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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人生中第一次中暑

2002年，冯喆毕业后来到北京市
第六医院工作。“第二年就遇上‘非
典’，今年 3 月到位于怀柔的东城区
入境人员隔离点支援，这回的核酸检
测已经是第三次参加抗疫战斗了。”
冯喆告诉记者，面对北京严峻的疫情
防控新形势，他第一时间就在单位微
信群里回复：“召必回，回必战！”

6 月 14 日是东城区集中开展核
酸检测首日。“那天人特别多，任务特
别重。”冯喆说，“我们 6 个人到新中
街城市森林公园开展检测。因为第
一天比较仓促，帐篷都没有搭设。”在
暴晒了半天后，随着阵阵恶心和头痛
袭来，冯喆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
中暑。

“从早上 8 点干到下午 2 点多吃
午饭，大概到 3 点多的时候就已经有
点受不了了。”冯喆没有跟其他人提
及，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继续干到 7 点
多，最后还帮着大家一起收队。回到
家连晚饭都没吃，冯喆连喝了两支藿
香正气水。“第一天过后，社区也来支
援我们，把登记的任务承担起来，极
大地降低了我们的工作强度，现场效
率明显提高。”冯喆笑着说。

统筹协调检测小组工作

“第 1天 649人，第 2天 102人，第
3 天 2007 人，第 4 天 3021 人，第 5 天

5138 人，第 6 天我们院的任务是 3 万
人……”冯喆清晰地报出了每一天的
检测人数，也感慨现在大家的心态还
是挺平和的。“第一天来检测的人会
紧张一点，甚至有个别着急忙慌的。
但就在那种情况下，大家还是挺注意
扶老携幼的。”冯喆印象最深的是第
一天最热的时候，有社工带着一位孕
妇过来说能不能给她“加”一下，“我
犹豫了一下，跟大家商量说，这有孕
妇，能不能让她先查？没有一个人说
不行的。所以说咱老百姓还是挺有
人情味，挺有包容心的。”

因为在入境隔离点工作时积
累了不少经验，冯喆被医院选定为
检测小组的领队。“这是一个需要
多部门、多专业协作的事情，现场有
警务人员、街道和社区人员、区卫健
委社管科支援我们的医务人员等
等。每天需要准备多少拭子、采集
条码，要保障大家的吃喝，都得跟其
他部门协调。”冯喆说，“老北京人有
句话——你得有点儿眼力见儿啊，
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就提前准备
出来，不然你当什么外科大夫嘛？
就是这个道理。既然干这行，就要
把它干好。”

“作为党员，能为抗疫出一份力，
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冯喆觉得，这
次的抗疫行动，除了医疗卫生、街道
和各个职能部门的努力，更需要广大
居民的配合，这样抗疫行动才能够取
得胜利。

记者 李冬梅 文/摄

北京市第六医院医生冯喆坚守核酸检测工作一线

“能为抗疫出份力，
实现了我的人生价值”

”

”

本报讯（记者 李冬梅）近日，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北京市红十字会
紧急调拨给各区一批核酸检测站防
疫帐篷，主要用于辖区内核酸检测
点、街道社区等新冠疫情防控相关
工作。

东城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紧急
与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沟通，就
调拨帐篷的具体接收、拨发、搬运等
事宜进行协调；同时与辖区各街道
红十字会专干紧密联系，统计需求
数量、确定搬运地点和时间。在各

街道的全力配合下，区红十字会仅
用半天时间就完成了汇总统计工
作。随后，区红十字会及时领取并
现场发放帐篷 391 顶，总价值 46.5
万元，为各街道防疫工作提供了有
力支持。

相关新闻

区红十字会紧急调拨发放防疫检测帐篷391顶

“伞不嫌多，这儿
再支上两把。”“你已经
干了俩小时了，赶快去
吃根冰棍。”中午12点
半，沙井胡同核酸检测
采样点内一派忙碌的
景象，一位穿着绿色刷
手服的大夫脚步不停
地在院里院外调整着
工作节奏，他就是北京
市第六医院胸血管外
科 病 房 副 主 任 医 师
冯喆。

前门街道前东社区社工王佳

“能够帮助居民，我非常快乐”

本报讯（记者 刘旭阳）“热情，
能干！”认识王佳的居民总是这样称
赞他。王佳是前门街道前东社区的
一名“80后”社工，同时也是东小街2
号楼和西打磨厂 3 号楼的管楼主
任。平日里除了日常接待、服务居
民外，他还负责着东小街自管会等
社区社会组织的项目管理。“日常工
作虽然忙碌，但是能够帮助居民，我
感到非常快乐。”王佳坦言。

紧急联络商户进行核酸检测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王佳
一直负责和辖区内的商铺与企业进
行联络对接。6月，面对严峻的疫情
防控新形势，对辖区商铺了如指掌
的他，知道许多商户都是在各大菜
站、农贸市场进行采买批发，就在第
一时间与各个商铺负责人进行了联
系，及时传达了北京市疫情防控新
政策。

6 月 16 日，王佳接到指示，辖区
内所有商铺、餐饮企业人员需要统
一进行核酸检测。凭借着疫情防控
以来自己对辖区商铺摸排的情况，
他用最快的时间汇总出了辖区内 17
家企业 208 人的检测名单。“那天连
午饭都没来得及吃，赶紧在中午之
前用最快的时间完成了信息录入，
以便能赶在当天下午2点前，带领大
家到指定地点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王佳说道。

当天最高气温达到 38 摄氏度，
王佳先召集第一批次 140 人进行核
酸检测采样，接着又通过现场举牌
的方式将剩余68人以最快的速度召

集齐整合并送入核酸检测采样点，
然后又在现场协助其他工作人员维
持秩序。检测采样完成时，王佳的
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

接送行动不便老人检测采样

在核酸检测点忙碌的王佳，得
知社区有一位独居老人因为腿脚不
便，无法到检测点进行检测采样。
他和同事借来电动三轮车，来到老人
家中，载着老人前往检测点。在检测
采样完成后，他又将老人送回家中。
面对老人的感谢，他腼腆地说道：“这
都是作为一个社工应该做的。”

6月16日，王佳在检测点坚守到
下午将近 6 点。在接到检测点人员
撤离通知后，他将现场事项安排妥
当，然后才和同事一起返回社区。

希望成为孩子的榜样

王佳的爱人也是社工，疫情防
控期间夫妻二人聚少离多。作为

“战友”，他们一直互相支持，相互理
解。在家的时候，他们的话题也都
离不开各自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因为工作繁忙，他们将两个孩
子托付给父母照看，忙完一天回到家
只能通过视频通话与孩子“见”上一
面。听着孩子们稚嫩地喊出一声“爸
爸”的时候，是王佳最幸福的时刻。

时常有人问王佳：“社工这么
辛苦，值不值得？”王佳回答：“这
都是应该做的，给孩子树立正确的
人生榜样，也是我身为一名父亲的
责任。”

冬日，古稀之年，东城美术家协
会会员马兆力，钟情翰墨手绘身边的

“东城社工”。
仲夏，马兆力再次拿起画笔，他

画中的主角没有改变，“东城社工”再
次入画。

数月前，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
马兆力很少出门，他习惯透过自家
的窗户，往外看看。“穿着红马甲或
蓝大衣的社工，总是行色匆匆。”马
兆力告诉记者，“抗疫一线的医护工
作者，我不能亲眼所见。我所能见
到的是富莱茵小区的社工，每日奔波
辛劳。”

有一天，他看到社工郝俊丽为楼
门院长董志华戴上志愿者的红袖
标。“这是光荣与使命！”马兆力在心
中定格了这一画面。

当晚，热爱绘画的马兆力将这一
幕画了出来，用速写的技巧在宣纸上
勾勒社工值守的身影。只见社工郝
俊丽和党员董志华手臂上的袖标十

分夺目，红色的底色衬托着几个大字
“党员先锋 永外街道”。

经冬复仲夏，时隔4个月，马兆力
又拿起了画笔，他的笔下主角仍是身
边的永外街道社区工作者，因为在他
看来，社工是最可敬可爱的人。

无意间，马兆力在永外街道党群
办副主任辛桦的微信朋友圈看到了
一张照片：在天坛体育中心，一位街
道机关干部伸长了手臂，手指指向远
方的核酸检测点，一旁问询的两位街
道居民顺着手指的方向朝前走去。

“前几天，我也在家附近做了核
酸检测。”马兆力谈起创作的初衷，

“我觉得这些社工太不容易了！挨家
挨户地通知居民做核酸检测，陪着居
民到检测点分流等候，在烈日底下维
持现场秩序……”

于是，马兆力连续创作了5幅“东
城社工”主题画作。

“东城社工”脱去冬装、换上夏
装，扫码测温、张贴海报，相似的场

景，不同的季节，不变的是一份坚守
和使命。

核酸检测场景，是马兆力使用
“移花接木”的方式，借助真实场景创
作出来的画作。他先用铅笔在 A4 纸
上“打小样”，再按比例扩大画在宣纸
上，炭条勾勒轮廓、毛笔浓墨勾边、彩
色颜料着色晕染。

在每一幅画作上，都有一块鲜亮
的色块烘托人物，或橘色、或淡蓝、或
草绿、或明黄，给人以视觉冲击感。

5 幅画作中，有一幅画没有在现
实生活中真实发生，而是对美好生
活的期许与憧憬。这幅画叫做《粽
香浓浓 邻里情深》。马兆力告诉记
者，他希望像以前那样，端午节期
间，大家可以一起包粽子，所以他想
象戴着口罩包粽子的场景，并把它
画了出来。“但愿疫情早点过去！”这
是老人对生活的期许，也是所有人
共同的心愿。

记者 洪珊/文

从冬到夏，“东城社工”再入画

王佳整理辖区企业需要进行核酸检测人员名单。 前门街道供图

社工在核酸检测点引导居民有序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东城社工”主题画作《粽香浓浓 邻里情深》。 “东城社工”主题画作《扫健康码》。 “东城社工”主题画作《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