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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火神山医院，习近平来到东湖新城社区，实地
察看社区卫生防疫、社区服务、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
疫情发生以来，社区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 32人，通过
封闭式管控和实施网格化管理，半个多月来保持无新增
确诊病例。见到总书记来了，在家隔离居住的居民纷纷
从阳台和窗户向总书记挥手高声问好，习近平频频向大
家挥手致意、表示慰问。

在社区生活物资集中配送点，习近平详细询问米面
粮油和新鲜蔬菜水果等生活物资的采购和供应情况，强
调要千方百计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在察看社区警务
室、卫生服务站、物业中心等运行情况后，习近平来到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了解社区实行网格化管理、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工作情况，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肯定。

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习近平同社区工作者、基层
民警、卫生服务站医生、下沉干部、志愿者等亲切交
流。习近平强调，社区作为防控的最前线，肩负的任务
十分繁重，参与社区防控工作的同志们工作十分辛苦。
大家夜以继日、不辞辛劳、默默付出，悉心为群众服
务，为遏制疫情扩散蔓延、保障群众生活作出了重要贡

献，展现了武汉党员、干部不怕牺牲、勇于担当、顾全
大局、甘于奉献的精神。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
医院救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坚持不懈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
控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防控力量要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

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
垒。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要紧紧依靠人民。要做好深
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构筑起群防群控
的人民防线。

——摘自《习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 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
医务工作者解放军指战员社区
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
干部志愿者和居民群众时强
调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
项防控工作 坚决打赢湖北保
卫战武汉保卫战》（人民日报
2020年3月11日1版）

在武汉，有不少自发组织的抗疫志愿队
伍。在一支志愿车队中，法国人弗雷德格外
引人关注。

“弗雷德，来跟我学武汉话！”搬运物
资间隙，志愿车队的武汉市民与弗雷德欢
快互动。

“搞么事？”（武汉方言，意为“干什
么”） 尽管弗雷德认真模仿，但“蹩脚”的
发音还是逗笑了在场的大伙儿。“这位法国
老铁，给力！”其他队员向弗雷德竖起了大
拇指。

1 月 26 日，大年初二，弗雷德加入了刚
刚组建的志愿车队。1 月 27 日，他写下了一
条朋友圈留言：“志愿者们正在为医院运送水
和方便面，我们要前进，而不是后退！”

这个“老外”没有食言。1 月 31 日，法
国政府组织包机从武汉撤侨，弗雷德选择
留守，与武汉人共患难。

“刚开始很困难，我穿着防护服，戴着口
罩和手套。既要开车，也要搬箱子，还要使
用翻译软件交流。”弗雷德介绍，他曾有过5

年的军旅生涯，这帮助他克服了身体和心理
的双重困难。

在运送物资途中，没有固定的“饭点”，
有时候一天一餐，还是方便面。仓库、车
厢、街边，拿起筷子就能吃。2 月 10 日下
午，在一处车库里，有人拍下了弗雷德。只
见葱、姜、蒜、椒都在面里，他一手端盘一
手拿筷，坐在板凳上吃。“我早就吃惯了中国
菜，工作餐也没问题！”弗雷德自豪地说。

3月11日那一天，他记忆犹新。清晨7∶39，
出发！从武昌到汉阳，再支援汉口。口罩、
消毒水、水果、蔬菜、面条……只要车子能
装下，弗雷德样样都送。辗转了“武汉三
镇”，自然成了“夜归人”，回到武昌家中，
已经是晚上 11 点。“我只是队伍中的一员，
每个人都是早出晚归。”弗雷德打心底里认
为，他只是一名普通志愿者。

“我们也会为医院做饭，昨晚就在为武汉
中心医院做饭。”弗雷德说。3月17日晚，一
名呼吸内科医生接过志愿车队送去的红烧肉
后，惊喜地发现，送餐的是“网红”弗雷德！下

班后，兴奋地晒出与弗雷德的合影。
50 多天时间里，弗雷德驾驶着私家车，

自掏腰包出油钱，不分昼夜奔波。弗雷德告
诉我们，他随车队跑遍了武汉及周边，支援
了数百家医院。参加志愿活动以来，他共驱
车1500余公里。

面对疫情，弗雷德冲锋在前，家人免不
了担心。“妻子和岳父、岳母最初都觉得太危
险。我向妻子保证做好防护措施，并且定时

‘汇报工作’，这才说服了他们。”弗雷德坦
言，81 岁的母亲并不知道他的工作。“她年
纪大了，我不想让她担心。”

这一切，源于他对武汉的深情厚爱。
对于这名 54 岁的法国人来说，“江城”

就是“第二故乡”。2004 年，弗雷德认识了
彼时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妻子。2007年，两人
结婚。2012年底，弗雷德随妻子、孩子来到
武汉居住，成为了武汉的“法国女婿”。

家庭美满，工作也有了着落。在武汉理
工大学，弗雷德成为了一名法语老师。“我教
的是中法班的孩子，有的学生物，有的学医
药，他们未来会到法国马赛上学。”谈到在武
汉8年的生活，弗雷德“滔滔不绝”，他爱妻
子，爱武汉，爱中国。

通过媒体报道，弗雷德曾经的同事和学
生得知了他的事迹。

“我当时既感动又担心，他在重灾区工
作，中文又不好，于是我立即发消息问候
他。”武汉理工大学的田郅扬曾是弗雷德的学
生，他告诉我们，这位法国“老兵”平易近
人，深受学生喜爱。陈明浩是武汉理工大学
法语系教师，在他眼中，弗雷德细心而热

情。“2016 年，我跟弗雷德有过一面之缘。
去年，弗雷德回学校上课，他居然能记得
我，还找出了5年前的合影！”武汉大学法语
系学生张佳阳为弗雷德担任过翻译。“他很健
谈，也很勇敢，作为一名武汉人，我要感谢
他！”张佳阳说。

正如弗雷德所说，他是中法友好的受益
者。在武汉，有雪铁龙、家乐福等法国著名
品牌，也有两国合作的“中法生态城”。据统
计，武汉是法国在华投资密度最大的地区之
一，也是中国汇聚法语人口、拥有在居法国
人最多的地区之一。

近日，法国疫情愈发严峻。中国社会各
界也持续向法国提供防疫物资，其中就包括
武汉大学法国校友会向巴黎急救中心捐赠的
1.6 万只口罩。“感谢他们的支持！中国的疫
情控制得很迅速，现在法国变得严重了，我
希望他们像中国一样重视起来。”说到家乡的
疫情，弗雷德有自己的担忧。

中国人讲患难见真情，法国人弗雷德正
是在武汉最艰难的时期为这里的人搭把手、
拉一把。采访结束前，他用法语对我们说：

“我永远爱中国和中国人民。”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有这样一
群人，他们的工作琐碎又繁重：在大家都闭
门不出的日子里，他们要走进小区的每一栋
楼、敲响每一户家门；为居民测量体温，登
记社区出入人员，帮住户买菜送菜……他们
就是社区工作者。

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医院救死
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作为站在
防控最前线的人，社区工作者们肩负重任，
他们工作中的苦辣酸甜，也是抗疫一线最生
动的故事。

“所有人平安，我们才放心”

14点30分，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华锦社
区的居民们组建的98个“门栋群”又活跃了
起来。每天这个时间，华锦社区居民都会在
微信群里填写“需要社区帮忙购置日常物资
清单”。晚上，华锦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们会将统计好的清单发给超市，方便超市
提前整理、备货。次日 11 点，社区会安排
数辆公交车、私家车和冷链车，去超市将
社区 4700 多户居民所需用品统一运回。“最
多的一天，社区为居民们采购了九万三千
多元的物资。”华锦社区党委书记、社区主
任周林说。

华锦社区的老年居民很多，65岁以上的
老人占社区总人口的 11%。社区工作者对他
们格外关注。每天采购的食品和日常用品，
社区工作者都会为不方便下楼的老人们提供
上门送物资的服务。

为及时了解大家的身体状况，社区还
呼吁老人们开启健康“打卡”——每天在
相对固定的时间，通过微信或者电话给社
区 工 作 者 们 报 个 平 安 。 要 是 过 了 约 定 时
间，周林就会一一给没有“打卡”的老人
发信息询问状况，“要统计到所有人平安，
我们才放心”。

疫情防控期间，该如何灵活运用网格化
管理，为居民提供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
成为了各地社区工作者不断探索的课题。

对此，北京市南磨房地区赛洛城社区党
委书记王建刚总结出了自己的工作心得。

赛洛城社区的3000余户居民分布在40栋
楼房里。社区里既有商品房小区，也有老旧
的宿舍楼和平房区，物业水平参差不齐，王
建刚坦言：“这样的情况使得疫情防控工作难
度很大。”

为克服困难，针对不同类型的小区，王
建刚圈出不同的工作重点：商品房多为开放
式小区，人口流动性大，需要减少出入口，
临时按封闭式小区管理；而老旧宿舍楼和平
房缺少物业管理人员，需要和产权单位沟
通，重新规划管理方式。“所有小区都实现了
24小时的严密管控。”王建刚说。

具体到细节，王建刚得考虑到方方面
面：不仅要核实清楚每位居民的居住情况和

健康状况，还要为居家隔离的居民清运垃
圾、提供生活保障、转送快递……“我的电
话 24 小时开机，号码给了辖区物业、医
院 、 学 校 ， 还 有 居 民 代 表 、 楼 门 长 、 民
警。”王建刚说，现在他的手机里有近 800
个联系人，每天要接六七十个居民反映困难
的电话。

疫情中，居民们难免会产生焦虑心理，
安抚好大家的情绪，也是社区工作的一部分。

1 月 30 日，湖南省醴陵市国光社区居民
杨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听闻消息后，
大家都急着打电话到国光社区党委书记文韬
那里询问详情。

文韬一面安慰大家不要恐慌，一面带领
社区工作人员立即行动，对小区楼道进行消
毒，在小区内张贴宣传防范措施的海报，挨
家挨户发放消毒药物。社区工作人员忙了一
整天，终于排查、走访了小区 7 栋楼里的全
部住户。

为了让大家安心，社区干部们还在小区
门口搭了一个简易的小棚，三班倒，开始了
长达一个半月的24小时轮值工作。看到社区
工作者们忙碌尽责的身影，小区居民的情绪
也逐渐稳定了下来。文韬告诉大家：“咱们严

防死守、做好防护，不让社区内出现第二例
确诊病例！”

“这段经历会让我一生难忘”

社区作为防控的最前线，肩负的任务十
分繁重。无数社区工作者不辞辛劳、加班加
点，只为守护一方平安。

李琴是一名在湖北省十堰市铸一社区工
作 6 年的网格员。同时，她也是一个八个月
大孩子的妈妈，现在仍处于哺乳期。

战“疫”期间，社区工作早七晚九，
李琴有时要忙到半夜 12 点。每天早上出门
时，孩子还没有醒；晚上回家时，孩子已
经熟睡了。“社区的同事照顾我的情况，每
天中午帮我空出来一个小时的哺乳时间”，
这也是一天里李琴仅有的可以和孩子碰面
的时刻。

但是提起这段时间的辛苦，李琴从不抱
怨。她说：“这些都是我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
必须要做的。这段经历会让我一生难忘。”

王建刚也是同样一门心思扑在了社区防
控工作上。

北京赛洛城社区平房区的物业管理人员
和设备都很短缺，经和办事处协商，王建刚
决定，白天由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负责管
控，夜晚则抽调巡防队封闭管理。为了让在
夜间巡防的同志们执勤时有个暖和的地方休
息，王建刚带着两名保安，靠着两辆小拖
车，硬是把借来的一座岗亭从一公里外给推
到了目的地。干完这趟力气活，王建刚累得
浑身大汗。

2月 26日是王建刚的 40岁生日，也是赛
洛城社区进入战“疫”工作的第34天。王建
刚和爱人都是社区工作者，为了减少风险，
两人分居两地。生日这一天，王建刚是在社
区和同事们一起度过的。在爱人给他预定外
卖送来的蛋糕面前，王建刚许下了生日愿
望：“祝所有和我们一样的工作者和志愿者平
安健康！”

文韬平时就有痛风和高血脂的老毛病。
为了防控疫情，他最近经常是每餐吃方便
面、速冻水饺，熬到凌晨两三点才能睡着
觉。一直到3月8日，文韬才休了今年的第一
个假。同事都说：“他压力大呀，这次战

‘疫’让他的头发白了不少。”
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北部湾

社区党委书记张燕来说，熬夜工作也成了常
态。“有一天凌晨，一名新增确诊患者的疑似
居住地在我们社区。我马上从床上爬起来，
回单位核查户籍簿，紧接着又接到另外的排
查任务，一直核对到天亮。不管一两点还是
三四点，电话就是命令。”

面对这样的工作强度，张燕心里想得还
是“能再多做点什么”。“我的身体还扛得
住。想到在一线苦苦奋战的医护人员，我更
打起了精神。”张燕说。

“一声‘谢谢’让我充满了干劲儿”

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联防联控、群
防群治必不可少，社区里的每一份子，都是
重要力量。

“疫情当前，光靠我们社区的 14 名工作
人员，想快速完成社区战‘疫’的所有工
作，确实力不能及。”好在，醴陵市开展了

“城乡统筹·三社联动”行动，文韬以社区名
义发出倡议，招募志愿者，立即获得了社会
各界的鼎力相助。

就这样，专业社工、社会志愿者、退役
军人等社会力量，都参与到了醴陵市国光社
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中。

3 月 11 日，天上下起了大雨，几位退伍
老兵还在坚持为国光社区站岗。文韬劝他们

“雨太大了，可以歇歇”，老兵们却哈哈大笑
说：“下点雨怕什么，我们老兵连枪子儿都
不怕！”

2 月 15 日，在防疫工作最忙碌的时候，
武汉市华锦社区迎来了战“疫”的第一位志
愿者——一位“80后”的年轻党员。他开着
私家车，帮社区居民一趟趟地运送新鲜蔬
果。又过了几天，一位高校的教师也加入到
了志愿服务队伍里来。陆陆续续，越来越多的
志愿者来到华锦社区，和社区工作者们一起起
早贪黑地忙活。“太感谢了，志愿者们就像‘及
时雨’，可帮了我们大忙！”周林感慨说。

这场战“疫”拉近了居民们和社区工作
者的距离。

醴陵市国光社区辖区内低保户、特困户
较多，很多人自家生活并不富裕。但看到值
守的社区工作者们工作辛苦，居民都轮流送
牛奶，送热乎的饭菜。

李琴工作的十堰市铸一社区里有一位 80
多岁的老奶奶。老人家行动不太方便，握笔
写字时手会轻轻颤抖，为了向社区的工作者
们致谢，她亲笔写了感谢信。拿到这封信，
李琴很是感动，她说：“居民们说的一声‘谢
谢’让我充满了干劲儿。”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这场战“疫”仍
在紧张地持续着。社区的大街小巷里，仍然
穿梭着忙碌的社区工作者们。

张燕说：“大家付出的点点滴滴都是小
小的爱，但汇集起来就是抗击疫情的磅礴
力量。”

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关键靠社区

居民健康的“守护神”
——战“疫”一线的社区工作者纪事

李贞 周杨瑞娟

居民健康的“守护神”
——战“疫”一线的社区工作者纪事

李贞 周杨瑞娟

弗雷德：

武汉的“法国女婿”当上了志愿者
朱春宇 朱润华

周林 （右二） 和同事把小区居民团购的蔬菜送到团购点。 资料图片周林 （右二） 和同事把小区居民团购的蔬菜送到团购点。 资料图片

2 月 4 日，将橙子转运到集中隔离点后，
弗雷德与自己的爱车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