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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块口香糖让 48 岁男子安心隔离
陈村镇在抗击疫情中，温暖人心的故事一串串

【记者观察】
陈村篇

陈村构筑起疫情
防控的人民防线

核心提示：
陈村镇在抗击疫情中，温暖人心的故事很多。其
中，陈村第一批集中隔离人员解除隔离的经历，以及
心理咨询师、党员王丽在开导隔离人员的故事，更是
让人感受到了春天般温暖。
文/珠江商报记者王茂浪 胡露
朱德文

指定处所进行隔离。区彬和妻子
带着女儿到陈村医院进行就诊和
初步检查。在医院的两次检查均
他：带着一家五人安 为阴性，女儿也退烧了，并经过
三天的观察后没有发烧现象。2
心回家
月 4 日，女儿出院，一家人也到
了留验点进行隔离。
2 月 6 日傍晚，陈村第一批
“刚开始时是有点不情愿
集中隔离人员，在留验点解除隔
的，但是住进去之后才感觉到他
离后都可以回家了，区彬 （化
们的用心。”区彬告诉记者，由
名） 一家五口就在其中。天黑之
于女儿年龄太小，换到陌生环境
前，区彬抱着女儿，带着妻子和
会不适应，哭闹，所以一家人开
岳母回到家中。“回到家感觉松
始很担忧。而且毕竟岳父岳母是
了一口气。”区彬舒心一笑，能
过来这边过年的，一来到没在家
够解除隔离安全回到家，非常感
里住上几天就住进留验点会让他
谢陈村镇政府和留验点所有工作
们有生活上的不便利之感。
人员这些天的悉心照顾。
区彬告诉记者，隔离期间，
区彬是陈村本地人，妻子是
小孩有任何需要，工作人员都会
湖北武汉人。1 月 23 日，岳父、
尽力满足，这让他们一家人都很
岳母从武汉来到陈村一起过年。
满意。此外，在留验点的岳父岳
区彬一家知道疫情的严重性后就
母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们都
主动上报，因岳父、岳母及一家
表示政府的服务很到位又温暖。
人身体都未出现异常，陈村镇政
“这里的饭菜一看就是精心
府要求他们一家人进行居家隔
准备的，营养搭配得很好。”区
离。
彬说，隔离期间，政府包吃住，
1 月 31 日，区彬的女儿突然
酒店里设施很齐全，每天三餐送
发起了高烧。区彬第一时间将情
到门口。每天早上和下午，安排
况上报给了一直密切跟踪的居委
医生进行体温测量，和咽拭子测
会工作人员。当天下午，陈村镇
试排查，了解每个人的身体状
政府就通知区彬的岳父、岳母到
况，有任何不适都可以直接向医

生提出，
“感觉到很安心。
”

她：促使两名男士安
心隔离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他们
还安排了专门的心理辅导小组，
很暖心。”区彬说，陈村镇政府
安排了心理辅导热线和义工人员
跟踪，关注隔离期心理健康和需
求；心理辅导小组工作人员主动
打电话给他们，了解他们的想法
和困难，提供帮助，并且会和他
们谈心，鼓励他们，非常温暖。
区彬说的心理辅导小组，也
包括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党员

王丽在内。面对隔离人员的情
绪，王丽总是面带笑容地跟他们
聊天。一名来自疫区地 48 岁男
子，入住留验点后，不但点外卖
叫餐，还一次性点了 4 瓶白酒。
“按规定，留验期间不能喝酒，
你的酒我们帮你保存，解除隔离
就给回你。”面对工作人员的关
心，这名男子大发脾气，不断大
喊大叫：“我要喝酒，我就要喝
酒。
”
王丽见状走了过来，了解他
酒瘾上来后，就说：“我每餐用
一次性杯子给你装上一点酒，你
过过嘴瘾就是。
”
“不行，我就要喝。
”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构筑
起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是防控
疫情的关键所在。多日连续在陈
村镇蹲点采访的时间里，我们看
到镇人社局党员吴慧贤在给 86 岁
的老人郭锦培送口罩，镇财政局
党员欧锦华、区伟锋一同在社区
入口驻守……
在疫情防控这场特殊的战斗
中，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
息息相关、休戚与共。我们看到
心理辅导小
了陈村第一批集中隔离人员解除
组工作人员手写
隔离回到家中的喜悦，看到了陈
的几十份便签鼓
村镇为战“疫”制定的 《陈村镇
励留验点人员，
企业复工防疫指引》《一人一档信
并留下联系方式。
息采集操作指引》《陈村镇个体工
/陈 村 镇 综 治
商户复工防疫指引》，这就可以说
办提供
明陈村在下最大力气抓好抓实企
业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更多是
在服务好企业复工复产。
“那你先嚼一块口香糖吧。”
自觉，是最有力有效的配
王丽掏出一块本来自己用来提神 合。2 月 10 日至今，每天都有满
的口香糖，塞给了对方。
足“彻底排查每一名员工与疫情
看着他嘴里嚼着糖块，王丽 发生地的关联，精准掌握员工的
就跟他先是拉家常、谈孩子的教 身体健康状况；完成‘大扫除’
育，再谈疫情带来的严峻形势， ‘大消毒’；建立健全疫情防控体
还 主 动 提 出 加 微 信 成 为 好 友 ， 系”的“三大条件”，经过陈村镇
“他的心一会就软了，主动提出 核查批准，并签订疫情防控责任
来‘那我就不喝了’
。
”
书，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另外一名男士是安徽人，从 的企业复工复产，这正在为经济
湖北自驾回来伴有干咳。“可是 大区的顺德发展注入一股陈村力
在陈村医院检查多次身体都没有 量、展现一种陈村担当。
问题，但他隔离住下后总是‘意
人民防线，人人有责。党员
见’多。”王丽说，她了解情况 王丽的工作静悄悄，但这正是陈
后，就跟这名男士细心沟通，最 村打好打赢这场人民战争，应对
终说服对方安心下来隔离。
疫情的成效。

容桂朝阳社区防疫工作做得扎实

用心服务细心防疫 守护好“朝阳家园”
容桂篇
每日早上，
容桂朝阳社区党委
书记卢予会召集社区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成员召开短暂的碰头会
议，及时总结前一天的工作情况，
查漏补缺，
并就当日的工作进行简
单地部署。
这样的工作场景从正月
初一持续至今。在卢予看来，每天
短暂的碰头会议可梳理存在问题，
有针对性地作出调整，
帮助大家做
实做细疫情防控工作。
细心防疫，朝阳社区把功夫
做在了前面，做得扎实。在日常
工作中，该社区按照片区划分统
筹流动人口管理，全盘掌握人员
情况。1 月 23 日晚，朝阳社区迅
速筛选出来自疫情发生地的人
员，通过电话线上摸查的方式，

百姓
资讯

及时掌握了人员的动向，登记在
册，为接下来的疫情防控工作奠
定了良好基础。当晚，朝阳社区
还对网吧、KTV 等人员密集场
所负责人进行劝说，让其停止营
业，阻断了人群聚集的机会。
“日常的强化管理，缓解了
疫情防控工作的部分压力。”卢
予说，社区把防控关口前移，按
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要求
做实疫情防控工作，守护居民群
众的健康安全。据统计，朝阳社
区户籍人口 1 万多人，该社区亦
提前对户籍人口进行摸排，与兴
华中学疫情防控志愿者先锋队合
作，通过电话沟通的方式实现全
方位排查，做到不漏查一人。

朝阳社区防疫党群先锋队为居家隔离人员提供爱心配送。
/朝阳社区供图
工作成效有所体现。根据摸
排所得，农历春节前，朝阳社区
返 回 疫 情 发 生 地 的 人 员 有 233
人，经过劝说后，其中有 176 人
选择留在当地不返回。回来的人

分类广告

员，社区亦掌握行踪，监督其进
行居家隔离。对于未返回并租住
房子的人员，有部分出租屋主还
主动承诺免租，缓解压力。卢予
介绍，2 月 1 日后，社区没有人

服务热线:
22313083
22313017
连 生：13302830270
陈 生：18033202158

大良荣开白蚁防治所
36 年经验老字号白蚁所
大良街道甲子路 51 号

电: 22283351 13316317880
百鸟朝除四害,白蚁防治站

灭白蚁 除四害

为方便办理刊登百姓资讯分类广告，我报在以下地址设立办理点：
大良：大良沿江北路 118 号
电话：22212413
容桂：容桂街道汇景路 10 号 （联记饭店左侧直入 50 米）
电话：28316623
伦教：伦教伦北路 8 号
电话：27732632
北滘：北滘镇居仁路 5 号Ａ座 2 号铺
电话：26393283
陈村：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锦华路 11 号
电话：23332268
乐从：乐从镇新华村新华二街 B36 铺
电话：28859545

员从疫情发生地返回，居家隔离
的人数也在减少，辖区疫情防控
形势总体平稳。
防疫，朝阳社区同步做好服
务，给居民群众带去温暖的力
量，坚定战“疫”信心。朝阳社
区党委成立了防疫党群先锋队，
与居家隔离人员或家庭结对，提
供爱心配送。例如防疫党群先锋
队青年党员们与居家隔离人员进
行微信联系，了解其每日身体状
况和日常生活所需，为其购置物
资，并送上口罩、体温计、中药等
医药用品，让他们安心在家隔离。
卢予记得，有一户家庭居家
隔离后，起初存有顾虑，感到焦
虑，与其对接的工作人员发现
后，便立即提供心理援助，疏导
情绪，缓解他们的紧张感。还有一
户家庭有一次提出要购买 17 种
食材，在对接工作人员的“跑腿”

龙江：龙江镇南福新村路 5 号
电话：23393801
勒流：勒流街道勒流居委会龙升北路五巷十三号
电话：25563660
杏坛：杏坛镇环镇路莲安街 26 号
电话：22891031
均安：均安镇齐安路 28 号恒翠地铺 8 号
电话：25501622

顺德区首个持有《佛山市房屋白蚁防治企
业》资质证书,专业承包防治白蚁 、红火蚁。
电:1 3 9 2 3 2 8 6 8 2 8
13068691753 办:22286164

婚 介
顺德超真诚的婚恋交友平台 网址:www.bsqy.cn

沥青工程

小型沥青施工 、维修
小型沥青施工、
彩色沥青 小区
小区、
、工厂沥青
13924822726 吴生

转让/收购
珠海农商股金买// 卖
珠海农商股金买
珠海、中山、东莞、南海、广州、
顺德等农商银行股份买/卖。
李生：
13431647034
王生：
13690277257

白蚁防治

东亚白蚁公司
黄总工程师今年 80 岁，从事灭白蚁
62 年（1957 年-2019 年），曾任大良
白蚁防治所所长 33 年。持有《广东
省白蚁防治资格证书》，证号 090。
电话:0757-22284486
网址：
www.fangzhibaiyi.com
顺德大良安阜大街 28 号 QQ：2549514973

物业资讯
服务热线: 22232030

女，未婚，90年，1.58米，经营建材，有车有房，性格开朗漂亮
女，未婚，86年，1.58米，大专，事业单位，性格开朗谈吐大方
女，离异，84年，1.60米，本科，医院工作，有房，温柔贤淑
女，离异，83年，1.60米，高中，会计，有房，性格开朗秀丽
女，未婚，77年，1.58米，高中，个体，性格开朗健谈
女，离异，69年，1.58米，自营五金厂，有房有车，健谈开朗
男，未婚，86年，1.68米，本科，工程师，有房，开朗阳光
男，未婚，83年，1.80米，大专，企业管理，有车房，稳重有内涵
男，离异，74年，1.72米，硕士，有车有房，性格稳重有内涵
男，离异，71年，1.80米，初中，个体，有房，健谈修养好
男，丧偶，65年，1.70米，电器维修，有房，性格开朗随和
男，离异，52年，1.69米，自由职业，有房，性格开朗健康
地址：顺德大良环市北路28号（即北区邮局对面）

22313017

吴经理：13531368398
何经理：18033202138

江城物业
13727388669

百世情缘 22277177
22277166

服务热线：22200555

下，最后买到了 15 种食材。
“ 我们
会竭尽所能解决问题。”卢予说，
为了方便购买，社区如今把辖区
的一家超市列为物资定点购买
点，每天为居家隔离人员提供清
单，让其选择所需。
一名居家隔离人员在微信朋
友圈发出了感谢的话语，“在家
隔离，也能感受到温暖。感谢朝
阳社区的工作人员，有你们在，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卢予表示，
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社区
的党员干部、青年党员、流管站人
员等在岗位上值守不停歇，用实
际行动把党旗插在了疫情防控的
最前线，社区防疫阶段性工作成
效是全体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大家用实际行动筑牢了疫情防控
的严密防线，用心守护群众的健
康安全，守护好
“朝阳家园”
。
文/珠江商报记者叶芝婷

22661882

●永同路屋，占地 112㎡，建筑 373㎡，四层，出
租屋布局，6×3 米路，向东南，有 80㎡优惠额，
售实收 310 万
●大门隧道附近地皮，占地 96㎡，六米路，售
130 万，有 80㎡免补
●大良公安局附近旧屋靓吉地，占地 170㎡，地
形方正，还有 80㎡赠送永久使用权，6 米路 纯
国有，可即过户，开售价 20000元/㎡
●邻近西山 富景楼 4 楼 建筑 82㎡ 套内
77㎡ 两厅两房两卫 中装售 70 万
●邻近顺峰 愉景花园 套内 78㎡ 两厅三房
低层 送 10㎡平台 全新装修 售 105 万

万华物业

13302839673

♦ 绿 田 路 单 家 占 地 184 方 有 车 库 430 万
♦近良国有地 8 米路有铺 90 方 330 万包税
♦邻近西山出租型单家月租 1 万 270 万包税
♦康格斯独立别墅 占地 405 方精装 798 万
♦金桂花园 占地 306 方向北 售价 650 万
求 购 ：步 行 街 铺 、出 租 型 单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