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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个日夜全记录

众志成城抗疫情众志成城抗疫情 携手迈向春天里携手迈向春天里

从 1月 21日率先开展辖区
内人员密集场所的防控工作到1
月26日积极投入筹备应急物资，
再到 2月 8日开始紧抓防控的同
时全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这些时间点和节点工作，串联起
仓前街道区域发展办主任王美
两个多月来坚守疫情防控一线
的脚步。

1月 21日，余杭区第一时间
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会
议，部署全区疫情防控工作。王
美立马带领工作人员走上仓前
防疫第一线，先后排查走访了几
个人员密集场所，争取最短时间
提高各场所的安全意识和防控
能力。

为了尽量减少疫情对辖区
居民的影响，王美放弃休假，坚
守岗位。每天想方设法协调超
市、农贸市场的物资供应，关注
物流行业安全运作情况。

做好企业服务，当好“贴心
管家”，是仓前街道区域发展办
的职责所在。1月 26日开始，王
美身上又多了一项任务——帮
助辖区企业筹备防疫物资。

“能不能请街道出面想想办
法？为了筹集防疫物资我已经
几天没睡安稳觉了。”疫情发生
后，电化集团余总向街道发来求
助，公司是余杭区提前复工企
业，但防疫物资告急，王美了解
情况后立即开展资源对接，终于
为这家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疫情防控期间，王美与同事
们一边从官方渠道筹集防疫物
资，另一边也发动身边一切力

量，竭尽全力为保障企业的安全
有序筹备资源。截至目前，共帮
助企业筹备口罩119670个，额温
枪247把，消毒液12.7吨。

随着 2 月 8 日企业陆续复
工，王美带着同事在抓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又投入到紧抓企业复
工和员工有序返岗的工作中去。

疫情期间，位于仓前的杭州
领织母婴用品有限公司接到了
生产口罩的特殊任务，但员工都
在外地，无法开工作业。在了解
情况后，王美立即联系派出所查
询所有员工的出行轨迹，筛选出
16名白名单员工，当天给予办理
16份出行证明，企业人员在身体
健康的情况下尽快回到了生产
岗位。企业复工第一天，就发货
口罩1万只。

筛查“白名单企业”、解答企
业复工问题、传达疫情期间相关

企业政策、复工申请如何操作、指
导辖区内企业及其员工防疫防
控、回复企业复工申请何时通过
……作为仓前街道“企业专属联
络人”之一的王美，每天都要应对
上千条微信、短信和上百个电话，
常常在回复微信的时候会连续被
不同的企业咨询沟通电话打断。
但她理解此刻企业管理人员焦急
的心情，她深知疫情防控不能松，
企业有序复工也不能慢。

疫情发生以来，每天近16个
小时都花在了工作上，已让王美
无暇顾及家中的两个孩子。而
她的爱人是区公安分局交警大
队塘栖中队副中队长，从归队开
始也一直奋战在疫情防控一
线。王美说：“疫情防控，每个人
都是真正的战士，为了‘大家’的
平安，暂时牺牲我们这个‘小家’
的团圆也是值得的。”

疫情当前更显担当 全力做好企业贴心服务人

“您好，是王师傅家吗？今
天早上测体温都正常吧？有感
觉哪里不舒服吗？有问题可以
跟我说。”一早，潘燕在社区忙着
电话询问居家医学观察人员情
况。

潘燕是仓前街道龙潭社区
筹备组副组长。去年 10月，她
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目前尚
在哺乳期。疫情发生后，潘燕
选择把责任扛在肩，把歉疚埋
在心。她将7岁大儿子、两个女
儿托付给家人，主动请缨回到
社区。

“我是一名年轻妈妈，更是
一名共产党员，特殊时期我应该
要主动发挥先锋模范的作用。”
潘燕说道。

据悉，龙潭社区是仓前街道
正在筹建的新社区，筹备组只有
4 名工作人员，辖内居民却有
2000户。潘燕和同事每天加班
加点完成摸排任务，对外地返杭
人员进行跟踪回访，每天要打上
百个电话，晚上九十点钟下班成
为日常。

“她每天都很早到岗，很晚
回家，工作认真负责。”谈到潘
燕，社区志愿者孟建华不禁竖起
大拇指。

“虽然我的小家需要我，但
是为了更多的人，我也要坚持到
底。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
我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员。现在，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这场疫情赶
快过去。”潘燕说。

无独有偶，在工作与孩子中
间找平衡的还有一位准妈妈
——姚海燕。姚海燕是仓前街
道灵源村人，今年 36岁，原来是
灵源村的党委副书记。2019年6
月，街道决定成立向往社区，姚
海燕被组织委以重任，担任了这
个筹建社区的副组长。

“距奔赴疫情第一线到现
在，已经过去两个多月。她告
诉记者，大年三十原本是自己
值班的日子，准备站好这班岗
后就跟着丈夫回老家过年，顺
便好好安胎。然而突如其来的
疫情，打乱了夫妻俩所有的计
划。

作为仓前街道向往社区筹
备组副组长，疫情发生后，她始
终奔赴在一线，每天工作到凌
晨。一得到有疫区人员来访的
消息，她便马不停蹄地赶过去排
查。她说：“我会好好保护自己，
也会好好守护小区里的百姓。”

向往社区（筹备）位于仓前
核心区块，辖区涵盖了多个商住
小区、商业综合体和众多的企业
楼宇，常住人口 6318 人，其中
90%为新仓前人。疫情发生后，
向往社区共管控居家医学观察
人员1304人。最近，社区的重点
又转向了入境人员的管控。刚
可以松口气的姚海燕和同事们
又不得不绷紧神经。“陆续有从
外国回来的人员，我们通过门岗
排查、企业自主报送等手段掌握
人员信息，第一时间加好微信保
持联系，掌握他们的身体等情
况。”

如今，姚海燕 6个多月的肚
子越发明显，每当问起她的身体
情况她总是笑笑说没事。

在孩子与工作中找平衡 做社区管控的“排头兵”

仓前街道日前招募在线翻
译“语莺”志愿者，作为街道与外
国朋友的沟通桥梁，向他们传达
积极正面的疫情信息。招募帖
子一经发出，就收到众多志愿者
报名，路明是第一位报名的志愿
者。 路明第一单“业务”的服
务对象是一位住在向往社区的
加拿大籍外教，他已在家医学观
察 8天。路明通过微信视频，向
对方解释了居家医学观察的必
要性和注意事项，同时询问对方
的需求，并及时转达给社区。社
区通过路明的精准翻译，第一时
间获知这位外教的需求和心理
状态，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地提供
服务。
“他们因为语言文字都不通，

可能不了解形势，也不知道从哪
里获取信息。了解到他们的需
求，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希望
我能帮上点忙。我很喜欢这份

‘拯救世界’的工作，希望病毒早
点被打败。”路明说。

截至 3月 9日，仓前街道共有
42位来自 8个国家的来华人员
居家医学观察，其中 11位没有
中文基础。通过此次招募的在
线翻译志愿者，让他们用“家乡
话”交流，便于了解居家医学观
察人员的需求，也可以让他们更

好地了解街道的疫情防控举措，
用更加贴心的服务，让他们在余
杭更有获得感和归属感。

目前，已有 29名“语莺”志愿
者加入队伍，涵盖了英语、西班
牙语、法语和日语等语种。

“语莺”志愿者上线 让外国朋友更安心

抗击疫情是一场人民的战
争，虽然不能像白衣战士一样奔
赴前线救人性命，但很多老百姓
在战线后方为他们加油鼓劲，也
用自己的方式向“英雄们”表达
敬意。

“在这次抗疫中，唯一能做
的，就是利用自己会剪纸的特
长，来宣传疫情防控中的中国力
量。”仓前街道灵源村剪纸艺人
谢新彪近期创作了《祈祷》等作
品，陈列在其位于仓前成人技术

学校的工作室里。虽然没有上
防疫的“战场”，可他却用自己的
才能和特长投身文艺创作，致敬
白衣天使、讴歌抗疫英雄，为抗
击疫情凝心聚力，为社会传递着
正能量。

谢新彪的剪纸艺术是余杭
区非遗保护项目之一。他从小
热爱美术，1969年到黑龙江生
活，1976年返杭进入杭一棉厂
工作。2008年开始，他接触剪
纸艺术。一般来说，谢新彪可

以每天创作一幅剪纸作品。他
说：“看电视播出的防疫报道，
我把涌现出来的人物拍摄下
来，打印好后，用不干胶进行
线条修改调整，再剪纸创作。”
《我是共产党员》《这里就是战
场》《越是艰险越向前》……一
幅幅生动的剪纸作品表达着谢
新彪对李兰娟、钟南山、张宏
雁等一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人
士的敬意。

民间艺人巧创作 展现抗疫“中国力量”

在位于文一西路的一
家酒店内，工作人员有的
在给集中医学观察人员测
量体温，有的在进行消杀
作业，有的在登记新入住
人员信息……大家分工明
确，让人看不出丝毫的紧
张。

据了解，这家酒店是
仓前街道统一协调的社会
化集置点，专门用作企业
返杭员工居家医学观察，
并且街道提供一半的房费
补贴，企业只要出 75元每
人每天。仓前街道区域发展与
治理中心副主任金捷飞告诉记
者：“如果企业有这方面需要，及

时和我们专班人员取得联系，我
们会负责跟入住酒店进行对
接。”

据了解，仓前街道共有企业

4557家，已全部复工。街
道落实专人专班，协调企
业复工遇到的问题，通过
统一协调酒店作为社会化
集置点、号召企业利用自
身技术力量投入到防疫一
线、加速推进生活配套门
店营业等方式，全面推动
企业复工复产。

浙江森马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行政总监陈海
海说：“街道在防疫方案
和人员把关、措施落地及
复工准备等方面，都给了

我们全面的指导，在整个过程中
一旦遇到困难，联系仓前街道，
都能第一时间帮我们解决。”

集中医学观察点提供安全保障 隔离疫情不隔离爱

路明（左）与外国朋友进行视频沟通

姚海燕（左三）

王美（中）

潘燕（右）

工作人员对集中医学观察点进行消杀

《这里就是战场》 《致敬钟南山院士》

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一个个挑
战摆在眼前，仓前街道提前谋划、党员
带头、精细服务，抗疫60余天来，精准施
策，多措并举，筑牢全方位的防疫网络、
满足群众日常生活需求，有力有序推进
企业复工复产。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仓前也“醒”
了。

本版组稿 孙晨 钟佳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