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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伟大抗
疫精神，充分激发全
国民政系统广大干
部职工和城乡社区
工作者干事创业的
责任感、使命感、荣
誉感，2020年，民政
部授予498名同志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优秀城乡社区
工作者”称号。海南
共有 10 人获此殊
荣。本报特摘登他
们的基本情况和先
进事迹，敬请关注。

陈俊清，1973年3月出生，2014年4月参加
社区工作，在秀中社区工作已6年。

2020年1月，在接到通知后，陈俊清第一时
间返回工作岗位，参与疫情防控工作。陈俊清的
女儿才两岁多，爱人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医务人
员，为了疫情防控工作也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陈俊清把女儿交给在老家的岳父岳母照顾，
全力投入到疫情防控中。

疫情期间，陈俊清严格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对武汉（湖北）返琼人员、发烧人员进行“地毯
式”排查登记，将疫情防控注意事项和《致武汉（湖
北）返乡人员的一封信》等通过微信推送、广播宣
传、标语张贴等形式进行公示。通过上门、电话联
系、小区业主微信群排查、物业协助排查等方式，

3天时间内实现社区排查全覆盖。
疫情期间，该社区排查到7名来自湖北黄石

市的人员2020年1月24日抵达海口。陈俊清第
一时间上门通知相关人员，必须居家隔离观察14
天。他不断地安抚居民情绪，同时自费购买体温
计给居民测量体温，耐心解释当前疫情防控措施，
让他们及时了解防控要求，取得了湖北籍人员对
居家隔离观察工作的理解和配合。为了更好地做
好居家隔离人员的管理工作，他每天通过微信和
相关人员沟通交流，了解他们所需。陈俊清共计
服务抵琼居家隔离居民28户68人。

疫情期间，陈俊清为辖区居家隔离观察的13
户居民提供门边服务，为他们提供日常生活用品
购买、生活垃圾运转、快递代收等多种贴心服务。

海口市秀英区秀英街道秀中社区专职工作人员陈俊清：

舍小为大显担当
王陛雄，1977年10月出生，2000年12月开始

参加社区工作。
收到全员取消春节休假的消息后，王陛雄立即

返回工作岗位，开始组织全体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入
户排查，带领海榆东社区党员干部日夜奋战在疫情
防控一线。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王陛雄精心谋
划、细致部署，通知社区工作人员取消假期，全员上
岗。海榆东社区成立社区党员战斗中队，王陛雄担
任战斗中队队长，迅速动员党员干部群众开展群防
群控，发挥党组织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组织群众、宣
传群众的战斗堡垒作用，为打赢这场硬仗提供坚强
组织保证。疫情期间，工作任务艰巨，王陛雄对封闭
小区居民进行安抚并主动安排工作人员帮忙购买配
送生活物资；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满足

辖区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引导大家及时调整心态，帮
助大家树立战胜疫情的信心。

王陛雄认为，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就应该热心服
务群众，在疫情防控中冲锋在前。在防控疫情的过
程中，他带领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物业工作人
员、志愿者，始终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每天上传下
达，安排部署工作，走访排查社区重点小区，张贴宣
传资料，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知识普及、入户走访等工
作，各小区的疫情防控卡口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
影。每天晚上回到办公室后，王陛雄详细了解疫情
防控台账建立情况，安排下一步的具体工作。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王陛雄坚守岗位、恪
尽职守，带领党员干部群众奋战在一线，将辖区居民
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发挥了一名
共产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

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海榆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王陛雄：

凝心聚力筑堡垒

王妹，1985年4月出生，2014年1月至今在
白坡里社区工作。

去年春节假期尚未结束，王妹和许多社区工
作者一样，在接到提前返岗的通知后，立即回到社
区，着手开展入户宣传、排查工作，防止疫情蔓
延。她把5岁的女儿和2岁的儿子留在老家由爷
爷奶奶照看，一个人回到海口把时间精力全部投
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王妹服务的网格内共有11个小区，只有一个
小区有电梯，其余小区的居民上下楼都是走楼
梯。疫情发生后，她几乎每天都一层一层爬楼梯
去做入户排查，一户一户敲门，微笑迎接每一个居
民，确认辖区居民的身份信息。询问居民是否发
热咳嗽？是否从异地归来？并在显眼的位置贴上
宣传单。

在摸排的过程中，得知网格中有一位80岁高

龄的老人需要做高龄老人认证，王妹立即上门为
老人服务，得到老人的赞许。

除了入户排查，王妹还与社区同事一起承担
几个疫情防控卡点的值守任务，对进出白坡里社
区的人员、车辆进行登记，给进出的人员测量体
温，发放“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帮助小区居民
办理出入证、申领“海南健康一码通”，协助从省
外返回人员扫码填写《美兰区返琼人员健康登记
表》。在走访过程中，王妹得知交警公寓宿舍有
居家隔离的住户手被烫伤，王妹为其购买药品并
送到家门口。

网格内很多居民、物业管理员对王妹比较熟
悉，疫情期间，大家遇到问题也会向她咨询，寻求
解决办法。网格中有一户从湖北回来的住户，在
湛江医学观察14天，期间多次与王妹联系，咨询
回海口需要注意的事项，王妹都耐心予以解答。

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街道白坡里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王妹:

热心服务暖人心

欧阳亚林，1975年2月出生，2006年1月参加
社区工作，先后在美舍社区、美丽沙社区工作。

美丽沙社区有“三多”：流动人员多、“候鸟”人员
多、境外人员多，给防疫工作增加了难度。疫情就是
命令，正在老家休年假的欧阳亚林主动放弃与家人
团聚的机会，大年初一就返回海口。欧阳亚林带领
社区工作人员开展“拉网式”防控宣传、排查，做到不
漏一户、不落一人。发动小区居民积极参与联防联
控，要求辖区物业服务企业24小时安排人员值班，
对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发放小区出入证，人员凭证
出入，实行扫码、量体温出入登记制度。为了加强管
理，美丽沙社区安排人员在辖区居家医学隔离居民
入户门上贴“福”字作为标识，并在小区显眼位置张
贴居家隔离户通知等，大力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落实

疫情防控要求。
疫情防疫工作既要管理，也要服务，防控工作必

须以人为本。有一天，欧阳亚林接到上级紧急任务，
要立刻协助转移疫区来琼的居家隔离对象，落实集
中隔离要求。该对象因对疫情防控政策不理解，坚
持不前往集中隔离点，认为是社区工作人员故意刁
难她，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谩骂。欧阳亚林耐心做
当事人的思想工作，经过近1个小时的沟通，最终当
事人同意前往集中隔离点。

入户排查、为居家隔离人员提供服务等工作存
在风险，从疫情防控工作一开始，美丽沙社区党支部
就成立了党员先锋队，党员率先垂范、冲锋在前。欧
阳亚林带领党员知难而进，全力守护社区群众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获得了群众的认可。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街道美丽沙社区党支部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欧阳亚林：

率先垂范抗疫情

黎旭旭，1984 年 8月出生，2018 年 7月任
现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黎旭旭主动放弃春节
假期休假，积极参加疫情防控，在南新居开展湖
北武汉籍人员排查工作。作为南新居疫情防控
指挥部副指挥长，黎旭旭迅速组织动员社区党员
干部群众和志愿者，开展疫情防控宣传活动，宣
传疫情防控政策，普及防疫知识，着力增强工作
人员开展疫情防控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黎旭旭协助南新居党委组织召开疫情防控工作
部署会，同资料组一起起草疫情防控方案，组建
疫情防控摸排网格小组。每天都要对南新居6
个疫情防控摸排登记网格上报的各类数据进行
汇总整理，与医护人员一起上门给居民测量体

温，动员重点人员做核酸检测，摸排返乡和境外
入琼人员。

2020年1月22日，南新居党委召开疫情防控
工作部署会后，黎旭旭迅速动员广大妇女骨干参
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先后多次带领大家在辖区
内发放宣传册、张贴海报。

黎旭旭以各种宣传载体为抓手，多措并举，全
面抓好疫情防控宣传工作。疫情期间，黎旭旭带
领网格员悬挂宣传横幅45条，利用疫情防控广播
宣传车，每天在辖区内进行流动宣传，发放疫情防
控宣传册和单页约5500份，张贴海报160多张，
发动工作人员、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居民群众通过
微信等渠道，积极转发宣传信息，帮助居民群众及
时了解疫情防控措施和防疫常识。

三亚市吉阳区南新居党委委员黎旭旭:

宣传政策不遗力
黎业娓，1971年2月出生，2017年4月任现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黎业娓第一时间响应号

召，放弃春节休假回到工作岗位上，全身心投入社区
疫情防控工作。黎业娓是三亚市天涯区朝阳社区专
职社区工作人员，负责联系社区第七网格。疫情期
间，网格内的大小事务，黎业娓都尽心竭力完成，将
各项防控政策落到实处。

黎业娓按照社区的工作部署，对网格内所有住
户、商铺进行入户走访、登记、核查，摸清所负责网格
内的基本情况。认真做好流动人口的信息排查工
作，做到“幢不漏层、层不漏人、人不漏项”，对每户居
民的情况都能做到心中有数。网格内如果出现发烧
患者，第一时间上报，并每天监测患者健康状况。黎
业娓重点加强对社区特殊群体的照护，保证每天到

特殊群体家中走访，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提供基
本生活保障。

在疫情防控中，黎业娓一丝不苟做好所负责
网格的环境卫生清洁工作，协调辖区内物业管理
公司，严格落实小区消杀工作任务，努力提高日
常管理水平，使网格内环境整洁有序、无卫生死
角。黎业娓利用微信群、社区公告栏等居民经常
接触的宣传阵地，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发布当地
最新的疫情防控政策和举措，安抚社区居民情
绪。

对网格内不理解、不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的居民，
黎业娓总是耐心劝说，耐心做思想工作，给大家讲清

“不聚集、不聚餐，停办喜事、简办丧事”的重要性，最
大限度阻断疫情的传播。

三亚市天涯区朝阳社区专职工作人员黎业娓：

守土尽责保平安

姚惠，1986年3月出生，2016年7月当选朝
标社区居委会委员。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去年1月24
日接到上级通知后，姚惠在朝标社区疫情防控小
组的安排部署下，日夜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恪
尽职守、任劳任怨，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宣传、
卡口排查、环境消杀等各项工作。

去年初疫情发生后，姚惠主要负责朝标第八、
九居民组107户315名居民的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及万泉河家园五栋一单元31户79名外来人员的
测温、信息登记、生活物资保障等工作，根据省、
市、镇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部署，姚惠冲在疫情防
控一线，走村入户排查辖区居民基本情况并进行登

记造册，做到不漏村、不漏户、不漏人，不留死角。
在入户排查登记中，少数居民有抵触情绪，甚

至恶语相向。面对不配合的居民，她总是耐心细
致地解释，安抚居民们的情绪。

为了保障31户79名居家隔离人员日常生活，
姚惠积极配合镇政府及爱心企业先后3次向万泉
河家园居家隔离住户免费派送生活物资。同时，向
社区群众发放疫情防控宣传资料1.5万份，向社区
群众发放口罩1.15万只，向万泉河家园发放防护
服20套，向辖区14个小区、11个村民小组发放消
毒液52瓶。为了及时发放防控物资，姚惠经常加
班加点工作，经常不能按时吃饭。同时，配合社区
工作人员对进出人员进行体温监测，任劳任怨。

琼海市嘉积镇朝标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姚惠：

任劳任怨冲在前

李成义，1976年6月出生，2013年8月参加社
区工作，2016年8月任现职。

疫情发生以来，李成义积极响应上级部署，
全力做好宣传、排查、劝导、管控等各项疫情防
控工作。

官塘村片区道路四通八达、人员构成复杂，防控
难度大。针对住户分散，春节期间“候鸟”人数多等
特点，李成义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分组分人、分片
包干，该村“两委”干部立即开展入户排查，第一时间
筑牢防线。李成义用小喇叭在村里宣传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知识，劝导大家少出门、少聚会，组织人员发
放宣传资料、张贴宣传标语，官塘村的LED显示屏
滚动发布最新的疫情防控信息。

去年1月30日，天来泉小区（二期）对来自重点
疫区的人员进行居家隔离管理。从那天起，李成义
每天3次义务为这些居家隔离人员送去各种生活用
品。也是从那天开始，李成义每天和村干部一起在
各个卡点检查防疫工作开展情况，督促工作人员认
真做好信息登记、消毒、体温监测等工作。为及时全
面掌握防疫工作情况，李成义每天都要在8个村民
小组、辖区9个小区和7个主要路口的卡点处不停
来回奔波。

新春佳节，李成义放弃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
光，坚守抗疫一线，带领官塘村干部做好联防联
控、民生服务保障等工作，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
初心和使命。

琼海市嘉积镇官塘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李成义：

全力战“疫”践初心

詹达能，1972年10月出生，2016年6月开始
任现职。

去年农历正月初一，在接到关于疫情防控的
通知后，詹达能迅速组织社区干部、居民小组长
召开会议，传达上级关于疫情防控的要求。詹达
能与社区干部认真研究，科学划分网格，打造8
个“疫情防控网格点”，每个网格点由1个党小组
负责，由党员在卡口轮班值守。詹达能发挥“疫
情防控调度员”的作用，哪个卡点需要宣传单，
哪一类人回来在不在排查范围内，哪一类人需要
卫生院工作人员上门测量体温等，对于各网格点
遇到的问题，詹达能总是第一时间协调解决。

在防疫物资紧缺的情况下，詹达能克服困
难，组织全体社区干部、居民小组长对社区内的
37个居民区，挨家挨户开展“地毯式”排查，摸清
底数，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同时，要求社
区干部、居民小组长管好各个网格点、卡口，对
出入者进行信息登记、体温测量，实行封闭式管
理，并成立5支疫情防控巡查队，对本社区“三街
四路”进行巡查管控。

湖北省咸宁县一家 5 口人于 2020 年 1 月

20日进入该社区，是居家隔离重
点管控人员。詹达能主动做
好服务保障工作，无论是每
天早晚两次的测量体温，
还是帮助其购买生活物
资，他都一一过问，切
实帮助居家隔离人
员解决实际困难，
消除他们的焦虑
情绪。面对繁重
的疫情防控任
务，詹达能坚
守岗位，50
多 天 不
分 昼 夜
工 作 ，
切 实 担
负起属
地疫情
防控责
任。

万宁市万城镇万隆社区党支部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詹达能：

兢兢业业护家园

钟传宏，1974年10月出生，2013
年5月任现职。

2020 年 1 月 25 日，已有 10 多
年没回老家过年的钟传宏，急匆

匆地从老家返回工作岗位，全
身心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

2020年 1月 30日，昌江黎
族自治县出现首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昌江县
委、县政府要求对患者居
住的福源小区及周边居
民小区进行“地毯式”排
查。从这一天起，钟传宏
就把“家”安在了办公
室，一住就是一个月。

石碌镇人民北路第
二社区是昌江县城人口
最多、辖区面积最大的社

区之一，辖区内有多个老旧居民区，给排查工作带来
了难度。钟传宏和同事克服种种困难，用4天时间
排查出从外省抵达昌江的人员（含返乡人员）109
人。

首例确诊病例出现后，2020年2月2日上午，钟
传宏带领党员干部及志愿者，进入福源小区开展“拉
网式”排查。“家里有没有从湖北过来的人员？近期
去过武汉吗？”每到一户，钟传宏都要把这些问题问
一遍，认真记录每户居民的信息。排查完福源小区，
他又带队进入和瑞园、富安、金水湾等小区、居民区，
摸排相关情况。

带队在一线排查、给居家隔离人员打电话、帮
“候鸟”人群找医生、处理居民投诉举报办件、解决居
民遇到的难题等，钟传宏每天忙得连轴转，到了饭
点，就吃八宝粥或方便面。连续加班，腰酸脚痛，钟
传宏却没有抱怨过一声。他说：“身为一名党员，关
键时刻就是要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策划/刘超 撰文/刘超 肖海军）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人民北路第二社区党支部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钟传宏：

以身作则勇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