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今年已经是庞建明放弃与家人团聚、留在北京值守的第三个
春节。疫情发生后，远在老家的妻子很是惦记，不时会打来电话询
问。每次，庞建明都会安慰妻子“没事”“放心”。他说，保洁工作虽
然辛苦，但是既然干了这份工作，维护城市卫生就是自己的责任，
再苦再累都值得。 记者 李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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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帅 王慧雯）微
信小程序助力信息采集、大数据对接
精准帮扶……随着疫情防控工作不断
深入，龙潭街道各社区在工作力度不
减的同时，逐步向科学管控、智慧管控
转型，有效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无遗漏、
无死角。

小程序和大数据让防疫帮
扶两不误

自 1月 29日起，左安浦园社区的
离京、返京人员只需扫描二维码，在线
填写信息即可完成信息登记填报工
作，大大提高了防疫期间的工作效率。

左安浦园社区面积 0.42 平方公
里，常住居民 3003 户 8016 人。“有
2637 户集中在 4 栋楼，人员非常集
中，如果挨家挨户走访摸排，很有
可能会增加交叉感染风险。”于是，
左安浦园社区副主任张璐在初期
选择电话摸排方式，对居民进行信
息登记。

“我们社区采取分片包户的形式
把 3003 户分为 5 个网格，由 4 至 5 名
网格员采用电话摸排方式对居民信
息进行汇总。”张璐回忆，那时候一个
网格员负责 150 户居民信息的汇总，

“一个人光打一圈电话下来就需要两
三天时间。”

几轮摸排下来，张璐发现了问
题。有的居民不愿透露个人信息，有
的人提供的信息前后不一致。“这对我

们后续工作的开展造成诸多不便，为
确保信息的准确，只能返工。”

疫情防控初期，正是与时间赛跑
的关键阶段。“小程序的推出正好巧妙
化解了这一问题，只需轻轻一扫，彼此
不接触就能完成信息录入，而且信息
直接汇总到后台，方便信息整合。”张
璐说。

左安浦园社区还采取“一对一”管
理机制，有针对性地通过手机短信、微
信、电话、视频等方式，指导居家隔离
人员自测体温，及时反馈身体状况，并
引导他们做好定期消毒、按时通风等
防疫措施。

与此同时，左安浦园社区还通过
加入东城区数据汇聚共享服务平台的
数据导入项目，努力使社区的大数据
信息化、精准化、智能化。“哪户是孤寡

老人、哪户是残疾人、哪户刚返京需要
隔离……通过数据的综合分析一目了
然，有了数据支撑，为社区居民提供服
务的时候就能心里不慌。”张璐说。

实名出入证让疫情防控有温度

“我们社区的49栋楼房中有44栋
没有电梯，疫情防控期间社区施行封
闭管理，居民有订水、订奶、订生活用
品上门的需求，但又担心彼此接触会
传播病毒。”光明社区党委书记刘娜
说，面对这些问题，社区努力寻求破解
办法。

于是，在加强管控、封闭管理的同
时，光明社区决定为服务人员专门办
理带照片的实名制出入证，方便其进
出。“由单位提出申请，提交快递员的

行程路径与‘北京健康宝’状态，证明
服务人员健康状况良好，再由社区备
案，根据个人身份证办理带照片的实
名制出入证。”刘娜表示，持证上岗后，
服务人员可为居民提供送水、送奶、送
报纸等上门服务，这一举措得到了居
民一致好评。

板南社区还向居民发出呼吁，疫
情防控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出行。
为活跃居民居家气氛，板南社区创新
开展线上征集居家美食制作小视频活
动，鼓励大家在微信群里晒自制美食
小视频和图片。一时间，平时主要承
担通知发布、情况通报等工作功能的
微信群活跃起来，一个个风格各异的
美食制作小视频，一张张让人垂涎欲
滴的美食图片，隔空表达着大家对彼
此的关心与关爱。

龙潭街道

龙潭街道各社区在工作力度不减的同时，逐步向科学管控、智慧管控转型

小程序+美食“云”疫情防控有温度

“我得没得‘新冠’你们不知道
吗？我现在就找你们开健康证明。”
一大早，永外街道天天家园社区来了
一位居民，因为要开健康证明和社区
工作人员发生争执。

正要去岗上交班的社工孙雪，听
见声音立马跑了过去。“葛姐，别着
急，有什么事情你慢慢说。”居民听后
一愣，过了几秒问道“你认识我啊？”
孙雪笑笑，“别看您捂得严实，我一听
声就知道您是谁，您家住在 40 号李
大妈家后面，对不对？”大姐一听，确
实是“熟人”，刚才那股火气也消了一
半，于是慢慢和孙雪讲起来。

原来，这位大姐是因为自己在家
憋坏了，想回老家透透气，但听老家
人讲，回去要开健康证明。孙雪听
后，耐心和大姐讲疫情防控形势，做
她的工作。经过一番沟通交流，孙雪
和她变成了真“熟人”，加了微信。大
姐临走时，孙雪说：“你闷了微我啊，

我陪你聊。”
疫情防控初期，孙雪作为天天家

园社区一号网格的网格长，带领组内
成员挨家挨户走访，绘制院落平面
图，并不断完善台账，按照房屋门号、
类别、重点人群进行标注，精细化掌
控每一户居民。

别看只有 409 户居民，但想把工
作做实做细却不容易。把守平房区
出入口是一项重要工作，刚开始来不
及制作出入证，只能靠眼睛辨认。大
家都是全副武装，口罩和帽子把整张
脸捂得严严实实，想辨别出居民确有
难度。孙雪根据台账先了解每一户
居民情况，再结合每日入户摸排记清
每一户居民姓名。走访次数多了，她
渐渐熟悉了大家的声音，记住了对方
体形。

笔者跟随孙雪在卡口处站了一
会儿，看见远处有一位老人拎着个兜
子。孙雪说这是住在安乐林路 40 号

的张大爷，走近一看果然是，“张大
爷，您买菜回来了啊。”大爷拿出出入
证，摆摆手，跟孙雪打着招呼。

家住安乐林路 32 号的刘淑华
说，疫情防控期间出门挺麻烦的，但
有时候需要去医院拿药，去超市买
菜，刚开始确实有邻居因为检查繁琐
抱怨过。但是，只要孙雪在岗，大老
远就特别热情地打招呼，还嘘寒问暖
地说上两句，让人觉得心里特别热
乎。“他们确实挺不容易的，严查也是
为了我们的安全。”

“听声看走路形态辨人，我觉得不
是我一个人的特长，我们这儿的社工
都可以。”孙雪笑笑说。为了熟悉这片
居民家中的基本情况，为了更好地拥
有“一技之长”，孙雪和她的队友们就
像螺丝钉一样深扎在疫情防控第一
线，筑起遏制疫情传播的铜墙铁壁，成
为社区疫情防控的一支重要力量。

通讯员 辛桦 文/摄

永外街道天天家园社区社工孙雪

这位社工
练就“听声辨人”绝活

5

●身份：北新桥街道平房物业保洁队保洁员

庞建明【讲述人】

●年龄：60岁

“城市美容师”：
以街巷为战场

抗击“非典”经历鼓励工友战“疫”

疫情为生产生活按下了“暂停
键”，环卫工人们却选择“逆行”，因为
城市的整洁有序需要我们来维护。

2 月初，辖区内后永康二巷发现
确诊病例，大家压力都很大。一方
面，防控工作必须分秒必争，胡同内
的消杀和垃圾清运工作是一项十分
重要、而且不能大意的任务；另一方
面，也有工友心里打鼓——如何做
好防护、保障自身安全？

得知工友们的顾虑，我决定用
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大家。于是，
我利用午休时间向工友们讲述了

“非典”期间每天负责清运东直门医
院垃圾的故事——

17 年前那个春天，北京是“非
典”疫情的重灾区，而东直门医院正
是抗击“非典”疫情的“战场”之一。
谁去清运医院里产生的垃圾？白衣
天使在战斗、“非典”患者在与病魔
抗争，不能让他们生活在垃圾堆里
啊！想到这些，我主动承担了这个
任务，每天做好个人防护去医院清
运医用和生活垃圾，直到抗击“非
典”胜利才回到日常岗位上。

我的亲身经历，给工友们吃下
了一颗“定心丸”。负责后永康二巷
的保洁员于江说：“与医用垃圾比起
来，清运密切接触人员生活垃圾不
算啥，只要做好防护就不怕了。再
说，环境干净了才能消灭病毒。”

负责酱房西夹道的保洁员也坚
守岗位，每天坚持保洁作业到很晚，

获得了居民的好评。

传承环卫精神争做最美
“逆行者”

1992 年初来北京，我便在北新
桥地区工作，至今已经近 30 年。因
为不能承受保洁工作的辛苦，当初
与我一起从四川来北京的亲戚和老
乡，少的一两年，多的坚持了七八
年，都陆续离开了，只有我一人留了
下来。

每天早上 4 点半起床，5 点准时
出门，一直到下午5点半以后才离开
工作岗位，除去中午短暂的午休和
吃饭时间，每天工作 10 小时以上。
我负责的青龙社区炮局头条至四条
内有 50 余个分类垃圾桶，我的任务
就是不间断地在胡同内巡视，及时
将垃圾清运至附近的草园胡同、北
官厅胡同清运站。

疫情防控期间，保洁员肩上的
担子更重了，加班加点更是常态。
道路就是我们的“战场”，要守住“阵
地”，除了确保环境整洁、干净外，更
要做好消杀工作，让居民安心出
行。所以，我们每名保洁员的身边
都多了两件“装备”——口罩和消杀
桶。以我负责的区域为例，每瓶5斤
装的消毒液，每天上午、下午分别都
要用掉3瓶。

其他工友亦是如此，大家主动
加班加点，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没
有一人叫苦叫累，更没有一个人退
缩，用行动践行着环卫精神。

冲锋在防疫一线的不仅有医务工作者，还有环卫工人那一往
无前的橘黄色身影。及时清运垃圾、定时定点消杀、处理废弃口
罩……为了维护城市整洁有序，他们以街巷为“战场”，成为抗疫一
线的另一群最美“逆行者”，为居民筑起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李冬梅 通讯员
辛桦）“用这种形式传播京剧艺术，
太棒了！”这两天，永外街道微信公
众号里一篇名为《京剧名家与永外
街坊们共克时艰》的微信刷爆了居
民的微信朋友圈，由北京京剧院一
级演员韩巨明拍摄的一段京剧知识
小视频引发了居民热议。

这段时间，永外居民积极响应号
召“宅”在家中，但大家多少都有些不
适应，觉得“闷得慌”。怎么解决这个

问题，成了永外街道工委书记陈卫兵
的心事。“永外的戏迷比较多，每到街
道举办京剧专场演出时，能容纳 400
余人的礼堂座无虚席。要不邀请一
些京剧名家和居民线上交流？”他想
到 了 经 常 来 社 区 演 出 的“ 老 熟
人”——国家一级演员韩巨明。

作为一名老党员，韩巨明在疫情
防控期间除了去单位正常上班，还要
到所在社区参与值守。听到永外街
道的想法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是我作为一名普通文艺工作者应
该做的。”得知消息后，谭派第七代后
人谭筱羽、老街坊于万增先生的爱徒

周晓盟、被誉为“活关公”李洪春先生
的嫡孙李孟嘉以及国家京剧院老旦
演员谭小令等名家也加入到永外公
益线上团队。老师们在群里就如何
与居民进行线上交流展开讨论，最终
决定将各自行当里拿手的唱段录制
成视频，并对居民学演学唱时应注意
的问题进行讲解，让居民们在家就能
享受到京剧艺术，进而起到鼓舞人
心、传递信心的作用。

据悉，“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
微信公众号从 3 月起每周将推送
一期《京剧名家和您聊聊京剧这
点事》。

京剧名家线上与居民聊京剧

永外街道

孙雪为居民测量体温。

庞建明在胡同进行清扫作业。 北新桥街道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