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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名工作人员如何守望 43 平方公里？

临港综合社区一揽子包干
“防疫战”
■本报记者 陈烁
“有渔民回来了，马上要靠岸，赶快去
现场！”3 月 25 日中午，南汇新城镇临港综
合社区工作人员闵储才和俞军接到指令，
便立刻赶往大治河渔船码头。
这是临港综合社区面临的特殊“防疫
战”。在这片 43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
一个居民区或村庄。但是，社区疫情防控
任务不能有空白，因为，这里还有散住民、
随时靠岸的渔民、在田间看守田地的人员
等。
“特殊情况，我们就采用特殊的方式，最
终达到同样的目标：不漏一人，不发生一例
疫情。”临港综合社区党支部书记胡发炜
说。

没有居民区的社区
临港综合社区位于南汇新城镇的西北
角，紧邻书院镇。这是一个特殊的社区，胡
发炜总结为“少、多、杂”——没有居委，居
民很少，工作人员少；区域范围广，企事业
单位多；辖区管控复杂、难度高。
沿塘下公路两侧的缓拆区一带，还有
20 多户散住的居民，这里也是临港综合社
区所辖，但是居民户籍多在书院镇。另外，
辖区内公共区域、田间、码头、沿河区域、服
务场所、闲散区等日常管理事务多。
社区工作人员只有 11 名，又没有居
委、村委等基层力量，但疫情防控却不能有

任何放松和马虎。自 1 月下旬开始，社区
全体人员就进入了
“无休”模式。
社区党支部第一时间成立了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社区实际，设立综合协
调组、企业检测组、居民防护组和联防联控
组。与此同时，还动员辖区各单位参与到
“共驻共建、联防联控”中来。
“创造一切可
以创造的条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确保我们综合社区防疫工作无死角。”胡发
炜说。

防疫和复工两不误
因为没有楼组长，社区工作人员自己
当起了排查员，上门宣传，登记健康信息；

“哪怕只有一两公斤，
也会驱车几十公里上门收取”

全市每天逾百吨
“医废”实现日产日清
■本报记者 李继成
樊张君是一名医废收运驾驶员，也是
上海城投集团下属的上海市固体废物处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固处公司”
）物流营运
分中心浦东班组的副组长。眼下，樊张君
每天下午 4 点准时发车，穿梭在固处公司
浦东停车场、浦东机场三个点位以及嘉定
处置基地之间，每天行驶里程近 300 公里，
完成收运任务往往已是午夜时分。
疫情医废如何及时、有效、无害化处
置？常规医废和疫情医废是否分类？特殊
时期，处理好医疗废物这一“头号危险废
物”，是抗击疫情的关键环节。
据悉，全市每天产生的医废有 100 多
吨。
“我们专门制定了定点医院和发热门诊
等机构的收运处置方案，采用“白+黑”模
式，确保医废收处无死角、零疏漏、全防
控。”固处公司总经理李传华说，所谓‘白+
黑’，是指日间收运普通医废、夜间收运疫
情医废，疫情医废由专人、专车、专线收运，
最大限度地减少接触风险。
“安全交底-交接装车-冷链运输-卸
料入库-焚烧处置”，这是疫情期间医废收
处的流程。虽然只有 20 个字，但要做到应
收尽收、日产日清并不容易。
每天下午 4 时，是 15 条疫情医废收运
线路发车的时间，但 45 名收运人员提早 1
小时就已到岗。他们换上工作服，吃好
“早
晚饭”，穿戴防护装备，参加行前会，节奏紧

医废收运人员与医疗点工作人员交接医废。

凑。
考虑到防护服穿脱麻烦，且收运车辆
往返通常需要六七个小时，为了不耽搁整
个收运流程，确保防护到位，
不少收运人员
都穿着尿不湿工作，
一路上他们不敢喝水，
也不能摘下口罩透气。
22 时，车辆陆续返回厂区，卸料入库，
车辆消杀；疫情医废处置区域拉起隔离警

□上海城投 供图
戒线，装有疫情医废的周转箱由机器自动
抓取，送至一条专门的处置线，经过消毒
后，
送入焚烧炉中充分燃烧。
固处公司物流中心经理王浩介绍，一
些社区医疗机构有些担忧，希望尽快处理
库存的医废。
“为了让市民放心，哪怕只有
一两公斤的普通医废，我们也会驱车几十
公里去收取。”王浩说。

点赞
“逆行”
武汉的凡人英雄

使命必达 从不后悔
3 月 19 日凌晨，上海东方医院国家紧
急救援队队员王春军和队员们圆满完成援
鄂任务回到上海，开始为期 14 天的隔离。
说起在武汉的一个多月，王春军觉得：
“这
段不平凡的经历让我的人生更有意义。”
2 月 3 日晚上六点半，王春军刚刚下班
到家，电话铃声就响了，
“马上集合出发”，
援鄂指令不期而至。
到 达 武 汉 不 久 ，他 们 赶 上 了 一 场 大
雪。为了不让大雪压垮帐篷，队员们整天
忙着清理帐篷上的积雪。平时，他们每天
还要对进出医院的体检人员、车辆、设备进
行消毒处理，
往返几十公里接送医护人员，
有时要忙到凌晨两三点。
“面对疫情，你有过恐惧吗？”面对这样
的提问，王春军说：
“ 说不怕那肯定是假
的。但是作为一名救援队队员，这个时候

中国航海博物馆两大临展延期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中国航海博
物馆近日决定将“长三角航海非物质文
化遗产大展”延期至 5 月 5 日，
“南海人文
历史：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特展”
延期至 4 月 20 日。
“长三角航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开幕，本次大展荟
萃展品 200 余件，涵盖 50 余项航海非物
质文化遗产，为观众送上一场航海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盛宴”。展品中，包括了
瓷器、丝绸、雕塑、书籍、漆器、青铜器、贝
雕、船模、拓片、剪纸、蛋雕等 20 多个品
类，涵盖了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等世
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万罗盘制作技艺

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船模型制
作技艺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绝大
多数长三角航海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囊
括其中。
“南海人文历史”特展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开幕，由中国航海博物馆与中国
（海南）南海博物馆合作推出，展示南海
人文历史与自然风光。展览以时间为
线，展出 200 余件（套）文物、标本、文献，
分为两汉南北朝时期、隋唐宋元时期、明
清时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等五
个部分，讲述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即在
南海诸岛和相关海域进行开发经营的历
程。

物流企业实现
“货畅其流”

“看到了回家的希望”

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正陆续撤离。其
中，在上海医疗队里，有 3 名家住浦东万祥
的医护人员。在武汉的这段时间，他们经
历了一系列特别的体验。虽然辛苦，但他
们觉得这是职责所在。

又多次对接各企业，掌握外地返沪人员情
况，并督促落实相关隔离措施，加大宣传力
度，实现防疫信息“全覆盖、全知道”。节
后，社区主动与辖区企业对接，严格执行复
工企业监管制度，组建社区和企业联防联
控工作微信群，及时掌控各企业最新动
态。
“ 目前已协助完成隔离监管 622 人，其
中已隔离结束 317 人，正在隔离 305 人，并
完成了 11 件应急处置案例。”胡发炜介绍。
复工后，企业员工遇到了道口通行的
问题，综合社区对塘下公路的疫情防控检
查道口及时作出调整，明确企业车辆的通
行时间。员工上下班与书院镇东场居委的
管控有冲突，综合社区出面协调沟通，为辖
区企业员工办理通行证。

浦东警方提供
“保姆式”
专业支撑

一个人 一个群体 温暖一座城 · 凡人歌

■本报记者 陈烁
本报通讯员 周旭 张弘

没有居民小区围墙这道“天然屏障”，社区
联系施工单位在塘下公路两端设置隔离围
网，悬挂封路告示，搭建起了“防疫屏障”；
没有物业公司、门岗等一线人员，社区领导
班子带头，联合社区军保队伍、居民志愿者
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防控队伍，在通行出入
口发放通行证、登记测温、劝返区域外来人
员，
当起了居民区 24 小时的
“守门人”
。
“区域内管控关系交错复杂，对于一些
无明确纳管单位，
我们实行一揽子统包。
”
胡
发炜说，大治河沿岸临时码头，是社区重点
关注对象。
“我们每日巡查，发现渔船靠岸，
马上会同农业服务中心采取防控措施。
”
另外，社区托底，对 13 家辖区企业及
单位进行排摸。节日期间，社区值守人员

我不上谁上呢？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
也从没有后悔过这个决定。”

低估了困难程度

“我最应该冲在一线”

徐思敏是上海华山医院的一名年轻护
士。
“95 后”的她，作为华山医院第四批医
潘春凤是上海中山医院心内科的一名
疗队的一员，于 2 月 9 日出发驰援武汉。谈
护士，她所在的医疗队支援的是武汉大学
到支援武汉的初衷，徐思敏说：
“我工作三
人民医院东院，
至今，
她仍坚守在武汉。
年，
已经有了一定的实战经验，
而且一个人
2 月 7 日上午，潘春凤与家人匆匆道
没什么牵挂，
是最应该冲在一线的。”
别，同其他医疗队队员一起，
踏上了支援武
如今，徐思敏已经在武汉同济医院光
汉的征程。其实，
早在接到支援任务前，
她
谷院区 ICU 工作了一个多月。
就递交了请战书，也做好了面对各种困难
一个多月里，面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的准备。但到达武汉后，潘春凤发现自己
的护理，徐思敏经历了不少“人生的第一
低估了困难的程度。
次”，而对于她来说感触最深的一件事，
则
初来乍到，首先面临着与患者沟通的
是刚进入武汉同济医院时，成功抢救一名
问题。面对这群来自上海的“陌生人”，患
危急患者的经历。
者们起初并没有轻易敞开心扉。
当时，虽然穿着非常厚重的防护服，
“其实最大的困难还是生理和心理上
行动不便，呼吸不畅，但医疗队的队员们
的不适。”潘春凤还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
都不愿放弃，最终成功救回了这名患者。
进仓时的情形。那天，穿戴防护服、面罩、 “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是这场战‘疫’
护目镜……完成几十道标准程序后，潘春
的战友，可以相互依靠、相互信赖。”徐思
凤进入仓内。由于紧张和不适应，不久就
敏说。
出现了头晕头痛等缺氧现象。
3 月 18 日，湖北省新增确诊病例首次
尽管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 降为零。
“看到回家的希望了。”徐思敏在朋
但潘春凤却从来没有为支援武汉的决定而
友圈发了这样一条动态。当被问到疫情结
后悔过，她说：
“虽然很累很辛苦，
但这是我
束后最想做啥时，徐思敏说：
“ 吃火锅、烧
人生中一段弥足珍贵的经历。如果这次没
烤、蛋糕、炸鸡、奶茶……然后好好休息一
有来支援武汉，
我一定会遗憾一生。”
下，
有机会和家人一起出去旅游。”

■本报记者 张敏 本报通讯员 刘琦
疫情期间，外高桥港区陷入集装箱
“出不去”
、出口货物
“进不来”的困境，
复
工企业难以“货畅其流”。对此，浦东警
方由人到车，
再由车到人，
为物流企业提
供“保姆式”专业支撑，帮助集卡司机快
速返岗，
交通秩序安全有序。
为了尽快落实集卡物流企业防疫措
施，浦东公安分局凌桥派出所找到了派
尔威运输公司的负责人高先生。该公司
每天有 100 多辆 40 英尺的标箱集卡进
出，高先生更是集卡运输协会副会长。
集卡进出必须“洗澡”消毒，司机必须测
温检查，数个确保人车“干净”的防疫措
施在双方的协商下迅速落实。同时派出
所实时盘点车辆出发地、目的地、预计返
回堆场时间，全方位掌握车辆及人员信
息，
为后续防疫管控工作提供依据，
也为
辖区其他物流公司提供仿效范本。
“你好，
请出示您的通行卡。”外高桥
高桥地区一个村子门口，防疫志愿者逐
一检查进出人员的证件，
通行卡分为红、

白、绿三色。这是浦东公安分局高桥派
出所会同镇政府专门实行的
“红白绿”三
色卡管理制度。
高桥地区有 602 名集卡司机，为了
方便志愿者甄别人员信息，派出所不仅
为司机“一人一档”建立完备的资料库，
还在居村、道口实行“红、白、绿”三色卡
管理，
其中红色卡专属集卡司机，
白色卡
则是其他企业员工，
绿色卡为常住人员，
简便的措施让防疫志愿者的检查工作事
半功倍。同时，集卡上安装的 GPS，也让
警方得以随时掌握集卡轨迹。
“您好，请问这辆集卡您在驾驶，是
吗？”考虑到集卡运输路程较长，司机往
往多人同车轮流驾驶，光掌握登记的人
车信息还远远不够，浦东公安分局杨园
派出所跨前一步，
不但督促辖区企业、车
队上报工作人员情况，更要求信息一旦
变动即时上报更改。在掌握集卡司机名
单的基础上，民警逐步甄选出集卡的同
车司机信息，
之后会同村、居委干部一同
登门拜访，对登记信息及人员流动情况
进行进一步跟踪核实。

路面
“病害”
无所遁形

车载智能养护系统上线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中远海运
科技自主研发的“智慧公路”车载智能
养护系统日前上线。黄色的道路巡视
车装上了可旋转的高清探头，一路驶
来，路面上的裂缝、坑塘、窨井盖高差等
路面“病害”尽收“眼底”，相关画面、信
息实时回传管理部门，
以便快速处置。
“以前巡查路面‘病害’主要靠人工
观察，现在可以依靠探头。”浦东公路署
信息科科长俞小玲表示，目前公路署已
经有十多辆道路巡视车辆装上了相关
设备，大幅提高了日常巡查和养护管理
的效率。
这套系统于去年开始研发。中远
海运科技副总经理王新波介绍，这套系
统的研发得益于对人工智能研究的技
术积累，
“ 我们有一支专门从事图像视
频识别的技术团队。这套系统属于基
于新技术改变传统工作模式的产品，与
以往的方式相比，响应更快。而之所以
能在浦东首次投入使用，与浦东在城市
管理中的先进理念是分不开的。”

道路养护人员只要在车内开启平
板检测器，即可查看实时路面信息，并
将信息通过网络发送至后台中心进行
确认。在提高了路面“病害”检测效率
的同时，
也降低了道路养护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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