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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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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毅：居民满意是最高褒奖
本报记者 武海丽
梁毅是独山子区政务服务中
心主任，也是克拉玛依市政协驻
独山子区金山路街道第二社区
“访惠聚”工作队的队员。疫情期
间，她又同时拥有了一个新身份：

冲锋
在前

“巾帼抗疫战士”。
“现在是特殊时期，
为居民做
好服务才是最重要的。
”
从家中返回
社区之前，
梁毅原本打算趁着休假
的机会去医院做理疗。
她患有腰椎
滑脱，
久坐或久站后就腰痛腿麻得
厉害。但是，听说社区工作忙得不
可开交后，
她主动要求立即返岗。
梁毅负责的片区住有 323 户
共 746 位居民。
她每天工作十几个
小时，为他们买菜送药、收倒垃圾
等，楼上楼下每天将近要跑两万
步。此外，为了居民在家期间的生

活保障，
她细心留意、
有求必应，
想
方设法为大家解决各类困难。
住在 28 栋的老人高桂云患
有慢性病，每周需要到医院做两
次治疗。梁毅得知此事后，及时联
系老人的女儿了解详细病情和治
疗安排，协调车辆接送老人及其
陪护的女儿。每到做治疗的日子，
不等高桂云开口，梁毅就已经把
大小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就这
样，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高桂云没
有错过一次治疗。
一个小小的水龙头，却让家

住 65 栋的居民麦合木提·喀斯木
头疼不已。几天来，水龙头漏水越
来越厉害，但是维修材料买不到，
他自己也不会修。接到求助电话
后，梁毅立刻多方寻找购货渠道，
联系维修人员，很快就帮麦合木
提·喀斯木解决了烦心事。
为居民当“勤务员”的同时，
梁毅每天还在社区大门值班六七
个小时。户外的冷风让梁毅的腰
椎疼痛症状更严重了，同事提出
代她值班，她却坚决不同意：
“大
家都不容易，我还坚持得住。”

值班时，梁毅不仅有份坚持
在心中，待人还很真诚热心。有位
居民不太理解社区工作，几次三
番对工作人员发牢骚，梁毅不气
不恼，耐心地和他沟通解释，并帮
他多方联系协调，找遍了医院、保
健站和药店，帮他买全了所需的
各类药物。这位居民转怒为喜，对
自己的行为也表示了歉意。
“其实，我们苦点累点真的没
有什么，只要居民满意了，我们就
比受到任何褒奖还要高兴。”提到
自己的工作，
梁毅这样说。

滕菲：
这段经历值得珍藏
本报记者 叶子 通讯员 郭宁
自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以来，
克拉玛依区众多默默无闻服务基
层的干部也加入到这一防疫战斗
中来。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全力
以赴投入到疫情防控和服务居民
的第一线。
在通讯社区，服务基层干部
滕菲就是其中的一员，她和在油
田公司上班的爱人徐建先后响应
号召，奋战在服务基层的第一线。
为了能够更加及时地服务基

层，他们统一听从社区安排，滕菲
和徐健分别住在社区提供的临时
宿舍里。
“他主要负责门岗的值守
工作，我负责居民楼住户的生活
服务，我们俩有时一天也见不上
面。”滕菲说。
滕菲与其他 3 名女队员负责 4
栋高层和一栋多层，约四百五十
户居民，
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滕菲每天的服务工作从对所负
责楼栋的住户门及楼梯进行消毒开
始，
紧接着挨家挨户收取居民的垃
圾。
中午吃完饭，
她们又开始统计给

居民买菜、
取药、
送菜的信息，
同时
还要按照排班表轮流值守门岗。
有的队员工作一天累得胳膊酸
痛，
家人给准备的暖宝贴、
膏药、
眼
药水等都在此时派上了用场。
“我们每天基本上都是从早上
忙到凌晨，
我们都是女队员，
从16楼
的高层一层一层收垃圾还是挺累
的，
但大部分居民都很理解我们，
也
很配合我们的工作。
”
滕菲说。
在工作之余，
滕菲最想念的就
是 5 岁的儿子。
本来她和爱人打算
过年期间带孩子出去旅行，
但突如

其来的疫情形势使一家人不得不
取消了原定的出行计划。
为了能集
中精力全身心投入到防疫一线的
工作中去，
自己和爱人选择将儿子
寄放到父母家居住。
刚开始孩子还
特别高兴没有爸爸妈妈的约束，
但
是没几天开始就想念他们了。
因为
一家三口没住在一起，
有空时只能
通过视频的方式见上一面。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我
会好好听姥爷姥姥的话！”儿子甜
甜地对着手机用手势发送了一颗
“爱心”
。

现在的滕菲已经回到了自己
的工作岗位，但这段当志愿者的
经历却让她铭记于心。
“这段时间的经历值得我珍
藏和纪念一辈子。”
滕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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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志愿者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玛依拉·普拉提
永红社区居民牙尔买买提·
吐尔逊是一名抗疫期间的志愿
者，每天都干着为居民采购配送
生活物资、收垃圾、买药这些看似
平凡的小事，但有时，一件小事也
可以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一次，牙尔买买提·吐尔逊
用小推车为居民运送生活物资，
不小心将小推车里的鸡蛋碰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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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却没有及时发现，当他爬楼
将那袋鸡蛋送到居民手中时，才
发现整个袋子黏糊糊的，现场一
度十分尴尬。
“没事、
没事，
破了的鸡蛋我们
马上就做炒鸡蛋吃掉。
你们每天有
那么多东西要给居民送，
这种事情
也是难免的。”居民十分体谅志愿
者，
二话没说就收下了鸡蛋。
但牙尔买买提·吐尔逊却在
送完所有蔬菜后自己掏钱买了十
个鸡蛋送到那位居民家中，居民
被牙尔买买提·吐尔逊感动了，又
惊讶又感激地连声说“不用、不
用，太感谢你了！”
54 岁的韩华是永安社区的一
名志愿者。成为志愿者后，韩华
每天的工作排得满满的：写表格

做登记，挨家挨户量体温、报体
温，尤其是老年人不会玩手机、不
会微信、不会填写，她就要帮他们
一步步填写；此外，她还要给居民
们送大米、清油、鸡蛋、蔬菜、水果
等生活必需品，到各家各户收集
垃圾拎下楼并统一处理，有时还
要穿插着值班、巡逻等任务。
有一天晚上近 12 时了，韩华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准备休息，
有位居民打电话过来说他买的四
百余元的生活用品已经送到小区
门卫室了，
可没人给他送到家。
韩华接完电话立马穿上衣服
往门卫那里跑。
“当时东西送过来
就已经很晚了，
我怕打扰志愿者们
的休息，就没有打电话找她，想等
第二天再说也不迟，
可韩华接到居

民的电话立即就过来取走送到居
民家里去了。
”
永安社区门卫说。
“我挺自豪的，因为我为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自己
的力量。”
韩华说。
倪振是东盛社区的一名志愿
者，2 月 1 日，在得知社区正在招
募抗击疫情党员突击队员时，倪
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同为党员的妻子也十分支持
丈夫的决定，她抱着刚 5 个月大
的女儿对倪振说：
“ 你放心吧，孩
子有我呢！”
2 月 4 日早上，东盛社区的工
作人员通知倪振前去报到。倪振
很快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之中，
开始忙碌地穿梭在东盛社区下辖
的天池东小区的各个楼栋间。

每天，
他记不清为多少户居民
送了食品和药品，
也记不清为多少
户居民收了生活垃圾、
充了水电费，
只知道自己的内衣湿了又干、
干了
又湿，
只知道自己当天的走路步数
又在微信朋友圈里排了第一名。
有一次，因为要统一为全小
区居民收垃圾，又加上当天要送
的食品和药品比较多，倪振和社
区人员以及其它志愿者一直忙到
凌晨三点才回去休息。睡前脱袜
子感觉到痛时，倪振才发现脚底
不知什么时候竟磨破了。
“作为一名党员，在这个关
键时刻就应该发挥带头作用。听
到居民感谢和理解的话语，我觉
得我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倪
振如是说。

李秋娥：坚守疫情指挥一线
本报记者 刘哲 通讯员 唐文娟
李秋娥是一名工作了13年的基
层党员干部，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她主动请缨，冲锋在社区防疫
一线。在防疫工作中，身为街道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办公室
主任的她，
不仅要做好街道疫情指

挥部上传下达、综合协调、物资供
应、后勤保障等工作，更是在一些
急、
难、
险的工作上冲在前面，
践行
着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
1 月 26 号，
古海街道工作人员
得知第三片区有外地返克人员到
辖区一庭院内居住，当即上报至
街道疫情指挥部。李秋娥向上级

主要领导进行汇报后，立刻协同
工作人员带上口罩前往该住户家
中了解情况。
通过隔门走访了解到，
由于该
庭院住户曾做过大型手术，
现在旧
病复发，生活上无法自理，需要家
人照顾。考虑到该住户的特殊情
况，
李秋娥当即组织人员建立了关

爱小组，
对该户家庭按时做好体温
监控，
主动承担起该户的关心关爱
工作，
并随时向街道疫情指挥部报
告。
李秋娥还与片区网格员一同
在微信群内向辖区居民进行防疫
知识宣传，并及时向居民告知街
道目前开展防控工作的进展情

况，强化了信息透明度，使辖区内
居民得以安心放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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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
把好社区第一道门
本报记者 刘哲 通讯员 唐文娟
“小张把我们当做亲人，把
我们的事都当成自己的事。她

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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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社区第一道门，还懂得专
业的护理知识，让我们真安
心。”家住古海街道第三片区的
独居老人何希俊说。
何希俊口中的小张，名叫
张荣，是古海街道第三片区的
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在疫情防
控的阻击战中，张荣负责辖区
内疫情防控的消毒工作，无论

是白天还是黑夜，她总是守在
卡点，对过往人员、车辆进行
登记与消毒。
一个多月来，经过她核
实、排查的 158 辆车、321 名过
往人员均无任何异常发生，为
辖区的疫情防控工作把好了第
一道进出口关。
2 月 28 日 ， 辖 区 内 独 居 老

人李令荣忽感心脏不适，拥
有专业护理知识的张荣得知
情 况 后 ，第 一 时 间 赶 至 老 人 家
中 ，发 现 老 人 已 是 脸 色 苍 白 、
呼吸困难，她当即对老人进
行 了 人 工 呼 吸 、心 脏 复 苏 等 急
救措施，为老人争取了黄金
抢救时间，并护送老人得以
有效救治 。

经历过这件事后，张荣又
利用自己学习过的护理方面的
知识和经验，通过电话和微信
群发语音等方式为辖区内老人
讲解医学防护知识及注意事
项，指导老人用药，消除了老
人们的顾虑，为辖区老人带来
安全感，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
“平凡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