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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要闻

风雨同舟 共克时艰 我们在一起
——浦东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故事

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本土疫情，上海市广

大基层社区干部、疾控人员、医务工作者、市场主体等

各条战线人员夜以继日、持续奋战，全力保障城市的

正常运转和人民群众安全。

坚守坚守““疫疫””线线

■本报记者 章磊

“永和村虽然面积不大，但有 6个村

民小组，常驻户籍人口约1200人，外来人

口近 1600人”，对于村里面的情况，作为

“家长”——永和村党总支书记马鸣耀如

数家珍。

近段时间以来，村委工作人员都在不

间断值班。马鸣耀平时要统筹疫情防控，

查看台账资料，还要密切关注动态，落实

上级的工作部署，更要保证重点居家隔离

人员不“断粮”，村里老年人、孕妇等特殊

群体有呼必应。

马鸣耀在一线忙碌着，他的母亲、妻

子、弟媳、儿子等也纷纷加入进来，共同投

身抗疫一线。

马鸣耀的母亲薛阿姨虽然已经73岁

了，在网格化筛查中做起了协调员，“我虽

然没有年轻人体力好、跑得快，但是接接

电话，传传话，我行！”

马鸣耀的妻子奚大姐也忙碌在疫情

防控第一线。轮休在家的时候，她也没

有闲着，看到村里工作人员不够，主动请

缨，发放通知、维护秩序、登记信息、后勤

保障……，哪里都有她的身影。“这些工

作对我也不是难事，帮帮村里面，也帮帮

我老公。”

马鸣耀的弟媳妇承担着数据核查和

整理的任务。在做好整理数据同时，她还

利用中午时间为村里的值守人员做饭、送

饭。“大家都能吃上一口热乎饭，能喜欢我

做的饭菜，我就很高兴了。”

马鸣耀的儿子是一名教师。看到一

线需要人手，小马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

浦东新区疾控中心的志愿服务，主要负

责整理并及时录入、核对流调人员资料，

为后续其他工作人员的处理争取时间。

他说：“教师是教书育人，我想用这次志

愿者的经历，以后给孩子们上一堂思政

课”。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潘东晔

孙李俊是川沙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她

的丈夫是机场分局民警尹瑜，结婚十几年

以来，工作繁忙的他们很少有机会带着两

个孩子一起旅游。孙李俊的丈夫目前已

经连续驻守在单位 7天了，两人平常只能

通过微信视频的方式见面。孙李俊这边

的任务也不轻松，除了继续守护好管辖的

小区之外，还要根据所内安排增援前往各

个核酸检测点位以及封闭管理小区开展

执勤，维持现场秩序，解决突发状况。

最令孙李俊夫妻放不下的就是家里

的两个孩子。大儿子已经初一，小儿子还

在读三年级，这次全市停学后，只能委托

家里的老人过来帮忙照料孩子。两个孩

子也非常懂事,一个对妈妈说：“妈妈，放

心吧，我可以照顾弟弟。”另一个也立马表

态：“妈妈你工作辛苦了，我在家会乖乖听

话的。”双警家庭的孩子早当家，他们更懂

得父母的不易，也更能体会警察的辛苦。

正是孩子的贴心和父母的理解，让孙李俊

和她的丈夫最大限度地免去了后顾之忧，

全身心地投入战“疫”中。

孙李俊和尹瑜一家只是“双警”家庭

的一个缩影，他们肩负着双份的责任和使

命。为了疫情防控，他们顾不上家中的孩

子和老人，面对困难和挑战，毅然投入疫

情防控战中。

■本报记者 赵天予

疫情防控工作中，医护工作者称得上

是“最可爱的人”，他们无论天气如何，都

要长时间包在防护服中，一次又一次地重

复着检测的动作。即便不在岗位上，他们

也时刻牢记自己的誓言，向有需要的居民

伸出援手。他们的故事，是这段阴冷日子

中的温暖阳光。

为邻居再披战袍

近日，潍坊新村街道某居民区启动核

酸大筛查，派往居民区采集核酸的医护人

员只有1组，要在1天内完成检测。

正当大家忙得不可开交时，小区居民

岳孟源站了出来。岳孟源退休前是上海

儿童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她主动成为采

样员，由女儿小钱担当助手，两人穿上闷

热的防护服，义务为居民区增加一个采样

位。有着 30 多年临床工作经验的岳孟

源，凭借过硬的自我防护技能和娴熟的技

巧，有条不紊地采集一管又一管的样本，

大大减少了居民排队时间。

午饭时间，采样任务已经完成大半，

居委干部劝岳孟源先去吃饭，但她不愿停

下手头的工作，她说：“我早上特意多吃了

一点，现在还不饿，过一会再吃吧。”眼见

基本没有居民排队，岳孟源和女儿才匆匆

扒了几口饭，又马上赶去为酒店式公寓的

住客和员工采样。

下午 3点，该居民区核酸检测工作顺

利完成。累瘫了的岳孟源只留下一句，

“我只想用我的专业技能，为社区疫情防

控出一份力，也是希望为街坊邻居做点力

所能及的事情。”就带着女儿回家休息了。

围栏挡不住的温情

近日，东明辖区内一小区进入封闭管

控状态。小区内老人数量多，患有慢性

病，需要时常配药的居民也多，但由于封

闭管控首日，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衔接

尚未完成，居民面临断药的问题。

东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倪君居

住的小区与封闭管理小区毗邻，2个小区

间有一道铁丝网围栏隔开。从居委干部

处得知居民的困难后，她放弃了疫情期间

弥足珍贵的休息日，在围栏旁摆了一张小

桌子，为封闭管控小区内的居民问诊配

药。她拿着一本笔记本，将每名居民需要

的药物仔细记下，虽然与平时相比效率低

了不少，但为居民解决了燃眉之急。

当天 18点多，整整一箱药品被送进

封闭管控小区，足足有六七十人的数量，

居民逐一取到了自己需要的药物。而倪

君却说：“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这是我应

该做的，这些居民也是我的邻居，患难之

中才要显真情。”

目前，倪君创建了一个微信群，不断

有居民都加入群中，在群内提出自己的配

药需求，再加上网上配药、外卖买药等途

径，封闭管控小区的配药渠道已经畅通。

■本报记者 沈馨艺

近日，惠南镇一封控小区的居委会楼

里，一阵哭声吸引了工作人员。在场的两

位工作人员循着声音找过去，发现是居委

两委委员沈琦摔倒在楼梯间，起都起不来。

“那天小区进行第三次核酸检测，我

从办公室拿了一些防护用具和资料，准

备送去现场，结果下楼时脚一软踩空了，

一下子摔了下去。”沈琦回忆道，“我想自

己爬起来，却发现左腿从膝盖到脚底都

没了知觉，手也因为摔倒时撑地而巨痛，

当时心里很害怕，忍不住哭了出来。”

两位到场的工作人员都是女孩子，因

为担心沈琦是否磕到了头，不敢随便动

她，不知所措的三人抱头痛哭，“真的很怕

她出什么事情。”

过了一会，沈琦发现自己的左脚能稍

微动一下了，大家一起将沈琦送回了办公

室休息。一些居民得知情况后，送来了冰

敷袋、膏药等，给她应急使用。

第二天，小区内一名东方医院急诊创

伤科的医生得知情况，专程来到居委给沈

琦诊断。“存在一定骨折风险，如果暂时不

去医院，要使用固定支架把脚踝固定，以

防病情加剧。”这名医生说道。

从最初的担惊受怕中恢复过来以后，

沈琦带伤重新投入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虽然受了伤，但沈琦并没有停下手头的工

作。“转战”内场的她，负责在办公室排摸

人员信息、接听居民电话等，拄着拐杖，一

刻不停。

3 月 16 日凌晨，沈琦接到小区里一

名孕妇的电话，称自己羊水破了。她马

上通知居委书记、请示上级部门、呼叫

120 救护车，第一时间对这名孕妇进行

转运。虽然行动不便，不能走出去帮

忙，但她一遍遍催促，一遍遍确认孕妇

状态，直至孕妇被送上车的那一刹才定

下心来。

沈琦一直瞒着家人自己摔伤的事

情。“这段时间大家都很辛苦，希望疫情早

点过去，大家都能好好休息。”

■本报记者 曹之光

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争做防疫

“排头兵”。面对此轮疫情，近日，张江镇

退役军人服务站发出抗疫集结令，号召退

役军人充实各居村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力

量。一声令下，张江镇32名“兵支书”“兵

主任”“兵委员”，深入小区、村宅、楼队组，

第一时间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在张江镇退役军人志愿者队伍中，还

有这样一对伉俪志愿者组合。年逾六旬

的退役军人钟龙翔、张惠兰夫妇，面对疫

情，他们是夫妻，更是“战友”。两人主动

请战，第一时间向属地党组织报到。他们

俩放弃休息与家人的团聚，一直坚守在防

疫一线。钟龙翔对小区情况熟悉，他每天

都协助转运物资，为隔离户、行动不便等

人员家庭运送生活物资等。张惠兰退休

前曾当过药剂师，她协助患病居民至小区

就医点就医，并辅助医生解答问题，安抚

居民情绪。

张惠兰说：“我和老钟只是做了一名

老兵，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为战

胜疫情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更多的退役军人融入志愿者队伍，

协助居民采购日常生活用品、入户排查、

环境消杀、核酸采样扫码、人员引导、秩

序维护、定点定岗值守等，齐心协力共筑

疫情防线，展示着志愿精神和退役军人

品质。

■本报记者 沈馨艺

本轮疫情发生后，大团镇 132名团员青

年积极响应、冲向一线，11名团员青年更是

化身“大白”进驻封闭管理区，用实际行动和

担当为青春增色。

25 岁的王彦是大团镇党群办工作人

员。获悉封闭管理区需要志愿者，他第一时

间报名参加，并成为第一批进驻封闭管理区

的团员青年。

第一天，王彦和同伴们就碰到了一个大

难题。由于对该区域道路不熟悉，各家村民

的位置又比较分散，无论是上门排摸信息还

是为村民递送物资，他们经常弄不清方位，

往往花了好长时间、绕了一大段“冤枉路”才

找到。

第一次排摸村民信息，从 101号门牌到

139 号门牌，8 个志愿者足足用了两个多小

时。“有一户125号村民家，藏在小弄堂里，需

要跨过河道边缘并绕到围栏边才能找到。

那天上午，我们找了很久，甚至一度怀疑，封

闭管理区有没有这户人家。”王彦说。

这个问题严重影响了工作的开展。做

事细心的王彦暗下决心，要以最快的速度精

确地记住每一户村民门牌号所处的具体方

位。经他提议，大家共同商定，在结束每天

的工作后，一起“复盘”和分享当天为每一户

村民投递物资所走过的道路，共同总结出最

优化的路线，以及周边最明显的标志物。

经过两天的用脚丈量、用心服务和信息

共享，疫情封闭管理区 101号到 139号房屋

逐渐在8名志愿者脑海中形成了一张内容丰

富的 3D 地图，并且牢记在每个人的心中。

“心中有了这张地图，我们再也不用走‘冤枉

路’了，终于成为了‘使命必达’的‘快递’青

年了。”王彦自豪地说。

26岁的孙思豪是镇党政办（审计室）工

作人员，平时工作认真、心思细腻。作为一

名入党积极分子，他也义无反顾地成为了一

名封闭管理区的志愿者。在封闭管理区，他

和伙伴们夜以继日地为居民们提供着各项

服务工作，包括巡视、收集垃圾、物品消杀、

快递分发和宣传告知等。

细心的孙思豪发现，当伙伴们都穿上

“大白”防护服后，没有口袋可以存放手机、

手套、消毒喷雾等物品，一方面不利于办事，

还存在被感染的风险。他回忆起以前同事

曾经用防疫物资做小收纳袋的办法，于是，

自己琢磨并尝试用医用帽、薄型隔离衣等材

质，为小伙伴们制作了一个又一个简易防疫

背包。

简易防疫背包“诞生”后，成了伙伴们开

展工作的重要帮手，大家都为孙思豪的妙招

拍手叫好。

■本报记者 章磊

“虽然有点不方便，但特殊时期特殊情

况下，我们也要顾全大局。”为了疫情防控

需要，租住在高桥镇新农村的部分外来务

工人员，近期在日常如厕方面遭遇了一些

不方便。

新农村位于高桥镇北部，因为临近港

区，租住在村内民宅的外来务工人员不少，

是目前高桥镇外来人口较多的农村之一。

村党总支书记沈伟杰告诉记者，村里目前

有户籍人口 900 余户，外来人口则达到了

2000余户。

由于这些外来租户主要租住在农村的

民宅内，一个院子里的租户基本都是共用

一个临时改建的厕所。面对当前的防疫需

要，这样的环境条件存在不小的隐患。尤

其是前阵子，村里发现密接后，防疫形势更

加严峻。

根据防疫预案，村党总支第一时间采

取措施，将集中采购的简易马桶、84 消毒

液、喷壶等，分发给因为密接而临时封控

管理的租户。“村里发现密接后，对指定区

域进行了封控管理，为了避免因为共用厕

所造成的交叉感染，要求租户在住所内使

用简易马桶，并在去临时厕所倾倒排泄物

时做好防护，进行简易消杀。”沈伟杰告诉

记者。

与此同时，针对村域内的公共厕所等场

所，村委也请镇除害站加强了日常的保洁和

消杀，消除防疫隐患，保障村民的日常生活。

沈伟杰说：“这段时间，封控区域的村

民和租户都十分艰苦，要面对生活上的种

种不便，我们在做好相应保障的同时，希望

大家都能克服这些困难，共同为疫情防控

做出贡献。”

■本报记者 赵天予

“金橘居民区目前只有一组医生，核酸

检测进度略慢，请求支援”“目前有一组医生

完成检测工作，请准备车辆转运至金橘居民

区。”这段对话，发生在东明路街道扩筛工作

指挥部内。通过与医院深入合作，东明建立

了区域扩筛协同工作机制，可根据实际情

况，向核酸检测进度落后的居民区调派人

手，提升区域扩筛的总体效率。

在本轮区域扩筛工作中，东明针对前期

社区核酸检测中发现的痛点问题，积极与浦

南医院对接，建立了扩筛工作指挥部。医护

人员领队纳入指挥体系，对辖区内的核酸检

测工作统筹安排、统一指挥、动态调整。已

经完成点位采样工作的医护人员，由后勤保

障组提供转运车辆，及时增援有需要的点

位。

例如在 23日凌云公寓的核酸检测工作

中，小区 1200余名居民，只有一组医护人员

进行采样，进度偏慢。下午 3点，扩筛工作

指挥部得知情况后，一次性调配 10名医护

人员抵达凌云公寓，增设 2个采样位置，大

大提升了采样速度，晚上6点前便完成了任

务。

事实上，在本轮扩筛工作起步之初，东

明就与浦南医院加强对接，进一步优化辖区

内采样点位布局。63个采样点位，调配 85
组、共 175名医护人员，通过高效的采样服

务，确保“应检尽检、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本报记者 曹之光

生活在张江镇张东路一小区的居民，

每逢饭点，总能看到一位外套志愿者红马

甲、穿戴黄色制服的“外卖小哥”，骑着电

瓶车，往返于小区大门货架与封控楼栋之

间，一趟又一趟地为该楼栋居民送上急需

的生活物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名叫祁奥，是货真价实的“外卖小

哥”，也是该小区的一名住户。在小区封

控后，他主动到居委报道，为封控楼道开

启“快递外卖专线”，做起了大门与楼栋之

间的配送员。11：30 至 12：30，17：30 至

18：30，就成为他最繁忙的时段，也让“快

递服务”在这座封控小区一直没停下来。

为让封控楼栋中的居民都能吃上热

乎乎的外卖，祁奥发挥专业技能，拉了一

个微信群，汇总居民们的外卖订单。等外

卖送完后，他开始逐步整理群内的快递信

息，并配送到楼下，拍照发送微信群。当

居民找不到外卖快递时，他还主动跑到数

量繁多的分拣区寻找。“小区里送外卖、快

递两点一线，其实要比平时要去商家取

货、再查找客户地址送货容易许多。”祁奥

自谦地说道，“疫情期间，我也就是尽自己

的一份微薄之力。”

“妈妈，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弟弟。”

脱下白大褂 还是防疫人

拄着拐杖的居委干部一刻不停 抗“疫”中的青春底色 村里给封控租户送去简易马桶

“政医协同”社区核酸检测更灵活高效

一家三代五口人携手抗疫

退役军人争做防疫“排头兵”

“小哥”保障物资最后一公里

抗疫有我抗疫有我

志愿者转运垃圾。 志愿者填写居民信息。 志愿者进行消杀作业。

▲志愿者登记核酸检测信息。

◀志愿者登记居民配药信息。

快递小哥帮封控小区居民送物资。受伤的工作人员仍坚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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