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文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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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罗欣悦

5月13日，随着所支援的方舱正
式休舱，来自静安区中医医院的唐思
悦与战友们圆满完成了此次使命。
按照防疫规定进行酒店隔离后，在家
休息调整的她，幻想了无数次与家人
团聚的场景，近日终于梦想成真。

“我们全家终于团聚，这是我梦
到无数次的场景。”

6月15日上午10点，来自静安
区中医医院的护士唐思悦终于不再
是隔着屏幕和母亲“见面”——她的
母亲出院了。

时隔三个月未见到女儿的唐妈
妈，远远看到唐思悦向其奔来时，便
已哭成了泪人。

自三月上海疫情暴发后，唐思悦
便驻守在单位，也就是从那时起，她
和父母三人开始了驻扎不同地点的
生活：母亲住院，父亲在家，而她前期

驻守单位、后期支援方舱。没想到一
别就是三个月。

“父母需要我的时候，而我不能
陪在身边，其实心里会有些难过，但
我的家人给了我满满的支持。”

不论是驻守单位，还是后期驻守
方舱，唐思悦习惯每天和父母通个电
话，询问母亲病情、变着花样逗母亲
开心……“我们都很好，你注意安全，
我和你爸在后方永远支持你。”这是
唐妈妈在每日结束通话前最常说的
话。

“唯一遗憾的是，我们全家这次
团聚只有不到五小时。”在母亲出院
前两天唐思悦接到单位通知，需在6
月15日，也就是其母亲出院的当天
下午抵达医院参加本轮换防。

“什么时候去？要去多久？”
“今天下午四五点钟出发，具体

待多久还不知道，有什么消息直接
告诉你。”

“好，放心去，注意安全，家里我
和你爸都在。”一直在和女儿强调注
意安全的唐妈妈，又一次红了眼圈。

饭后，本该按时午睡的唐妈妈
拉着唐思悦的手说什么也不肯去休
息。“其实妈妈是支持我的，她只是
有点舍不得自己女儿，但身为一名
医护人员，军令如山，这个时候医院
需要我，我必须冲上前。”唐思悦说。

正是有了家人们的支持，唐思
悦一次又一次义无反顾冲在最前
线，为上海抗疫而战。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路上，她一刻
也没有离开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初，曾
在感染科工作11年，有着丰富工作
经验的唐思悦便冲锋在前。

今年4月8日至5月13日，她剪
掉长发、出征方舱，为入舱人员分发
餐食、药品；每日为患者核酸检测、抗
原检测；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如厕、
帮他们扛行李……虽当时身体不适，
但身着“大白”，她始终坚持工作，满
足舱内患者的生活所需。5月14日
至24日，所驻守的方舱正式休舱后，
在酒店进行隔离的她又一次化身“大
白”，提供核酸采样、抗原检测等服务
内容。而这一次她工作服务的对象
变成了自己和共同战斗了32个日日
夜夜的战友们。5月25日，在结束酒
店隔离后的她，回到小区变身志愿
者，为小区内十余位老年居民团菜、
送物资。6月15日，在其母亲出院的
当天下午6时，唐思悦按规定回到医
院，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当晚12
时，她开始了换防后的第一次值班。

身为一线医护工作者，在抗击疫
情的路上，她一刻也没有离开，“我从
不后悔选了护士这份职业，因为这份
职业带给我的远远不止是特定时间
段所做的特定事情，而是无时无刻都
会想在一线帮助患者的冲动。我为
曾经、现在以及未来能守护上海而感
到骄傲！”

■记者 王文瑛

本报讯 为加速推进疫苗接种
工作，促进多种慢性疾病的老年群
体增强对新冠病毒的抵抗力，日前，
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针
对辖区老年居民集中的特点，采取
上门服务的模式，让疫苗接种服务
延伸到家，方便“悬空老人”和腿脚
不便的居民接种疫苗。

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家庭医生和护士在预约的时间
段，上门来为居民王老伯接种疫
苗。王老伯家住三楼，因为脑梗后
遗症，行动受阻，本轮疫情发生以
来，他感到疫苗接种很有必要，于是
通过楼组长的帮助，预约了上门接
种服务。

接种前，家庭医生详细了解
了王老伯既往病史，在测量血压
和签署接种告知书后，护士便开
始接种。接种完毕后，护士详细

告知其注意事项以及之后的接种
时间安排：“第二针在三个星期后
接种，第三针要在第二针后的半
年才能接种。当天接种部位不能
碰水，我们走了之后有头晕、呕吐
等不舒服的症状，及时跟我们联
系。”

据了解，家庭医生和护士携手
上门为有需求的老人接种新冠疫
苗，首先要确保接种的安全性，对于
上门接种服务，中心会配备一名全

科医生、一名接种护士，随身携带保
温的生物转移箱和抢救设备。在家
庭医生诊断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接
种服务。接种后，医护人员还会在
现场等候半小时，确定接种人员身
体无异常后才离开。

据悉，目前中心主要对接辖区
内居委会，对有接种需求的小区采
取进小区、进广场、进活动室、进家
门、进养老院的“五进”方式，让接种
服务覆盖更多老年群体。

■记者 黄竞竞

每天5点起床，连续奋战61天，
累计行驶约一万五千公里……这些
数据是宝山路街道医疗保障组中刘
彬、庄琪创下的“战绩”，他俩专门负
责疫情期间辖区急病、重病患者的就
医接送工作。

4月初，为保障疫情防控下辖区
居民的就医需求，街道第一时间成立
了医疗保障小组，街道综合行政执法
队的刘彬和庄琪主动请缨，成为保障
小组的司机，负责接送辖区内有就医
需求的居民。“疫情无情人有情，居民
的治疗不能拖，能在紧要关头帮助大
家，非常荣幸。”

工作前，刘彬与庄琪二人特地
做了功课，他们知道去医院的多为
癌症、血透病人和孕妇，该怎么护

理、照顾他们？就医途中有何注意
事项？他们去网上查找视频，记住
要领，希望能更好、更专业地服务居
民。出发前，他们还在车上准备了
一些面罩、口罩、手套等，为居民带
去一些便利。

居民如有就医需求，先联系居委
会，居委会再联系街道医疗保障小组
统一排单。一开始“订单”不太多时，
两位工作人员轮流开一辆车接送，后
来，随着“订单”越来越多，两位各开
一辆车，“订单”爆单时，他们还要最
大化地优化线路，以期接送到更多的
人。最多一次，一人一天接送了30
人左右。

为病人开车，是一门技术活。刘
彬介绍说：“车上有病人，对于驾车技
术是很考验的，车子需要开得平稳，
不能太快，有些癌症患者身体疼痛，

车辆的一个颠簸都会引起他们的不
适，这都是需要注意的。”除了技术，
这份工作还需要用心用情。两人在
61天里累积接运了650人次，和病
患打交道的时候，他们还用乐观的情
绪去感染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帮助了一
位血透的老先生。老先生行动不便，
刘彬和庄琪便轮流把他背上车辆，再
背下来。后来两人分开接送后，刘彬
便找小区的志愿者、保洁员等人把老
人一起背上车。

老先生每周去长征医院做三次
血透，每次血透前一天还要去医院做
核酸检测，这就意味着他一周要跑六
次医院，接送共计12次。为了减少
折腾，刘彬多方联系确认，老先生只
需在血透时前往长征医院，核酸则在
家附近的中医医院检测即可，大大减

少了舟车劳顿。为此，老人及其家属
都十分感激刘彬。

庄琪一直用微博记录工作中的
点点滴滴。有位老人突发急症，家属
联系了街道医疗保障小组，小组马上
派单，庄琪立即赶赴老人小区，争分
夺秒地把老人送到了医院，家属特别
感动，事后还特地发短信给庄琪表达
感谢：“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得到了
你们的帮助，我们深表感谢！祝好人
一生平安！”

在这61天里，运送车辆成了两
人新的“办公场所”，路上是他们不停
奔波的身影。虽然工作强度和压力
都较大，但他们克服困难，闻令即动，
逆行出征，昼夜坚守。他们说：“当看
到居民得到治疗，一天天好起来，看
到疫情渐渐好转，就是我们最欣慰的
事情了。”

■记者 彭旭卉

本报讯 近日，在走马塘，来自
区河道水政所的保洁人员身着蓝色
防护服，佩戴口罩、面罩及手套，正
在用高压水枪冲洗河岸边的福寿
螺。两个人、一艘船、一把水枪，水
枪所到之处，粉红色的福寿螺卵随
即掉落河中。

“4-6月是福寿螺产卵和孵化
的高峰期，今年受疫情影响，区域内
河道生态维护工作未能按计划正常
开展，缺少人工清理干预，福寿螺呈

‘井喷式’爆发。”区河道水政所工作
人员陈琦晟向记者介绍，6月初，区
河道水政所养护单位组织了一次全
覆盖的河道巡查工作，发现全线桥
堍、防汛墙、浮床、挺水植物、种植槽
等部位皆有密密麻麻的福寿螺卵分
布，情况较为严重。

为此，区河道水政所组织养护
单位编制了《福寿螺防治方案》。根
据方案安排，目前，每天上下午各一
次，派专人专船每日开展防汛墙上
螺卵冲洗打捞，同时在日常水域保
洁工作之际，也会对沿线发现的螺
及螺卵进行及时清理。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河道防汛
墙、水生植物上，随处可见这样一串
串桑葚般大小、粉红色的福寿螺卵
块。“在河道里，福寿螺没有天敌，如
果一旦大量繁殖，会对生态链构成一
定破坏，所以我们要及时打捞清理。”
陈琦晟介绍，福寿螺卵需要干燥的环
境，一旦入水就不能孵化与存活。因
此，保洁人员一般都会采用高压水枪
进行冲洗。对于成螺，则会用专门的
桶集中收集，上岸后使用木棍、木槌
等进行捣碎灭杀，由专人消杀后，及
时清理外运。

同时，陈琦晟也提醒市民，福寿
螺还是很多寄生虫的中间宿主，若
烹饪不当，对人类健康危害很大，市
民切勿食用。

据悉，区河道水政所还将持续
开展福寿螺清理专项工作，将之纳
入常态养护工作，根据其生长特性，
加强巡查发现及处置，控制福寿螺
进一步繁衍入侵。

■记者 张琦 通讯员 宋一江

本报讯 为助力复工复产，连
日来，结合辖区特点，静安警方组织
警力深入各企业、单位开展安全检
查，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按下“加速
键”，同时，在检查过程中，警方也积
极解决企业、单位、市民提出的各类
问题和求助。

在彭浦新村派出所辖区，警方
对辖区内规模性公寓等重点区域的
消防安全、防疫管控等方面工作，进
行了重点检查，并对消防安全制度
落实、消防设施运行，以及“场所码”

“数字哨兵”的全面应用，进行了检
查指导。

在大宁路派出所辖区，民警积
极组织警力，针对疫情防控、消防
安全、人口管理等重点方面，通过
拉网式、全覆盖的严查严治、严防
严控，助力企业在安全有序的环境
中复工复产。

在联合执法行动中，南京西路
派出所联合街道、城管、市场监管等
部门，对大沽路沿街店铺开展联合
执法。

在延平路上的多家店铺，曹家
渡派出所民警开展安全检查，提醒
商户加强疫情防控，提醒市民保持
防疫安全距离。

在天目西路派出所，连日来，办
理各项业务的市民有所增多。居民
何先生夫妻求助称，儿子小何因疫
情原因无法回国，但身份证到期导
致银行业务无法办理。得知需求
后，民警积极引导何先生通过随申
办便民事项在线委托，并现场耐心
指导手机操作。同时，警方通过视
频与小何逐一核实情况，以及核对
业务办理材料信息，为他办理了身
份证换领业务。

在静安区出入境办证大厅，市
民有序扫码进入大厅办理业务。据
了解，自出入境办证大厅恢复对外
服务以来，通过前置前台咨询岗、增
设服务为民预约岗等方式，提升窗
口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管理，
静安警方还将持续组织警力，加
强安全巡查和排查力度，走访企
业单位并听取需求，更好地助力
复工复产。

■记者 陆安怡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彭浦镇生
活垃圾分类的常态化管理，进一步
提升环境卫生治理能力，彭浦镇以
疫情防控与垃圾分类同步进行的原
则，多措并举，加快落实各项工作。

彭浦镇城运中心第一时间组
织人员，协同第三方对辖区内各小
区进行检查，积极指导相关物业方
及保洁员履行垃圾分类和防疫主
体责任，切实做好垃圾桶设施、垃
圾箱房及社区公共区域的日常卫
生保洁和防疫消杀，督促社区加快
清运小区内积存的可回收物及有
害垃圾，尽快恢复社区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

为做好接下来的垃圾分类工
作，彭浦镇城运中心组织居委参与
线上培训，学习新一轮居住区生活
垃圾分类实效测评细则。同时针对
日常垃圾分类工作中容易出现的共
性问题，例如，垃圾桶脏污、分类标
识错误、一次性口罩收集及清运，以
及复工复产后的垃圾分类注意事项
等内容提出具体要求，推进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

接下来，彭浦镇的垃圾分类工
作将继续坚持“科学防疫+垃圾分
类”两手抓、两不误。

■记者 彭旭卉

本报讯 近日，为配合全国打
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有效开
展，“金叶讲坛”的第三讲活动特邀
静安公安分局曹家渡派出所民警周
世奇，为区老年大学的学员们在云
端带来一场“智慧防诈”讲座，帮助
区域内老年人提高对养老诈骗的防
范意识和防骗常识。

周世奇告诉学员们，诈骗手
段万变不离其宗，关键还是要“捂
牢自己的钱袋子”，要牢记“三不
一要”（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
要及时报案），有困难第一时间联
系社区民警寻求帮助。他还将真
实案例改编成了“反诈50问”，通
过问题互动向学员们详解多种诈
骗手法的“破绽”，传授防范诈骗
的小技巧。

这场讲座重点向老年人宣讲了
在网络世界中有防范意识的重要
性。部分不法分子紧盯老年人群
体，通过新型网络诈骗将目光盯向
了对互联网技术和产品一知半解的
老年人群体，利用手机软件、网站链
接等技术手段定制诈骗“剧本”，让
不少老年人防不胜防。周世奇特别
提醒老年学员们，要在手机上安装
国家反诈中心软件。

十年来，静安区老年大学始终
以推进老年大学高质量发展为目
标，深耕区域老年教育事业。“智慧
助老”系列活动以满足老年人对智
慧生活的需求为出发点，聚焦老年
人运用智能技术、融入智慧社会的
需求和困难，提升运用智能技术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清理福寿螺卵

加强河道常态养护

时隔三个月未见亲人，相聚时间不超过5小时

医护工作者为守护上海感到骄傲

彭浦镇

坚持“科学防疫+

垃圾分类”两手抓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警方按下“加速键”

61天护送650人次就医 累计行驶约一万五千公里

宝山路街道医疗保障组为居民就医护航

推进疫苗接种“触手可及”
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服务延伸到家

云端讲座帮助

老年人捂牢钱袋子

■记者 肖鸣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