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金丹 记者 王平

2 月 8 日，元宵节。书院镇第一居委党
总支书记在朋友圈内发了一句话六张图引
来点赞无数。

走进第一居委的一站式办公大厅，一张
几乎铺满整面墙的人口信息图格外醒目，这
张“作战图”上的不同区域被密密麻麻地贴
上了不同颜色的标识，居民家门口醒目的红
色纸条成了小区这段时间全盘安排部署防
疫工作的“好帮手”。

第一居委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
区，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在居委书记闵军
英的带头下，居委工作人员全体出动，划片
划区、明确责任、分工行动，仅用了一天时间
就对小区当前的住户情况重新排摸，并上墙
标识。

“这幢楼外来人员比较多，你们要跟踪
好，确保他们做好居家观察。”闵军英和居委

班子人员正一起站在“防疫作战图”前，讨论
防控工作的下一步安排。本市户口、来沪人
员、出租户、空关户，“作战图”上都有明确
标明，为了区分抵沪人员，第一居委通过

“红、绿、白”三色纸条作补充说明，红色
表示已抵沪、白色表示未返沪、绿色表示
未离沪，还对已抵沪的外来人员从哪儿回
来都用文字清楚地打好记号，一目了然，非
常清晰。

除了作战图，对于社区内48户空关户、
89户未抵沪居民家庭和92户未抵沪外来人
员经营的商铺门口，居委工作人员都在门缝
处贴上一张张红色小纸条，明确表明当前业
主的居住情况，旁边再贴上抵沪告知书，要
求抵沪人员及时报备和登记返沪情况。在
此基础上，居委工作人员连同社区志愿者对
上述家庭进行每日巡逻，通过查看纸条的位
置，来判断此户家庭当天是否有人入住。此
外，居委还在小区内3个主要出入口和楼道
内的醒目位置张贴二维码，确保抵沪人员能
够方便地通过扫码登记信息，让居委及时掌
握小区外来人员的动态。

“原来都是一些纸面上的数据和表格，
不直观，这张‘防疫作战图’和‘红纸条’一目
了然、有助于实现精细化管控，精准掌握人

口数量和重点人员情况。”闵军英介绍道。
他们用一张“作战图”筑牢社区“防疫

墙”，用细心、贴心、责任心守护着居民的健
康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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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周旭 记者 王平

疫情当前，万祥镇广大干部群众群策群
力，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和思路，各种奇招妙
招齐上阵，尽显群防群治智慧。

“双语”宣传声声入耳
“不去人多的地方，不举办任何聚会、聚

餐，不参加农村自办的集体性宴席，出门必
须戴口罩……”这几天，万祥镇的群众每天
都能听到流动宣传车播放的防疫宣传语。
而对于宣传车无法到达的街巷，各村居也安
排了志愿者，手拿“小喇叭”，走街串巷，进行
循环播放。考虑到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防
疫宣传语事先录制了普通话和本地话两个
版本，并且这两个版本的宣传语交叉播放，
实现人人听懂、应知尽知，确保宣传全覆盖、

无死角、不遗漏。
除了流动宣传车、小喇叭，万祥镇还利用

微信、横幅、电子屏等常规方式进行宣传，构建
起了从线上到线下的全方位宣传网。下一
步，各居委还计划引入无人机进行宣传，进一
步实现从地上到天上的立体宣传网。

“小口罩”彰显“大责任”
面对肺炎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口

罩已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如何发好口罩
也就大有讲究。

万祥镇馨苑居委跨前一步，在口罩预约
阶段就充分考虑居民需求，不断完善具体方
案，最终确定了“扫码+电话+现场”三管齐
下，并以扫码预约为主的预约方案，实现了
预约人员最大程度分流。对于腿脚不便的
高龄老人、独居老人等群体，馨苑居委志愿

者提供上门预约服务，确保预约不用愁、不
遗漏、不延误。居民预约成功后，馨苑居委
还提供“额外”服务，居委志愿者统一到药店
进行“代购”，按预约顺序将口罩送到居民手
中，并登记相关发放信息。

同时，馨苑居委还多想一步，将每天的
口罩发放信息通过居委的微信公众号上进
行及时公示，公示内容包括预约时间、发放
地址等，让居民对于口罩的发放情况一目了
然，确保了口罩发放工作的公开、透明。

特色“通行证”助守“第一道关”
“您从哪里来？”“是否去过湖北等地

区？”“身体是否有异常情况？”……最近，这
样的询问出现在了万祥镇许多出入道口、小
区门口。

为守好防疫“第一道关”，在万祥镇，各

包干工作组成员、村居干部、志愿者纷纷化
身村口“门卫”、小区“保安”，在出入道口和
小区门口设置检查关卡，实行“一道口、二人
岗”设置，严格落实信息登记、体温测量等工
作，对进出人员和车辆逢车必查、逢人必测、
逢疑必核，

如何进一步提高排查工作效率，做好返
沪人员信息登记，第一时间落实返沪人员监
管措施，成为了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为
此，万祥镇新振村拿出妙招，设计了粉蓝两
色临时车辆出入通行证，进一步筑牢了防疫
管理防线。

对本村籍村民，由各村民组长挨家挨户
统计车牌信息，并上报村委会，再由村委会
统一制作粉色通行证。通行证上清楚地标
记了发放编号、村民车牌号、组别号等信息；
而对于经排查确认后的本村租户，村委会则
发放蓝色通行证。两种通行证上印有红色
醒目的村委会印章方为有效。

一目了然的通行证信息，避免了重复排
查造成的时间浪费，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
也让工作人员有更多精力投入在外来人员
的防疫工作上。

走社区
写民生

【社区·头条】

“挂图作战”，一张红纸条实现精准抗“疫”
【社区·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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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武汉抗疫医护人员中，有
许多是护士，关键时刻，护士们不
是盘发，而是剪发，这个真的不容
易。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可以想
象这种义举的背后是怎样的一种
心境。其实，换位、设身处地，也
是隔靴搔痒的况比，是无法类比
于现场本人的真实感受的。这个
不说了，奉贤区在武汉几位护士
告诉我：盘发是小事中的小事，有
的护士因为穿防护服不方便，为
节省时间而剃光了头发，一比就
比下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学着用
眼睛做事。用眼睛，什么意思？
在与医生与护士的微信交流中，
我逐步明白：原来就是要说的话
一定说清楚、说明白，其余尽可能
用眼睛交流，因为眼睛也是嘴巴，
有时比嘴巴还会说话。

这是一个小举措，恰有着非
凡的意义。

想想也是，即使是奔赴前线
的时候，登机前，上车前，握手了，
拥抱了，最后告别的依然是眼
神。目送的眼神，世界上没有比
目送更美丽的眼神了。亲人之间
的眼神交会，就是灵魂在交融，懂

得目送背后的意思和意义也只有
在他们之间。有的是同事的眼
神，不舍的叮咛是祝福平安，会心
的眼神是等你凯旋。关爱化作了
鼓舞的眼神，鼓舞就多了一份信
任，一份力量。就是出征前，领导
讲话说明了武汉疫情和老百姓的
生活，但是真正让我们想象到武
汉百姓生活的无助和失落，武汉
百姓祈盼的真切恰是领导的眼
睛，那眼睛充满了无奈、愤怒、期
待，以及必胜的信心。这些心绪
用话说是很难感受自己当前“生
而为人”的那份幸福。

林小芹就碰到这样两位病
人，因为没有床位，就对她恶语相
向，唾沫喷面，还起身用手撕护士
的防护衣。怎么办，与他们面对
面的评论谁对谁错是毫无意义
的，只有眼神的交流可以化解。
其实看病人的眼睛就理解，病人
的眼光茫然无从，正如孩子在饥
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一样，找
不到就闹，就回避着眼前人的眼
光。这是一种无奈，无奈了就发
泄，发泄是渴求帮助。静静地看
着他的眼睛，总觉得那病人的存

在感需要得到我的认可，用他人
对他的眼光来界定自己需要的合
理性。我用眼睛看了他三四分
钟，表示了这个意思。他们停下
了，安静了，最后居然说自己过分
了。说那话时，我看见他眼里有
着泛湿的晶莹，那是眼泪。

蔡海英幸福到现在，因为与
32床大叔的交流。大叔问蔡海英
几岁了？蔡海英如实回答45岁
了。大叔惊异：怎么可能，我以为
你 25 岁。相差二十年，什么原
因？大叔说因为你“热情、活泼、
开朗”。热情、活泼，开朗可以使
人年轻，我们也知道了。蔡海英
大喜，更让蔡海英激动的是，大叔
说，我观察你眼睛好久了，很有灵
气，很有智慧。大叔给蔡海英拍
了许多的照，说要保存好照片，等
他出院了以后可以看看。看什
么，看眼睛，看一双给予他生活信
心的，甚至是生命的眼睛。蔡海
英的眼睛成了医者仁心的一个符
号，对于大叔来说，错过了这一抹
眼神，将要错过一次灵魂的洗礼，
大叔没有错失机会。

王海红与阿婆的故事感人至

深。王海红说：护士的心都是柔
软的，泪水总是不争气的流下
来。从眼里，也从心里。王海红
还有故事，一位病人不断地询问
自己的病情，甚至于到了饶舌的
地步，王海红认定这是一种求
证，希望得到在好转、在康复的
肯定，王海红用“一天比一天
好”作答，完后的输液过程居多
用眼睛暗示。王海红说，护士成
熟的标志，就是动手的时候，一
定动眼睛。爱迪生说过“眼睛里
的语言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能理
解”，何况只是千里之隔的武
汉，缩小到另一个层面，就是医
务工作者与病人的交流。眼睛会
透露心中的秘密，乔·爱略特这
样说。王海红有意透露的永远是

“你在好转”的信息，病人就在
这“好转”的氛围里，脾气好
转，身体好转，心境好转，开始
关注别人的健康了。

吴玲玲丈夫说妻子告别他时
是“用你那最炽热的目光注视
我”。这近乎诗化的语言美到极
致。这个目光让吴玲玲的丈夫读
懂了什么？丈夫说，它是嘱咐我
一定把儿子照顾好，儿子现在最
需要爸爸妈妈陪伴的时候，妻子
不在他身边，他要把妻子的角色
做到完美。毫无疑义，吴玲玲丈
夫解读是最正确的，也是优美

的。我想起奥维德的一句话，默
默的一瞥里蕴藏着千言万语。这
回千言万语吴玲玲一句也没有说
呀。隔窗相贴的双手终将分开，
丈夫跟在火车后面跑了很长一段
路，直到火车消失在茫茫的黑夜
中，这又是眼睛看到的心里的景
致，眼睛里还有远赴武汉战场的
妻子美丽身影，而且定格，直至妻
子胜利归来的那一天为止。

蒋惠佳说过这样一句话，相
信无论经历怎样的严寒，春天都
会如期而至。这种积极向上，对
未来抱有坚定信念的人是豪杰，
无情未必真豪杰，真豪杰一定有
情。去武汉的几天，看到一个个
坚定的眼神和忙碌的身影，看到
一个个生命在治疗护理下变得乐
观开朗，觉得一切辛劳和付出都
是值得的，眼里就充满阳光。蒋
惠佳去武汉前，儿子是不知道妈
妈所去为何，总觉得这是一种告
别，在窗内目送他离开时，看着
儿子的眼睛，她泪如泉涌。儿子
不舍的眼神，使她体会到了那淡
淡的依赖的爱，那是母子之爱。
但是责任在肩，擦干眼泪，挥手
作别，看一眼儿子，柔情的、坚
定的眼神熠熠发光，那是母亲的
眼睛。我们相信：有个人看她的
眼神与众不同，那是谁？那是儿
子。

最美的眼神
□高明昌

一个白衣天使的告别（外一首）

□王海

妈妈，我要走了

已来不及告诉，我只能在心里

说上一声

先生，我要走了

已来不及告诉，我只能向着这

个家庭的上空挥一挥手

女儿，我要走了

已来不及告诉，我只能向你的

身影痴痴地凝视

阿姨，我要走了

已来不及告诉，我只能向你

——好邻居说一声“再见”

再见了！再见

我已登上了驰援武汉的飞机，

一分钟也不能迟缓

那里，有八方的战友，有热血方

刚的姐妹

同仇敌忾，一起冲上防控疫情

的第一线

请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

戴着口罩，穿着防护衣。更有

组织上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

医疗队之歌

一声号令的集结，雷厉风行

队伍并不整齐，步履却凝聚成

同一个信念

说去就去！来不及与亲人辞别

时间锁在一个节骨眼上，没有

一秒的耽误

戴着口罩，

相互看不清真实面容

明亮的眼睛，照见明亮的心灵

飞机轰隆隆地向疫区宣战

冲锋陷阵，我们有“刀”有“枪”

有本领

全副武装，谁能阻？谁能挡？

与生命交锋，向前冲，奋不顾身

那滚烫的血，那涌动的情

那一双双柔白的手，托举起祖

国和人民期盼的明天

大爱无疆，心胸能装下大海

天职，医德，

给美丽的东方大地加色添彩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
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看似
宏大的命题，其实与我们每
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都息息
相关，如何把政府的服务中
心下移，如何把更多的资源
下沉，如何为居民提供更多
精细化、精准化的服务，把群
众关心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办
好，都考验着我们党的治理
智慧与执政能力，都需要一
个强有力的抓手和平台来实
现，把支部建在小区上可谓
顺势而为，民心所向。

在相关的调研中发现，
目前小区治理中主要的难点
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小区
物业管理与业主之间矛盾；
二是小区提升综合治理水平
和能力存在困难；三是缺乏
有效平台和机制促进小区共建共治共享
治理格局的完善。

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小区在党组织
设置上，以小区为单元，重新调整和设立
小区党支部，在党组织活动方式上，推广
居民小组、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和
小区党支部“四位一体”党建模式，或根
据小区各类组织实际情况建立“N位一
体”党建模式，一些小区还由物业管理处
主任担任党支部书记，把小区内各类组
织之间的联系转化为党支部内部的沟
通、协商、合作。成效十分明显。

战争年代，“支部建在连队上”是我
们的取胜法宝，新时代的“中国之治”，如
何把党组织建设和党员作用发挥落实融
合到居民日常生活中去，把城市美好生
活建设作为基层党建的时代主题，亟待
破题。支部活动服务居民生活，支部平
台引领社区治理的方式不仅贯通党全面
领导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执行路径，
更形成了横向协同、纵向到底的城市社
会治理新格局，夯实了党长期执政的根
基。

流动车宣传流动车宣传 微信号公示微信号公示 通行证守通行证守““关关””

万祥社区疫情防控尽显群众智慧万祥社区疫情防控尽显群众智慧

放歌“抗疫”英雄
□王洪

春节到来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袭来，从武汉、湖
北到全国各地，一场疫情防控狙击战
的人民战争正在打响。在这场涉及
人民生命和生存的人民战争中，从医
务人员到解放军战士，从普通民众到
社区工作者，正形成气势磅礴、汹涌
澎湃的抵御病毒强大力量，用各种各
样的英雄气概和前所未有的非凡勇
气，群防群治、同仇敌忾，让疫情这个
魔鬼没有任何藏匿之处难以肆虐。

抗击疫情，不啻为和平年代的生
死考验。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在这场没有硝烟、与时间
赛跑的人民战争中，从奋战在一线的
医务工作者，到无数的“抗疫”志愿者，
从基层社区干部，到主动为抗击疫情
作出贡献的市民，在生死考验面前，在
险情危机时刻，出现一大批“逆行者”
的身影，一个个抗击疫情的感人故事，
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交出令人感
动的优异答卷，他们堪称这个时代的
英雄人物，值得所有的人表达敬意。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危难时
刻凸显平民英雄。崇尚英雄、讴歌英
雄、用英雄精神激励民众，是当代文

艺工作者的责任。在突如其来的疫
情考验面前，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使
命，就是要用自己的作品，通过音乐、
美术、文学、戏曲等各种形式，去呈现
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最美逆行者”、表
现抗击新冠肺炎的英雄人物事迹，引
导更多的民众去致敬英雄、学习英
雄。

礼敬英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对自己经历苦难与辉煌的集体记
忆。在全国人民抗击疫情的人民战
争中，奏响英雄颂歌，演绎英雄故事，
需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贡献自己的
激情、智慧和才能，创作真挚感人的
作品，去讴歌白衣战士和最美“逆行
者”，歌颂危机关头“最可爱的人”，颂
扬各种各样的志愿者、普通的社区干
部和无数个“小巷总理”，记录广大民
众在灾难面前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
精神风貌，奉献一批留得住、传得开、
叫得响的英雄史诗，为这个时代遇到
的考验和磨难，交出自己那份优美出
色的答卷，让英雄被更多人看见，才
能让他们的英雄行为和动人事迹影
响更多人，凝聚起全国人民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磅礴力量。

雾霾终将散去，春光依然明媚
——为抗击肺疫而作 □莘小龙

高高矗立的千禧钟

绷紧了每一根神经

仰望着满天繁星

恭候芸芸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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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衢的你

川流不息

突遭一群恶魔的围攻

大伤了元气

新冠肺炎

悄悄地到处扩散

要与人类拼死作战

武汉危急

华夏遭殃

五洲四海也慌张

中南海的灯光

照耀着神州大地

嘹亮的进军号

飞过崇山峻岭

响彻在南国北疆

一排排威武雄壮的战士

不分昼夜地奔赴前线

一面面鲜艳的旗帜

飘扬在不见硝烟的战场

一个个严密防控的阵地上

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

全民抗疫的铜墙铁壁

全面阻击的巨大洪流

一定会把新型毒魔

统统埋葬

每一份请战书

都滚烫着一颗颗赤子之心

每一次驰援逆行

都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

每一间病房

都弥漫着叫人窒息的气味

每一位医护人员

都在用血汗和生命抢救生命

每一次疫情发布

都屏住了人们的呼吸

走进2020这个新年

扑面袭来的那股阴风

它的险恶企图

也许一时能够得逞

感动天地的春雷即将到来

雾霾终将散去

和煦的春风

明媚的春光

依然会一路陪伴

炎黄子孙跋山涉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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