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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送到家门口 房产中介带看房 上门装修 AB 证

浦东适度放开住宅小区入口管理
■本报记者 沈馨艺

赵天予

上海市民的生活正在逐渐恢复正常。
3 月 24 日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新闻发布会明确，在继续严格落实“外防
输入”要求的前提下，适度放开住宅小区入
口管理——非本小区居民进入小区的，可
以出示绿色健康码作为通行凭证。快递员
等物流人员和车辆，家政员、护理员等服务
人员，房地产经纪人员及其客户等，在征得
相关居民或居委、物业同意后，皆可进入小
区。记者昨日采访发现，这一新规已在浦
东的多个社区实行，不少市民直呼方便。

快递到家房产中介进小区
昨天上午 10 点，一辆顺丰货运车驶至
康桥镇康桥半岛小区门口，快递小哥出示

绿色随申码、接受测温后，被予以放行。正
忙着送货的大润发超市配送员张晨贝告诉
记者，原先配送只能将货物放在小区指定
点位，等居民有空来取。
“最近天气热了，生
鲜产品长时间放在室外容易变质，现在能
把货物送到顾客手中，
解决了这一问题。”
中午 11 点多，记者看到，周浦镇瑞浦
路 287 弄的中虹佳园小区门口，不时有外
卖小哥、快递小哥骑着电瓶车抵达。查验
随申码绿码、测温后，
小区保安开门放行。
“两个多月了，终于不用去小区大门口
拿外卖了。”爱喝奶茶的小唐，对能在自家
门口拿到外卖十分满意。送外卖的小陈也
高兴，他感言，虽然要多跑点路，但避免了
外卖放在小区门口变凉、被误拿等问题，
“不容易被投诉。”
中虹佳园居委工作人员曾晓芬说，市
里新规出台后，居委第一时间与小区保安

沟通，
在提供出入便利的同时，
确保防疫。
小区入口管理适当放开的消息一出，
欣喜的还有房地产经纪人：他们终于能复
工了。昨天中午 11 点半，九涧伴不动产康
桥半岛店店长温世暹带着客户去看房，此
前他已经两个多月没进小区了。
“通常，年
后是买房租房高峰，这次疫情对我们的生
意影响不小。听说今天开始房产中介能进
小区了，
就赶紧约了客户来看房。”他说。
康桥半岛居民区“家门口”服务站副站
长张灵表示，
“虽然有一定放宽，但我们仍
将继续把牢安全关，
守好社区防疫阵地。”

上门装修不耽误学生学习
在周家渡街道上南三村居民区，原本
搭建在小区入口处的快递外卖集中点已撤
除，快递员、外卖员凭绿码便可进入小区。

一个人 一个群体 温暖一座城 · 凡人歌

二三月期间，外地来沪人
员都要求先隔离 14 天。
于是，出现了这样令人揪
心的一幕：江苏援鄂医疗队一
名义无反顾奔赴武汉的男护
士，家有一个还没满月的先天
性心脏病女儿，以及患有产后
抑郁症的妻子。为了支持他援
鄂，丈母娘赶来照顾母女俩，谁
知 ，老 人 家 竟 然 突 发 疾 病 去
世！为了孩子，男护士所在的
医院紧急向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求助。
面对这样的情况，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主任李
奋，毅然选择克服一切困难收
治这个才刚出生 20 天、体重不
足 3 千克的重症患儿，并组织团
队精心制订了治疗方案。
然而，这不仅仅只是治病
的 事 情 。 因 为 疫 情 ，恩 恩（化
名）的爸爸在武汉抗疫一线，其
他家人来沪需接受隔离，无法
陪护孩子，照顾这个重病宝宝
的责任就落到了心内科四病区
全体医护人员的身上。
在护士长施萍的统一调度
下，以 90 后为主力军的临时“爸

妈团”，精心照料起了恩恩的一
切生活起居——这些还没当过
爹妈的护士们学着前辈的样
子，冲奶、喂奶、抚触……一个
婴儿该享受的一切真是一样都
没落下！
好几个夜晚，恩恩是在护
士
“妈妈”的怀里睡的。
孩子哭了吗？孩子饿了
吗？……事无巨细，点点滴滴，
护 士“ 妈 妈 ”们 每 天 都 通 过 视
频，向恩恩的妈妈以及奋战在
武汉一线的恩恩爸爸汇报。施
萍说：
“ 孩子的点滴进步和可爱
笑脸，既是对妈妈的宽慰，也表
达了我们对爸爸的敬意。”
短短两周，在医护人员的
“溺爱”下，恩恩足足长了 3 斤
肉，各方面体征都符合手术条
件，于是被顺利地转到了心胸
外科进行手术治疗。在心胸
外 科 ，恩 恩 同 样 受 到 了“ 宠
爱 ”。 手 术 非 常 成 功 ，康 复 也
很顺利，3 月 19 日，孩子出院回
到江苏。
如今，恩恩爸爸已经凯旋，
对孩子的康复深表感激。李奋
对他说：
“ 你在前线为祖国鞠躬
尽瘁，我们在上海为你的孩子
保驾护航，因为我们是同穿白
色战袍的健康守门人。”

圆满完成援鄂任务回到上海已经
好几天了，高彩萍依然会不时想起在武
汉方舱医院的那段日子。
“ 怎么也想不
到，我竟然还当起了‘文体委员’。”电话
那头，她这样告诉记者。
高彩萍是东方医院（南院）综合监护
室护士长，
大团镇金石村人。2 月 4 日，
她
随上海第四批援鄂医疗队出征，驰援武
汉客厅方舱医院。入舱后，
高彩萍发现，

90 后为主力军的临时“爸妈团”，精心
照料起了
恩恩的一切生活起居。
□儿中心 供图

不少患者是孤身一人，相互之间鲜有交
流，
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刷手机，
医院的
氛围显得有些压抑。
“这不利于患者恢复
健康，如何引导大家放松心情？”她想起
了方舱医院里专设的“读书角”，于是有
了一个主意：
办一场读书会，
让患者们体
验生活的乐趣，
同时加深对彼此的了解。
“一身洁白，看不出曲线，看不出流
畅，可这是 2020 最美的时装……”2 月
11 日，现代诗《2020 最美的时装》朗诵，
拉开了方舱医院首场读书会的帷幕。

东方医院（南院）综合监护室护士长
了“文体委员”。

本报讯（记者 章磊）家住康桥的王先
生，最近开车跑了一趟曹路，运回一大堆
时令蔬果，分给邻居。
“ 据说是专门供应
‘雪龙号’
的蔬菜瓜果，
就慕名前往了。”
专供
“雪龙号”号科考船的，
是曹路农
业投资管理公司的“朝露”品牌蔬果。疫
情期间，农投公司与下辖的合作联社一
起，
以
“直送”方式为浦东居民提供价廉物
美的时令蔬果。
兴闽中农产品有限公司是农投公司合
作联社成员之一，也是安全优质放心基
地。
“朝露”
品牌不少蔬果，
就出自这家公司
的基地。公司负责人渠雯告诉记者，
疫情
发生后，
公司响应浦东农委
“地产蔬菜直送
社区”
的倡议，
通过微信等平台与社区居民
直接供需对接。目前，
公司已经与陆家嘴、
唐镇、康桥等地不少居民区有了“合作关

系”
，
每天发送200单、
约1吨蔬菜。
“我们通过微信，已经与不少社区居
民取得联系，将产品、价格等信息发送在
群里，
供居民按需点单。货物直接发送给
居民代表，由他进行对接和小区内的分
发。”渠雯说，
“同时，
还有不少居民专程前
来基地购买。”
专供
“雪龙号”的蔬果，
受到了社区居
民的青睐。王先生告诉记者，
此前也是听
小区邻居说起，
才会专程跑去购买。
“没有
中间商，价格也很亲民，味道也很不错。”
他说。曹路农投公司负责人虞爱军告诉
记者，地产蔬菜直送社区，对老百姓和合
作社而言是双赢。
“为了维持‘朝露’的好
品牌，农投公司严格管理旗下合作联社，
确保蔬果质量，
让更多老百姓能够享用专
供
‘雪龙号’
的蔬果。”

疫情防控 书院村民自发多管
“闲事”

她在方舱医院当起了
“文体委员”
■本报记者 沈馨艺

确认书，以及装修人员本人的绿色健康码、
个人轨迹证明、身份证复印件，以此来领取
小区出入证。昨天起，所需报备材料更简
化，
业主不需提供书面确认，
口头确认即可。
“现在适度放开住宅小区入口管理，人
员进出可以‘活起来’，但我们同时也要坚
持管牢小区的大门。”尚海郦景居民区党支
部书记周轶婷表示，小区物业会给装修人
员发放 AB 两张证件，每天装修人员入小
区时上交 B 证，收工离开小区时拿回；A 证
则在工程期间长期持有，日间暂时离开也
凭 A 证出入小区。以此，通过 B 证数量明
确每晚留宿小区的装修人员具体数量。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降低装修对周围
居民的学习生活影响，尚海郦景还提出了
一种解决方案：日间，居委会向有需要的初
三、高三学生，提供一间单人间用于学习，
以此避免装修造成的影响。

特供蔬果“雪龙号”味道受青睐

你在武汉当战士，
我们在上海当
“爸妈”
■本报记者 张琪
通讯员 姜蓉

据小区门岗统计，截至昨天下午 3 点半，已
有 267 人次的快递员、外卖员进入小区。
“家政员、房产中介、装修人员等，我们
会要求业主提前向物业告知备案，之后相
关人员凭绿色健康码，测温正常后便能进
入小区。”上南三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纯
告诉记者，如果业主没有提前告知，相关人
员出示绿码、测温正常后，志愿者会陪同其
上门，
并向业主确认。
位于洋泾街道的尚海郦景是一个新建
成不久的小区，一些单元去年 3 月才开始
售卖，装修是不少居民的“刚需”。针对这
一特殊情况，居委日前调整了管理方案，允
许装修人员进入小区，目前已收到 130 户
的装修备案，其中已有 40 余户、近 200 名装
修人员入场开始装修。
记者获悉，此前小区规定装修人员入
场时需持有装修公司复工证明、业主书面

高彩萍，在武 汉方 舱医 院当 起
□大团镇 供图

读书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交流读书心
得，倾诉各自经历。
让高彩萍印象最深的是一名中年男
子。他的父母因感染新冠肺炎相继去
世，
自己也在方舱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心
情特别失落。通过读书会，这名男子终
于有机会将心里的无助表达了出来，越
说越激动，
不停抹眼泪。在大家鼓励下，
他逐渐振作起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
读书会，成了交心会、打气会，让医
患之间、患者之间的心更近了。不少患
者还主动当起了志愿者，
帮着搬食物、
发
放物资等。这让高彩萍觉得，让大家
“玩”
起来，
大有作为。于是，
在定期组织
读书会活动的同时，她又开始筹备各类
文体活动。来自新疆的医护工作者各个
能歌善舞、广东医疗队中有人会健身气
功“八段锦”……这些资源，都被高彩萍
运用起来，
开展各种特色文体活动。
没多久，大家见到高彩萍，不再叫
她“护士长”，而是叫她“文体委员”。对
于这个新头衔，她欣然接受。
“这里太温
暖了，让我感觉生活很有希望，很有信
心。”一名患者离开方舱医院前，特意来
与
“文体委员”高彩萍告别。
3 月 8 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休舱，
高彩萍暂别“文体委员”的身份。而那
段在武汉的时光，将连同这个樱花盛开
的春天一起，永远留存在她的记忆深
处。

本报讯（记者 陈烁）最近一段时期，
一支支由村民自发组建的队伍集结出发，
充实到了书院镇的防疫一线。
“哎，怎么没戴口罩就出门了？快把
口罩戴起来！”
“大家都散了吧！没什么要
紧的事情别聚到一块闲聊。”特殊时期，
书
院镇每个居村总会有那么几个爱管“闲
事”的人。与此同时，
村里还有一群
“告密
者”
。
“隔壁的某某一家回来了”
“侬去村委
会报到过了哇？”他们犹如社区里的“哨
兵”，村里一有动静，便能快速反应上报，
让社区疫情防控多了一层保障。
社区
“能人”们也发挥着作用，
做额温
枪套、做应急口罩……为社区防疫添砖加
瓦。舒馨居委的管家小队们全员参与战
“疫”，除了每天主动排班，
轮流值守，
巡查
返沪人员外，
还发挥文艺特长，
用本地话、
快板等方式进行宣传。
在黄华村，还有一组“铁三角黄金搭
档”，三人虽非亲兄弟，
但这段时间却形影
不离，
村民们总会看到铁三角的三位老爷
叔施引良、瞿六观、王国飞忙碌的身影，
劝
阻扎堆村民、维护道口设施等。
这些看似“闲事”、实则“大事”的背
后，
反映的是村居民对此次防疫工作的认

同，
更体现了社区管理中
“自治”力量的不
可或缺。曾经，在一些居村民的心中，认
为很多事情跟自己没关系，
“自治”也无从
谈起。但现在，
看到村居委的工作人员日
日守在一线，
很多人逐渐认识到：
“疫情防
控没有局外人，
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
。
在书院镇塘北村，
村民们总是看到村
里的两个道口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刘芹弟和村党总支副书记李琦守着，
深
受感动，
纷纷主动要求加入
“守家护院”的
工作。中久村村两委的工作人员在挨家
挨户走访排摸人员信息过程中，
也带动了
越来越多的党员、村民主动要求加入到防
疫队伍中。现在，中久村已有志愿者 130
名，
其中最小的才 16 岁。
逐渐地，
书院镇的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 从“ 干 部 防 疫 战 ”变 为 了“ 全 民 总 动
员”。看到村干部人手有限，一支支由村
民自发组建的队伍集结起来：宣传队，抖
音视频做起来，小喇叭喊起来，小册子发
起来；调查队，分片包干，兜底排摸，房东
告知，一并到位；督导队，专业找“茬”，看
道口封闭位置是否合理，
检查动作是否到
位……正是这些各式各样的自治团队，
协
助书院各社区扎牢织密了防疫网。

复工复市 宣桥商业街人气回归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作为宣桥镇上
主要的一条商业街，宣中路沿街的商店已
基本恢复营业，人气正逐渐上升，而野生
动物园复园后首个周六的日接待量更是
超过了 4000 人。
记者从宣桥镇了解到，该镇坚持统筹
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市，有序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正轨。从 3 月 13 日两
港装饰城首批 24 家商户复工开市后，宣
桥镇重点企业、主要街区和大型市场全部
实现复工复产复市，目前已累计有 400 余
家商铺恢复营业，460 家生产型企业恢复
生产，
经济社会秩序基本恢复。
为保障全镇商铺、市场、企业复工复
产工作顺利推进，宣桥镇街区包干、市场
包干和企业包干三个专项工作组，主动跨
前，积极服务，指导辖区内商铺、市场和企
业复工复产复市，在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基
础上，及时帮助商户、企业等恢复常态化

经营。同时，宣桥镇有关负责人带队赴小
微企业和注册型企业走访调研，及时了解
疫情暴发给企业带来的各类问题。该镇
的一家窗帘生产出口企业，由于欧洲疫情
暴发，该企业全部订单被清零，面临较大
生存压力。宣桥镇掌握到这一情况后，及
时将该企业纳入重点帮扶名单，落实专人
跟进后续帮扶工作。
上海野生动物园于 3 月 16 日正式开
园。根据预约，开园首日接待游客 400 余
名。宣桥镇的企业包干组及时与园方对
接复园后相关防控事宜，妥善做好后续大
客流可能带来防控隐患的应对预案。3
月 16 日首批游客入园，包干组及时上门
核查疫情防控措施，防范潜在隐患。3 月
21 日，复园后首个周六的日接待量超过
4000 人。宣桥镇抽调城管、公安等部门
力量协助做好外围秩序维护和管理工作，
保障复园后疫情防控和游客游园两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