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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街优秀疫情防控人员

用不变的初心 坚守平凡岗位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吴瑕 通讯员 黎婉颖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建设街广大社区工作者响应党中央号召，广

泛动员组织群众，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为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渠道、构

筑疫情防控人民防线付出了巨大努力。 本期，记者再次深入建设街社区，采访

了这批优秀的疫情防控人员。 他们用脚步践行不变的初心和使命，身处平凡

岗位，诠释不平凡的坚守。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也是复工复产的大后方。 在越秀

区委区政府部署下，在建设街党

工委会、 街道办事处领导下，陈

燕薇作为建设街经济服务工作

办公室组长，积极响应做好带头

作用，负责统筹、组织、协调街经

济办及其他科室共同开展楼宇、

企业防疫防控指导及复工复产

推进工作， 坚守岗位与街经济

办、 街各科室工作人员并肩作

战、共同努力。

疫情期间， 陈燕薇通过统

筹、组织街经济办同志共同为建

设辖区内近 30 栋商务楼宇、

3000 多家企事业单位通过上门

走访、电话、信息、微信 QQ 等方

式提供楼宇、 企业防疫防控指

导、 摸查及统计 1500 多名湖北

籍务工人员信息，落实防控主

体责任；摸查及统计辖内企事

业单位复工复产情况、困难及

诉求，宣传指引省、市、区企业

扶持政策申报， 有序推进辖内

企事业单位

尽早复工复

产； 通过与

区 有 关 部

门、 商协会

等途径，主动协助辖内 100 多家

企事业单位解决了 30 多万只口

罩等防疫用品，用实际行动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 同时积极支持社

区联防联控任务，支援社区防疫

防控监测点值勤，为打赢疫情防

控战争作出应有贡献。

疫情发生以来，陈琦超始终

坚持在岗位上，尽心尽力为疫情

防控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力量。 从

大年初三开始，他就放弃了休假，从

宣传贯彻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和上级有关工作部

署，到宣传越秀疫情防控的好经验

好做法， 再到基层疫情防控，都

有他的参与。

期间，陈琦超充分激发业务

能力和工作岗位能量，广泛收集

基层防疫的举措，总结越秀防疫

经验，完成多篇信息稿件。 其中，

《越秀区以优秀文化强信心暖人

心聚民心， 凝聚全民抗疫正力

量》等信息被省委、市委刊物采

用。 此外，他还向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报送了 53 篇稿件， 宣传了

越秀疫情防控好经验好做法，反

映了人民群众众志成城抗击疫

情的决心，展现了越秀在全国疫

情防控大局中贡献的突出力量。

在繁忙的工作以外，陈琦超

还利用休息时间赶赴建设街支

援基层社区防控。 他家住得远，

从家里到防疫卡点需要一个多

小时， 但他

从不喊苦喊

累， 兢兢业

业地为每一

位过往的行

人测量体温，不辞辛苦地拦下一

辆又一辆过往车辆，面带微笑地

请求司机乘客配合检测，不厌其

烦地帮助老人申领穗康码。 今年

2 月份以来， 他到社区参与基层

一线疫情防控服务 33 次， 尽自

己最大所能为织密基层防控网

补上了一针一线。

疫情防控期间，作为街道城

管科的负责人，黄双莲带领城管

队伍，对全街卡点防控进行全面

摸排，科学合理选点、设点。 为了

确保每个临时围蔽点均能围得

好，管得住，不漏一户，不漏一

人，通过租借、购买、捐赠等多种

方式，筹集了大量的水马、铁马、

帐篷等围蔽物资，为小区严格管

控做好充分物质准备。

同时，黄双莲和同事多措并

举，严格小区管控。 制定《建设街

严格小区管控工作方案》《建设

街严格临街独立住宅楼宇管控

工作方案》。 对全街 19 个小区防

控卡点进行了多次调整，扩大围

蔽覆盖范围，织大织密织牢防控

网。 同时，建立以社区专职工作

人员为“卡长”责任制，实现一卡

一长，责任到人，各卡长负责及

时做好门岗志愿者的岗前培训、

上岗考勤、 纪律管理等工作，督

促志愿者按要求在门岗入口执

勤，落实“四个全覆盖”，落实卡

长制及 24 小时值守工作。

此外，黄双莲还协助开展流

行 病 学 调

查， 切实保

障 群 众 利

益。 针对辖

区内一确诊

病例， 联合

区疾控中心、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社区居委会，发动全街力量，

在病例沿线近 500 米范围内的

小区、商业楼宇等开展持续两天

的流行病学调查，两天内共检测

核酸 2649 人次， 检测情况均正

常，无阳性。

卢福生

身份：黄华塘社区副主任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 ”建设街黄华塘社区副主任卢

福生同志，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积极响应上级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要求，以“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勇挑

社区疫情防控的重担，在平凡的社区工作岗位上，书写

不平凡的人生篇章。

此前， 黄华塘社区共摸查湖北来穗人员及国外返

穗人员 118 人，其中三人小组上门 45 人，居家隔离 19

人，以上人员的上门走访及入户测温工作，大部分都能

看到卢福生的身影。 今年 3 月，通过走访排查，黄华塘

社区发现了一名刚从澳门返回的社区居民。 卢福生在

报告上级的同时，第一时间上门与这位居民见面。经了

解，这名居民此前从澳门经珠海拱北口岸来穗，因已在

澳门隔离了 7 天，且在当地核酸检测呈阴性，其对于当

时的“集中隔离”的要求十分不理解，要求自行在家隔

离。对此，卢福生对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说服了

她收拾行李，到楼下等待专车前往隔离酒店。为了安抚

该名居民的情绪， 卢福生甚至将自己的工作餐让给了

这名居民，等到转运任务结束回到家时已是晚上 10 点

多。而第二天一早，卢福生又准时重新投入到疫情防控

的工作中，丝毫没有懈怠和退缩。

陈钰菁

身份： 建设街城管执法队

协管员

2005 年从部队退伍后，陈

珏菁先后在越秀区和建设街城

管执法队担任协管员。平日里，

他的工作主要围绕夜间工地噪音扰民、油烟扰民、违规

倾倒淤泥等现象进行监督执法。

“在社区一线防控岗位执勤， 就犹如上了战场，必

须认真工作，全身心地投入。 ”今年 2 月初，建设街全面

加强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在社区设立了多个围蔽点出

入口。从那时起，建设六马路———宜安广场的防控出入

口，从晚上 10 点到第二天早上 8 点的晚班，就成为了

陈钰菁的新岗位。“这个防控点是六马路社区唯一的车

辆出入口， 附近不仅有街道办事处、 派出所等职能机

构， 还有建设地区最大的肉菜市场， 所以早上 6 点~8

点的上班高峰，这个防控点往来的居民非常多，测温防

控的压力很大。 ”

“我会对每一位接受测温的街坊都热情喊出：‘晚

上好，体温 36℃！ ’‘早上好，体温 36.5℃’。 这样既可以

大大拉近街坊和我们防控一线工作人员的距离， 他们

也就会主动配合我顺利完成测温工作。 ”在陈钰菁的工

作袋里， 还时常放着多个备用口罩，“有时会遇到街坊

出门买菜办事忘记戴口罩，回家拿又太麻烦了，我就会

给一个备用口罩给他们， 方便大家出行。 ”4 个多月过

去，陈钰菁送出去的口罩已不下 50 个，这也换来了街

坊们对他工作的认可。知道他早上 8 点才下晚班，家住

附近清早出门晨练的街坊还会带上早餐来慰问他。

陈琦超

陈燕薇

身份：建设街经济服务工作办公室组长

身份：区委宣传部干部

黄双莲

身份：建设街城管科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