他宁愿自己多辛苦一点，

也要守好疫情防控这道线。

“我们需要成立一个能够统筹和指

导社工如何应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

技术型部门。 ”自疫情发生后，天河区启

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副总干事顾烨

利便思索着如何发挥社工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的作用。 经过一番讨论，她提出

要在启智社工中心成立“抗击疫情技术

部”， 共动员了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18

人参与。

顾烨利是一名心理咨询师、高级沙

盘治疗师，同时也是一名资深的社会工

作督导，有10年的辅导咨询经验，曾参

与多次公共危机事件的紧急介入与创

伤辅导。 成立机构“抗击疫情技术部”只

是迈出了第一步，疫情当前，顾烨利连

夜召开部门网线会议，与团队一起起草

《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疫情防控管理

制度及服务指引》， 部署启智承接的五

个社工站“红棉守护热线”的开通及服

务指导工作。

疫情期间，市民的心理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需要紧急心理干预的案例也

不断出现。 顾烨利带领团队四处奔走，

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2月15日，顾烨利一

大早就接到前线社工反馈，一名青少年

因疫情无法上班身无分文，已在宿舍绝

食2天， 还发着高烧， 却拒绝别人的帮

助。 顾烨利立即通过线上督导，指引社

工紧急介入，在确定这位青少年无感染

新冠肺炎的情况下，通过情绪辅导和就

业资源链接，重新燃起他生存的希望。

这边刚安抚完绝食的青少年，那边

又传来有街头流浪人员要轻生的消息，

情况十分危险。 顾烨利又迅速投入到流

浪人员的救助工作中。 她表示，“在同时

处理各种突发的过程中， 神经绷得很

紧，每个决策要都充分考虑可能遇到的

风险，一天下来精疲力尽。 但我觉得能

帮到有需要的人，还是很开心的。 ”

为了让机构的同事能够有序地参

与基层抗疫工作，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

顾烨利还通过线上平台，亲自为前线社

工开设相关培训课程。 在她的带领下，

员村街社工站的“红棉守护热线”平台

能够保持有序、专业、高效地运转，目前

已为一千六百多名居民提供服务。

“我是员村的一分子， 站在这个

岗位上， 就要对村民的安全负责。”

冼伟泉在员村土生土长， 对这里充

满了感情， 做事更是勤勉果断， 工

作认真扎实。 石东治保会下属一共

五支治安联防队 （简称治安队）， 他

现担任程界西村四社治安队的队长。

以往， 他主要负责带领治安队协助

石东四社做好辖内的治安及消防安

全工作， 他的电话24小时待机候命，

自己对村里每一栋房屋、 每一位村

民的情况再熟悉不过。

自疫情发生后， 冼伟泉迅速投

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1月29日， 冼

伟泉在参加完治保会的工作部署会

议后， 立即按照石东联社的工作要

求， 布置石东小学点、 程界西村冼

氏祠堂村口点、 子富新村东门点三

个进村主要路口的管控岗口。 全队

18名队员每日分早、 中、 晚三班在

各岗口24小时值守， 坚守至今无休。

冼伟泉作为队长以身作则， 为保证

每天各岗口的队员到点情况， 他总

是很早就到达现场拍照上报给治保

会。 他说， “疫情严峻， 我们既然

是为村把好大门， 对自己的要求更

是不能松懈。”

冼伟泉在主抓疫情防控的同时，

也兼顾做好辖区的安防及治安巡查

工作。 2月6日， 一个关于“程界西

子富新村发生多人感染新冠肺炎疫

情” 的视频谣言事件在社区流传起

来。 冼伟泉及早发现跟进， 整晚至

第二天凌晨都忙于安抚群众恐慌情

绪、 全力做好解释工作， 避免了社

会的恐慌。 “无论晴天雨天， 我们

一定在村口！” 当有群众前来治安队

寻求帮助时， 冼伟泉说， 只要到村

口岗点就能找到他们。

冼伟泉还带领队员在村内开展

日常巡查， 及时发现消防隐患、 治

安问题并处理好。 3月11日下午2时，

他通过视频监控排查抓获一名盗窃

测温枪的人员， 并依法依规将其送

至员村派出所处理。 疫情期间， 冼

伟泉的默默付出也是全治安队、 全

治保会队员努力工作的缩影， 他们

为守卫村社安全、 保障村民群众健

康义不容辞， 助力打赢这场防控阻

击战。

陈经伟：

员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天河区民营医疗第九联

合党支部书记、突击队队长

带头冲锋一线不辞辛苦

顾烨利：

广州市天河区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副总干事

各处奔走开展心理疏导

冼伟泉：

员村街程界西村四社治安队队长

坚守岗位守护村民安全

余得顺：

员村街山顶社区党总支海景中心在职党员

“守好我们共同的家门”

陈经伟。

受访者供图

冼伟泉。 受访者供图

顾烨利。

受访者供图

余得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