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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档、父子兵，
守护万“嘉”灯火
本报讯 临近春节，受到新一轮
本土疫情影响，市民的核酸检测需求
有所增加，不少医院迎来核酸检测高
峰；各疫苗接种点也迎来接种高峰，
其
中大多数是来接种第三针的市民。
与此同时，
为保障核酸检测、核酸
采样、疫苗接种快速有序进行，嘉定的
相关工作人员紧密配合，
“夫妻档”
“父
子兵”接连上阵，守护着万“嘉”灯火。

优化流程，核酸检测又快又好
1 月 21 日上午，记者在安亭医院
核酸检测点看到，等候检测的队伍已
经排到医院门口，现场秩序井然。
院方
表示，最近几天的采样量都在 3000 人
次以上，院方将采样时间延长至 22
点，并在原有 3 个采样窗口的基础上，
增开了 2 个快速采样窗口，完善网上
信息登记系统，减少大家排队等候的
时间
（见下图）。
为了保障核酸检测快速有序进
行，医院增派了志愿者和保安维持秩
序，指引需要检测的人员。
“你关注
‘上
海健康云’，6—8 小时就可以查到结
果。”现场，志愿者钟裔光耐心解答市

民的疑问。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1 月 21 日晚，
南翔镇某社区的所有居民需进行核酸
检测。相关部门提前安排部署，4 小时
内完成了 2000 多位居民的核酸采样。
这是怎么做到的？
当天傍晚 5 点，记者来到该小区
时，
现场已经拉起警戒线，
划分为排队
入口处、信息登记区、采样区和出口，
居民全程不走回头路。
傍晚 6 点，核酸采样开始。为了加
速采样，现场每 5 位居民为一组，每组
有一位工作人员全程引导。每个区域
都实行人流管控，当一组居民离开后，
再来一组居民，
避免出现人员聚集。
为提高效率，与医院核酸检测单
管采样不同，该小区采用单管混采。
“现场是 1:5 混采，5 个人为一组，用 1
根管子，效率就提高了。”南翔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副科长徐柯
介绍。当晚 10：15，小区 2000 多位居民
的核酸采样全部完成。

“打完第三针，更安心”
“我们国家是世界上防疫工作做

得 最 好 的 ，所 以 相 信 国 家 一 定 没 错
的！”1 月 19 日下午，在安亭镇于塘路
的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年过七旬的
鲍老伯和妻子一起来接种新冠疫苗第
三针。从入口处的个人信息登记，
到核
对信息、接种疫苗，在志愿者的帮助
下，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鲍老伯
夫妇，很快就完成了接种。
近期，国内多地疫情散发，
上海也
出现本土病例，嘉定各疫苗接种点也
迎来接种高峰，其中绝大多数是来接
种第三针的市民。
据介绍，
最近一段时
间，于塘路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平时
一天接种人数在 1000 多人次，周末近
2000 人次。
张先生老家有事，必须春节前赶
回去，所以特地和单位请了半天假来
打第三针疫苗，他说：
“打完第三针更
安心。
”
疾控专家建议，市民在无接种禁
忌症的情况下，凡符合接种第三针加
强针的，要尽快接种。目前嘉定区 12
个街镇共有 15 个新冠疫苗临时接种
点，同时安排流动接种车和接种小分
队，开进区内商圈、社区、园区、企业，

方便广大市民就近接种新冠疫苗加强
针。

有一种浪漫叫夫妻携手，有一种
陪伴是父子同心。
秦年生是南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预 防 科 的 一 名 公 卫 医 师 ，2020 年
起，他加入到抗疫一线的队伍中。
“头
抬一点，
鼻腔放松，会有一点酸哦。
”在
居民家中，
秦年生的引导十分娴熟。
但
两年前，他对核酸采样的操作还十分
陌生。
“初学时，
咽拭子还好，
鼻拭子我
担心把别人弄疼，就把自己当‘小白
鼠’
。
”当时，
他只能依靠反复观看教学
视频，捅自己鼻孔摸索位置，
才熟练掌
握核酸采样的手法。
相比之下，秦年生的妻子陈丽在
浦东机场的防疫工作强度更大、任务
更 重 。一 天 下 来 ，陈 丽 一 个 人 要 做
200—300 次核酸采样。
“ 老婆，加油！
早去早回。”
“老公，操作一定要规范，
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夫妻俩时常
这样互相叮嘱和鼓励。
在嘉定一家集中隔离站点，真新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对“父子
兵”
给身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
周璟是一名家庭医生，由于为人热心
细致，被同事昵称“周阿姨”
。第二次参
与隔离点工作时，
“90 后”儿子周宇宸
也分在了同一家酒店隔离点。
在隔离点的 14 天里，他先后应急
出诊 4 次。得知住客的海关核酸检测
呈阳性，
除了安抚客人情绪，他还指导
客人物理降温，并与 120 做好病人急
救交接。
“一旦出了纰漏，导致疫情扩
散，医护人员肩上的担子只会更重。”
这种信念支撑着周璟用更严谨的态度
对待每一个环节的工作。父亲的尽职
尽责，周宇宸都看在眼里。他主动挑起
夜班工作，担心半夜有突发任务听不
到敲门声，
周宇宸每次值班，总会把门
半掩着。
让人意外的是，当包括周璟父子
在内的医务人员集中前往指定隔离点
隔离时，
住在父子俩对门的，竟是周璟
的爱人陈磊。当时，
陈磊刚刚结束在该
隔离点的工作，也在进行隔离。经历了
长期高强度的防疫工作之后，一家人
终于“团聚”
。
嘉融媒综合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华一行来
到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安亭院
区，
慰问一线医护人员，
对全体医护人
员为人民群众解除病痛、为嘉定医疗
水平提升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在安
亭镇帮困对象陆先生家，连正华鼓励
他保持乐观心态，战胜困难。
区政协主席杨莉一行走访慰问了
区人武部，对区人武部官兵长期以来
在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军地共建关系
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

新成路街道帮困对象徐先生家里，杨
莉嘱咐相关部门做好帮扶工作。
区委副书记周文杰一行来到武警
执勤第五支队某部，感谢他们在嘉定
城市建设、社会稳定方面所做的努力。
在帮困对象张女士家中，周文杰叮嘱
工作人员要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
区领导顾惠文、谭伟时、陆祖芳、
王建新、黄恩伟、李峰、钱志刚、朱健民
参加走访，区四套班子其他领导也进
行了走访慰问。
嘉融媒综合

核酸
“夫妻档”
，防疫
“父子兵”

嘉定区部署工会工作
本报讯 1 月 20 日，记者从嘉定
区总工会六届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
上获悉，2022 年，嘉定工会将通过主
题职工文化作品展、职工原创诗歌展
演、劳模工匠宣讲活动等，
充分展示嘉
定产业工人的劳动风采，继续当好职
工的“娘家人”
“贴心人”。区委副书记
周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对 2021 年全区各级工会在
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助力嘉定发展、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提升服务职工能级
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予以充
分肯定。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工会组
织切实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继续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奋发有为，努力推
动工会改革和工会工作取得新进步。
会议还传达了市总工会十四届
十次全会精神。与会委员书面审议了
区总经费审查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
告。
撰稿 王佳骏

嘉定区部署妇联工作
本报讯 1 月 19 日，嘉定区妇联
六届十次执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
透露，2022 年区妇联将新建“四新领
域”妇联、开展“美丽庭院”
“美丽阳台”
创建等，打造妇女儿童的“温暖之家”
。
区委副书记周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嘉定妇
联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助推嘉定经

济社会发展、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推动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优化妇儿发展环
境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2022 年，区妇联将提高站位、思
想领航，持续深化妇联组织改革激发
新活力，用多元组织凝聚妇女，完成区
镇两级妇联组织换届选举，新建 40 个
“四新领域”
妇联。
撰稿 周玉林

青年新媒体发展大会举行
本 报 讯 1 月 19 日 ，
“遇见思
想+ 创见新视界”嘉定青年新媒体
发展大会在南翔举行。活动为 2021 年
嘉定青年“思想+”计划优秀作品颁
奖，启动“小爱小嘉”小记者实践点和
嘉定青年“思想+”联盟创作实践基

地。活动还发布了 2022 年嘉定青年
“思想+”新媒体创作大赛关键词——
“团”，借此挖掘和催生更多新媒体作
品。
区委副书记周文杰、团市委副书
记邬斌出席活动。
撰稿 王佳骏

（上接第 1 版）孩子的身心健康。
区委副书记、区长高香一行首先
来到武警执勤第五支队某部，查看了
部队的抢险救灾储备物资、给养物资
等，详细了解了队伍建设和健身设施
建设等情况。她叮嘱部队指战员，有
困 难 及 时 提 出 ，相 关 部 门 会 积 极 解
决。随后，高香一行来到困难户胡先
生家中，详细询问了其家庭状况。高
香嘱咐他注意养病，按时用药，规律
生活，适当锻炼。

简讯

深入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嘉定区百姓说唱团巡演启动

让宣讲更生动、更本土、更有感染力
贯彻六中全会、
区七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讯 “一个根本问题，
全党要
牢记。
”
“要牢记什么？”
“中国共产党是
什么、要干什么的问题。
”相声《数字精
神》的演员一出场，便把观众带入主
题，他们用幽默的对话，
讲述着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
战、自力更生、守正创新的精神。1 月
20 日，
“汲取百年历史伟力 开启新的
伟大征程”——嘉定区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生动化宣讲现场

会暨百姓说唱团首场巡演，在真新街
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举行。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后，为
增强理论宣讲的感染力、传播力，
不断
创新基层理论宣讲方式方法，在区委
宣传部指导下，
各街镇、相关部门经过
一段时间筹备，创作生产了一批形式
多样、短小精悍的语言类节目，将“书
面语”转化成“方言土语”，转化成歌
曲、相声、独脚戏、快板、说唱。
独脚戏《赶考路上》、群口说唱《幸
福之道乐淘淘》、上海说唱《砺剑云端》
等节目先后上演，演员们用生动传神

的表演，演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讲述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
历史经验，
以及为人民奋不顾身、无私
奉献的英雄故事，
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节目讲述一代飞行员的强国梦
想。
”上海说唱《砺剑云端》表演者周檬
奇介绍，
为创作节目，
他们去档案馆查
阅资料，将跌宕起伏的剧情融入上海
说唱中，
用“本土化”
的方式告诉观众，
祖国的军事力量是如何强大起来的。
“我们创作了 21 个相关作品。”区
文化馆馆长田甜表示，
接下来，
嘉定区
百姓说唱团将深入全区各街镇，用市

民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
生动鲜
活地讲好嘉定故事、中国故事，
以难忘
的历史事件、典型的人物事迹呈现新
时代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传播十九
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要义。
用新的呈现方式和表达形式宣讲
好六中全会精神，增强理论宣讲的吸
引力、感染力，
生动化宣讲是一种有益
有效的形式。
下阶段，嘉定区将继续深
入推动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六学六
讲六争先”
活动，开展对象化、分众化、
互动化的各类宣讲活动，推动全会精
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撰稿 席凌燕

纪念馆获社会捐赠
本报讯 1 月 20 日，由上海市拥
军优属基金会嘉定区工作委员会主办
的“五抗”斗争纪念馆增项资金社会化
捐赠仪式，
在“五抗”斗争纪念馆举行，
8 家捐赠单位获颁捐赠证书。区领导
顾惠文、陈宾出席活动。撰稿 周玉林

青年谈
“安居聚才”
本报讯 1 月 17 日，嘉定青年代
表与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汇聚一
堂，围绕“安居聚才·情暖嘉园——缓
解大城市青年租房住房压力”主题展
开座谈交流。区领导宗斌、朱健民参加
活动。
撰稿 王佳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