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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闲林人民 不平凡的抗疫 60 天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情防
控阻击战冲锋号吹响后，闲林街道各岗位工
作人员迅速响应，纷纷放弃春节休假，立即
奔赴抗疫前线。
从 1 月 20 日到 3 月 26 日，从疫情防控
到复工复产，平凡的闲林人民携手度过了不
平凡的 66 天。
“1”
“16”
“50”
“600”……一连
串数字的背后，正是大家努力付出的真实写
照。
本版组稿 张孝东 汤葛月人 徐冬

春暖花开，闲林又将迎来新气象

18 个临时党支部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
一座堡垒。闲林街道党工委迅速响应区委部
署，依托党建统领基层治理体系，切实发挥网
格化管理作用，广泛宣传动员，整合辖区各方
资源，组织调配街道机关 113 名工作人员、152
名区级下派机关党员，全部下沉到居民区协
助人员管控，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地。

闲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杨志贤为病人看诊

闲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费建萍在执勤
时和通宵执勤刚下班的丈夫在高速口邂逅

22 名主动请缨的
“战士”
“我是十几年的老党员，我报名”
“ 我把医
院视作自己的家，工作有需要，我肯定第一时
间到岗”……按照统一部署，闲林街道从 1 月
25 日开始设置了集中医学观察点，需要招募
驻点医生。通知下发后，马上得到了中心医护
人员的积极响应，当天在岗的 6 名医生全部主
动报名，
1 月 26 日又有 16 人主动请缨。
事实上，自从浙江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后，闲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7

名医务人员便取消假期，全员上岗。
今年 56 岁的杨智贤医生，本已退居二线，
面对此次疫情，这位有着近 20 年党龄的老医
师再次站了出来，申请加入防疫一线。他说，
自己作为党员，一定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
“ 我是一名党员，我爱人、儿子都是医
务工作者，这个时候我理应站出来，冲锋在
前。
”
杨智贤说。

值得一提的是，闲林街道还在主入口及
村社卡口成立 18 个临时党支部，累计参与党
员 789 名。临时党支部实行 24 小时轮流执勤
值班制度，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人员排
查、体温检测、车辆消毒等工作，为辖区居民
撑起生命健康的
“保护伞”。

3000 名一线志愿者
疫情防控期间，有 3000 余名志愿者，他们
自愿奋战在抗疫一线，为这场“战斗”贡献自
己的力量。
“ 红马甲”
“ 红袖章”们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安全的承诺。
志愿者走进生活困难、居家医观家庭，开
展“邻里守望相助”暖心服务；走进医院、企
业、村社，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人员排查、公共
秩序维护、体温检测、口罩佩戴、场地消杀等
防疫工作。
理发小队、买菜小队……闲林先后成立
了 100 余支由老党员、老干部和青年志愿者组

成的防疫志愿者队伍，参与防疫宣传、摸底排
查和应急值守。
在抗疫一线还活跃着外籍志愿者的身
影。来自浙江工业大学的留学生 Hakim 同学
在疫情防控期间，他放弃了回国与家人团聚
的机会，从 1 月 28 日开始，他穿上了红马甲，
做起了社区志愿者，赢得不少市民的点赞。
面对疫情，Hakim 说：
“我告诉家人不要担心目
前的情况，我在中国很安全。我对中国充满
信心，只要大家团结一致，
一定能战胜疫情！”

一首病房里的赞美诗
“你们虽穿着笨重的防护服，但透过护目
镜，我依然能看到那含笑的双眼，犹如春天的
花蕾。更像冬日的阳光，融冰化雪，把爱种在
心扉……”
疫情防控期间，一首来自医学观察区的诗
歌感动了闲林街道的很多人。作者是 69 岁的
陈奶奶，她之前去湖北旅游，1 月 26 日晚，返杭
后接受集中医学观察，因为陈奶奶血压与体温
均偏高，
连夜便住进了医院。
留院观察期间，医护人员们每天都要为陈
奶奶做检查，还自掏腰包为她购置生活用品。
来自街道、社区和医务工作者的关爱，让陈奶
奶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她很感动
便创作了这首《献给杭城护士站的姑娘们》的
赞美诗，
并用手机一字一字地打了出来。
2 月 7 日，陈奶奶解除医学观察，走时，她
还留下了一首离别的诗：
“杭城闲湖烟雨濛，水

波轻漾卧黄龙。应是新春龙腾越，新冠肆虐颴
妖风。华夏高擎达摩剑，定斩恶魔于华中。将
士出征无反顾，逆行只为严防控。待得春暖花
开时，举国欢腾庆奇功。”

外国志愿者 Hakim 为过往人员检测体温

50 名驻企服务员

医护人员给陈奶奶（中）讲解身体检查情况

600 余名基层工作者
孙航是华丰社区的一位 85 后村务工作
者，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大女儿 8 岁，小女
儿刚出生，从小女儿出生到现在，只在产房匆
匆见过一面。
1 月 28 日中午 11 点多，
孙航的小女儿在省
妇保医院出生了。听到孩子平安降临的消息，
孙航激动不已，
他拿起电话：
“王书记，
我老婆生
了，最快下午我就可以到岗了”。另一边，他为
老婆出院的事情各种张罗。由于孙航的母亲身
体不适，
不能同时照顾大孙女、
小孙女和还在月
子里的老婆。正在发愁的时候，孙航的嫂子站
了出来，承担起照顾小孙女的任务。解决了后
顾之忧，孙航迅速到岗投入一线。疫情防控宣
传、
车辆登记核查……一项项任务，
驱使着无数
像孙航一样的基层工作者不分昼夜地坚守在疫
情防控一线。
“只要疫情不退，我就不撤！”孙航
说道。

志愿者为辖区居民提供理发服务

据悉，从 1 月 21 日起，闲林街道组建“一办
九组”，发动 600 余名机关干部、村社工作人
员、网格指导员、网格长，全部下沉到疫情防控
第一线。

抗疫“夫妻档”并肩作战

闲林街道紧紧围绕省委“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和发展总体战”的总要求，在继续做好
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全力助推企业复工复
产。
早在 2 月上旬，闲林街道就已开始有针对
性地指导企业对员工及同住者的行动轨迹进
行摸排，了解个人户籍信息、旅居史及出行方
式，是否接触重点疫区人员等情况。根据不
同分类标准，形成“四色员工管理表”。根据
“绿蓝黄红”人群名单，确定相应人员的复工
时间和隔离防控措施。绿色人群列为“白名
单”，各企业根据“白名单”人员设置分工，同
时做好防疫工作。
此外，
闲林还通过企业沟通群、公众号等
途径，将重大部署及政策、疫情形势解读、
复工指南等信息传达给企业，及时发布和转
发各类复工政策和信息。对返岗人员通过
“一封信”、短信、微信提示、宣传画报等多
种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新冠肺炎预防等科
普知识宣传，使管理人员和一线职工充分了
解健康知识，
掌握防护要点，
做到早发现、早治
疗、
早控制。
2 月 27 日下午，闲林街道派出 50 名“驻企
服务员”，手持“服务菜单”
“ 达产清单”
“ 考核

详单”进驻 100 家企业，陪同企业一起参加我
区的政策培训钉钉视频会议，向企业送去防
疫妙招、财政
“红包”。
为了给企业外来复工人员提供合适的场
所，闲林街道还联系了 13 家酒店宾馆，帮助企
业员工解决住宿难，努力让每一位外来务工
人员有一个温暖而又安全的
“家”。
此外，闲林街道联合杭州同花顺数据有
限公司共同开发“码上入职”求职平台。这是
一款二维码小程序，操作方便简单，旨在服务
当地企业招工和应聘者求职。3 月 5 号起，闲
林街道已通过微信、钉钉等线上平台，在社区
居民群、小区业主群、外来人员老乡群等推广
“码上入职”
求职平台。

街道检查组走访复工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