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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复苏，
熟悉的南京西路又回来了！

全力以赴，
助力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今年，静安人社部门将继续落实此
项职业指导制度，确保高校毕业生
尽快就业、满意就业。

搭建一个“云平台”
就业服务全天在线

为了方便大学生便捷、及时了
解招聘信息和就业服务，静安人社
部门正在搭建“2022年静安区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云平台”（以下简称

“云平台”），推出“线上+线下、7×24
小时”式的就业服务。

静安人社部门表示，加强线上
服务模式，是对现有就业服务模式
的强力补充。在“云平台”上，既可
以集中展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服
务、政策，方便高校毕业生打破时
间、地域、空间限制，自由选择、按需
选择、享有实时服务，也可以进一步
丰富招聘岗位的数量及类别，让高

校毕业生获得更多就业选择的权
利。此外，高校毕业生在求职之余，
也可以通过“云平台”的直播、留言
板功能参与求职话题讨论、报名一
对一答疑等职业指导活动。

开展一期服务季
多元就业服务全面开花

2017年以来，静安人社部门每
年都会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开展高
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期间滚
动推出各类就业服务，营造求职氛
围、帮助高校毕业生建立主动求职
的意识。

今年也不例外，静安人社部门
将于 7月 1日启动《“职”有我们，

“就”在静安——2022年静安区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季》，同时将服务时
间从一个月延长至今年年底，全力
以赴，与高校毕业生同行就业路。

“在店铺复工前期，包括‘场所码’、
环境消杀、防疫物资等准备，都不
用我们自己来操心，他们都已经提
前为我们安排好了，给到了很多帮
助，让我们对市场的恢复也有了信
心。”

在主动服务、积极复工的同时，
功能区从严从紧从细夯实防疫常态
化管理，各街道对楼宇复工复产工
作加强现场指导，指导楼宇做好设
置“场所码”“数字哨兵”“四区”划
分、专项消杀、应急预案等各项工
作，巩固和扩大来之不易的防疫成

果，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回归正
常轨道。

南京西路功能区投服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作为全区投资促进的
主战场、主阵地之一，目前南京西路
功能区以“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
感，着力推动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
发展“双管齐下”，做到“两手抓两手
硬”，助力区域经济加速恢复重振。
下一步，南京西路功能区将坚决扛
起主责，坚持靠前服务，以服务留商
机、以服务增黏性，跑出招商“加速
度”，奋力夺取“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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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罗欣悦

本报讯 “之前就天天来拾月
餐厅吃饭，这次回来，还是老味
道。”“在家就很想念餐厅的菜：红
烧鱼、三杯鸡，今天终于吃上了。”6
月 1 日以来，静安各大白领餐厅陆
续恢复营业。疫情期间，为静安区
彭浦镇区域内部分点位防疫人员
提供团餐服务的拾月餐厅，在经过
多轮消杀后，整装待发迎接“老朋
友”。

6月17日中午11时，上海多媒
体产业化基地园区的白领及周边居
民陆续来到位于广中西路 777 弄
128 号的拾月餐厅，在扫描“场所
码”、核验健康码并测温后，有序排
队进行选餐、打包。

据介绍，为全力保障园区白领
及周边居民餐饮需求，拾月餐厅增
补人手，并认真研究设计菜品搭
配。“现在白领或周边居民来店会
有更多的选择。”据拾月餐厅店长
徐旺介绍，目前，店内每日中午可
提供素菜 12 种、荤菜 12 种，“其中
我们也着重保留白领们比较爱吃
的红烧肉、红烧小排，并且搭配时
令蔬菜，做到一周之内菜品不重
样。”

以往每日可供应30余种面点、
15种浇头的本帮面档口，同样人气
很旺。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该档
口以出售冷面和冷馄饨为主，同时，
配备了烤麸、黄酱、大排、辣肉、嫩笋
尖、狮子头、蚝油面筋等 12 种美味
浇头，供顾客选择。

“夏天想吃冷面，馋了很久了，
最近这几天更是不同的浇头组合搭
配。”在本帮面档口备餐区等待的何
先生告诉记者，不仅他自己喜欢吃，
公司同事也纷纷托他打包回去，“因
为现在不允许堂食，所以我们同事
几人一般都是提前一天在餐厅微信
上面预约，这样排队等候的时间少
了，比较方便。”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白领们减
少排队时间，尽早品尝到美味，拾月
餐厅也在餐厅微信群中建议大家提
前预约下单，错峰取餐。针对园区
内各公司白领工作节奏不同，有的
白领会错过饭点的情况，拾月餐厅
仍保留本帮面档口全时段服务，免
除大家的后顾之忧。

此外，拾月餐厅也推出了 30

元、40 元两种价位的套餐，供白领
及周边居民选择。其中，30元套餐
为一荤两素一饭一汤、40元套餐为
两荤两素一饭一汤，两种价位的套
餐都注重荤素搭配、口味多样，且保
证每日菜品不重样。

据介绍，拾月餐厅在复工前已
对餐厅进行了多轮全方位无死角消
杀，在正式复工后，该餐厅每天进行
3 次全场消杀，员工上岗前需查验
有效期限内的核酸阴性报告、抗原
自测结果，及开展测温管理。目前，
该餐厅暂不提供堂食，顾客可通过
微信下单或前往门店购买打包。“我
相信，不管是顾客还是餐厅员工，都
非常期待可以恢复堂食，因此我们
严格做好防疫措施，希望那一天可
以尽快到来。”

闭环医疗61天，救治新冠肺炎患者1090人

静安最大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正式关闭

静安的白领餐厅回来啦！

■记者 王文瑛

6月18日，随着最后一批新冠肺
炎患者康复出院，静安区闸北中心医
院圆满完成作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
的救治任务，正式关闭。在作为定点
医院运行的61天里，医院各病区累计
收治新冠肺炎患者1090人，其中，收
治百岁以上老人6人，治愈出院患者
年龄最大的106岁，最小的仅2个月
龄。

定点医院关闭当天，医院举行
了简短的闭院仪式，静安区卫生健
康工作党委书记胡世斌向在本次战

“疫”中付出艰辛努力、无私奉献的
医护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静安区
卫生健康系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
批“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奉献，特别能牺牲，特别能忍耐”
的医护人员，充分发扬“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
崇高精神，才能助力静安区有效抗
击疫情。

临危受命 厉兵秣马

艰难时刻勇担当

4月17日，静安区委、区政府及
区卫生健康委下达工作要求，静安区
闸北中心医院整体转换为新冠肺炎
定点救治医院。医院上下立即行动，
24小时内转运出所有在院患者，48
小时内完成硬件改造，4月 19日凌
晨，新冠肺炎患者收治入院。

作为静安区内最大的定点医院，
初期开放床位400张，包含重症监护
床位14张、手术室12间，之后根据市
卫生健康委要求扩容至480张床位。
回首过去两个多月的定点医院医疗
救治工作，一病区主任周帆感触满
满：“定点医院关闭了，心中有很多的
感慨。记得当时我们是突然接到的
任务，紧急情况容不得思考和犹豫，
大家都义无反顾地上战场。”周帆表
示，医护人员来自各个专业，一开始，
对新冠肺炎的救治比较生疏。但是
大家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上班治疗
病人，下了班后每天晚上学习和培

训。“这样下来进步显著，大家很快就
掌握了疾病的特点，让病人能快速得
到救治，病症能较快好转，直到圆满
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舍小家为大
家，医护人员真的付出了很多很多，
其中感触一言难尽。”

星夜鏖战 守护生命

全力救治不放弃

静安区闸北中心医院作为区级
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收治的患者
中50%以上都是超过80岁的老年患
者，基本都有合并多脏器的基础疾
病，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
病、神经系统疾病、糖尿病、尿毒症、
晚期恶性肿瘤等。

为了全力挽救每一个生命，有效
降低重症率、减少死亡率，静安区闸
北中心医院坚持重症患者分类集中
救治、建立多学科协作机制、强化中
西医结合三线并行，尽全力挽救每一
个生命。

106岁的龚阿婆是医院接诊的新
冠患者中，年龄最大的。入院时，除
了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以外，还合并有
心衰、胸腔积液、缺氧、糖尿病、营养
不良、低蛋白血症、贫血等多种基础
疾病。由于患者未曾接种新冠疫苗，
且又是百岁以上的超高龄老人，原本
的基础疾病加之感染新冠肺炎病毒
后自身免疫功能下降，稍有不慎就可
能发展为重症或危重症，甚至危及生
命，给临床救治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为了全力救治这位超高龄老人，医院
高度重视，将龚阿婆列为全院的“重
点保护对象”，成立了专人救治小组
和护理小组。

由医院专家组和亚重症团队组
成的救治小组，不仅在用药上兼顾新
冠肺炎的治疗，同时，还重点关注各
器官的功能支持、肝肾功能的保护以
及营养支持等，并开展高流量湿化氧
疗支持、廓清气道、俯卧位通气等一
系列专科治疗。与此同时，龚阿婆的
病情也得到了国家联防联控专家组，
以及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
组的关注，多次通过线上会诊的方式

为诊疗方案出谋划策。
护理小组为了及时观察病情，将

阿婆安置在离护士站最近的床位，并
轮番当起了“家属”。为给抗病毒治
疗打好营养基础，护士们就一口一口
喂食；担心老人呛咳引起误吸，又留
置了胃管，开展肠内营养。长期卧床
导致患者咳痰能力差，护士长带领护
理团队定时为患者翻身拍背、实施俯
卧位及侧卧位通气。在团队的不懈
努力和精心守护下，龚阿婆闯过了一
道又一道“生死关”，最终病情得到了
有效控制，在入院的第13天，核酸转
阴并出院。

沪晋黔秦 强强联手

精准治疗有特色

为了加强区级定点医院的救治
能力，医院与曙光医院建立了市、区
级专家协作组联合会诊机制。国家
联防联控专家组12次到医院指导工
作，入舱查看危重患者。建立院内专
家团队，实行“舱内舱外专家交班制
度”，定期联合国家专家组、上海市专
家组对重症患者救治进行巡诊，评估
患者病情和治疗方案，明确抗病毒、
氧疗、中医中药等综合治疗措施，防
止轻症转重症。此外，医院建立感
染、呼吸、重症、心脏、肾脏等多学科
会诊制度，并制定重症、危重症护理
规范，推出俯卧位通气措施。有了国
家、市级、区级、院级专家组的四重保
障，实现了危重患者一人一方案，实
施个性化精准治疗，有效提高了新冠
肺炎患者重症及危重症的救治成功
率。

在上海疫情防控形势最为严峻
的时刻，在医院疫情防控最吃劲、最
关键的时刻，山西省、贵州省、陕西省
援沪医疗队逆行驰援，鼎力相助，用
丰富的战“疫”经验，和静安区闸北中
心医院的医护团队并肩作战，共同奋
战在搏击疫病的战场。

静安区闸北中心医院ICU团队
与山西省援沪医疗队ICU突击队合
作，组建了以重症和全科为主的核心
专家组医疗梯队，成立俯卧位通气治

疗组、呼吸机治疗组、床旁CRRT治
疗组、压疮组、营养支持组、导管组、
老年护理组共7个专项组，形成医护
一体化“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联合
救治体系。同时，因医院血液透析中
心医护力量短缺，山西省卫生健康委
从全省抽调了五家医疗单位（山西省
人民医院、山西医科大第一医院、山
西医科大第二医院、山西白求恩医
院、临汾市人民医院）的20名专业透
析医护人员组成透析组，与静安区闸
北中心医院血透室的全体医护人员
一起用爱心与担当让疫情下血透不
停“析”，不遗余力保障患者的生命安
全。

为保障新冠肺炎患者得到精准
有效的治疗，由静安区闸北中心医
院牵头筹建，联合上海市中医医院、
山西省援沪医疗队和贵州省援沪医
疗队专家，成立了新冠肺炎中医联
合工作组，全方位开展中西医结合
治疗。医院联合贵州援沪医疗队，
邀请第二届“国医大师”、贵州首届

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刘尚义教授，贵
州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全国岐黄
学者杨柱教授，以及贵州省新冠肺
炎救治中医专家组组长、贵州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葛正行教授，
针对高龄新冠肺炎患者的病症进行
远程会诊，将贵州中医药民族特色
贯穿于新冠肺炎治疗全过程，得到
患者的一致好评。

为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
方针，以快制快、以变应变，严格落实

“四应四尽”措施，医院联合陕西省援
沪医疗队优化收治流程、完善转诊机
制，确保转运系统15分钟响应、2小
时内完成定点医院的转运工作，为危
重患者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尽锐出战 甘于奉献

不辱使命再出发

静安区闸北中心医院在承担新
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任务的同时，在
区卫生健康委的统一指挥下，在医院

党政领导班子的正确领导下，还派出
多支医疗队伍先后支援社区核酸采
样、承担全区负压转运任务、紧急援
助中冶方舱医院、筹建智选假日酒店
方舱医院、全面负责纺控方舱医院、
共建闸中心—公惠新冠定点医院、接
手万荣绿地密接人员集中隔离点等
外派医疗救治工作。

即使在整体转换为定点救治医
院、人员紧缺的情况下，医院仍然派
出核酸采样队伍支援社区。全院职
工尽锐出战、驰而不息，以实际行动
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职责和使命。

作为上海市45家新冠肺炎定点
救治医院之一，随着定点医院的关
闭，静安区闸北中心医院圆满完成
此次战“疫”任务，医院将按照国家
卫生防疫要求进行全面严格的消
杀，在通过安全评估以及医护人员
结束隔离健康观察后，全面恢复各
项医疗服务，继续为居民健康保驾
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