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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小小

共饮浦江水，合力战疫情。4 月 9
日以来，松江区持续向本市其他区提供

隔离房源，截至5月14日已接收全市转

运人员 1534 人，为打赢大上海保卫战

贡献松江力量。

用心服务显温情
“从担心到窝心，你们热心接待，住

房宽敞、干净、舒适，三餐准时送至，使

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在自己家一样

……”5 月 12 日，上海欢乐谷嘉途酒店

收到了一封感谢信，写信者是来自黄浦

区瑞金二路街道的陈先生，今年 82
岁。5 月 8 日，他作为密接人员入住上

海欢乐谷嘉途酒店，同行人一名是其嫂

嫂，另一名是平日里同时照顾他及其嫂

嫂的女性家政人员。根据实际情况，三

人被安排至两间房。同时，酒店了解到

老人的饮食和作息习惯后，对餐食内容

和送餐时间一并作了调整。

“松江在关键时刻向兄弟区伸出援

助之手，让我们很感动。”黄浦区瑞金二

路街道武装部部长张俭发出感慨，松江

区行动迅速，从区、镇两级协调到确定

房源，只用了不到一小时，且保障人员

配备齐全。人员进出、核酸检测采样、

场所消杀等各项流程严谨规范，每个环

节都责任到人、形成闭环，这都是连日

来张俭最强烈的感受。

另据了解，石湖荡镇自2020年6月

起接管上海欢乐谷嘉途酒店临时隔离

点的疫情服务工作，在今年 5月 6日接

到酒店收住黄浦区密接人员隔离任务

后，马上与酒店方商量，紧急进行了内

部隔断改造，并增派工作人员，以最好

状态迎接兄弟区的家人。

细致周到暖人心
“这批人员以老年人为主，入住后

普遍存在不会使用电器和网络问题，对

此，我们都逐一通过电话或视频沟通，

平均接听时间在 15分钟左右。”上海欢

乐谷嘉途酒店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

批人员习惯用沪语交流，而酒店总台人

员不会沪语，前台经理作为唯一一名沪

籍工作人员，几乎 24 小时在线。来自

外区的派驻人员同样全程紧绷安全弦，

涉及隔离期间方方面面的问题，他们总

是及时参与协调和解决。

而在上海富悦大酒店 A 栋楼临时

隔离点，5月 13日晚首次接收了来自杨

浦区的 37名密接人员。接到跨区接收

密接人员任务时临近傍晚，考虑到两地

相距 50 公里，接管该临时隔离点疫情

服务工作的泖港镇工作人员临时增加

了晚饭餐数，并放入保温容器，确保入

住人员能第一时间吃上热气腾腾的饭

菜。“密接人员中有部分人员有基础疾

病，担心他们忘记携带药物，我们对接

了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足了可能需

要的药物和剂量。”该临时隔离点负责

人介绍道。

□记者 彭璐

从一开始仅有 15 人，到如今的

200 余人，九亭镇象屿都城小区社区

志愿者队伍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守

护着社区 6000 多名居民。这多亏了

社区工作者李慧勤，在忙碌的社区防

疫工作中，他主动承担起统筹安排志

愿者的任务。

李慧勤性格豪爽，在长期的基层社

区工作中，早已和大家打成一片。虽然

李慧勤是个“80后”，但居民们平时都亲

切地叫他“老李”。“我想请大家加入我

们志愿者团队中来，一起抗疫，共同保

卫我们的小区！”在李慧勤的号召下，居

民们纷纷响应，并动员身边的人报名参

与社区防疫志愿服务。“平时老李对我

们居民热心又负责，有什么困难二话不

说就来帮忙，我相信他！”居民小朱立即

报了名。

在抗疫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李

慧勤是志愿者团队的“主心骨”，他有一

套自己的“带兵之道”。为了避免居民

下楼做核酸采样产生交叉感染，他负责

制定路线，安排志愿者分工，从登记员、

带队员、扫码组到医护辅助人员，每个

环节他都不遗漏。为了能让居委会与

居民之间的信息保持通畅，李慧勤带领

部分志愿者组建了宣传工作小组，开办

了传递抗疫信息、传播社区正能量的

《象屿简报》，搭建起居委会和居民之间

的“连心桥”。《象屿简报》每天更新，帮

助居民及时了解小区最新的疫情动态，

帮助居民缓解心中焦虑的同时，也让各

种谣言不攻自破。

处理居民的琐碎事务、分配志愿者

任务、分拣团购物资、装卸保供物资、核

酸扫码……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李慧

勤的身影。有一天，小区组织夜间核酸

采样，志愿者小魏晚上10时30分下楼，

发现李慧勤仍在为居民们扫描核酸码，

心头顿时一阵感动。“如果他仅仅指挥

而不亲自上阵，相信也不会有现在的号

召力。志愿者工作的频率很高、强度很

大，虽然有轮休，大家依旧觉得疲累不

堪，但是老李天天在岗，从未缺席。”小

魏说。就这样，在李慧勤的带领下，社

区志愿者队伍一步步壮大。其间，李慧

勤肉眼可见地瘦了一大圈，看起来却更

精神了，大家都开玩笑说：“老李从大叔

变成‘小鲜肉’了。”

近期疫情形势有所好转，支援上海

的医护人员陆续返回，李慧勤又在为组

建社区核酸采样志愿者队伍奔忙。他

动员志愿者团队中的大小组长都报了

名，在为期一周的学习后，大家都顺利

收到了核酸采样培训的合格证书。持

证上岗的第一天，大家在重庆援沪医疗

队队员的指导下为居民核酸采样，把采

样的手法、“一人一手消”的知识都铭记

于心，上手操作也不怯场，得到了小区

居民的肯定。“有了这次实践操作，我们

更有信心了，后续我们就可以通过一批

批培训，发展自己的核酸采样队伍，小

区内的采样点也能够常态化运作起来

了。”李慧勤高兴地说。

本报讯（记者 王红霞）“可移动

式垃圾车厢已在全区 7个垃圾收运点

位试运行，为医废和涉疫垃圾的日产

日清助力不少。”上海亭启环卫公司业

务经理陈光旭说。自本轮疫情以来，

位于九亭镇的上海亭启环卫公司在处

理生活垃圾业务的基础上，承担起了

清运医废和涉疫垃圾的任务。为此，

公司第一时间成立了 18 人组成的专

门收运班组，调集了9辆收运专车，同

时探索新型收运模式，当好涉疫垃圾

收运的“先遣队”。

在区生态环境局的协调下，上海

亭启环卫公司从 3月起开始承担医疗

机构、集中隔离收治点等场所的垃圾

收运工作。“接到任务后，我们立即组

织人员、安排车辆，与区生态环境局医

废应急处置突击队共同开展垃圾收运

工作。”陈光旭说。涉疫垃圾收运班组

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队员全部集中

居住在公司。“他们每天早出晚归，常

常早上五六时出发，晚上 9 时以后才

能回到公司休息，平均每人每天要出

五六趟车。”陈光旭说。

退役军人杨建情是第一个加入

涉疫垃圾收运班组的。“每次出任务

我们都当成一次‘出战’，出发前，大

家会相互检查防护服、口罩、面罩、手

套等防疫装备是否穿戴规范，消杀器

材、消杀用品是否配齐，车辆是否正

常。”杨建情说。

为减少医废存放时间较长带来的

安全隐患，避免二次污染，公司探索出

可移动式垃圾车厢新型收运模式。“经

过改造的垃圾车厢可直接放在医废储

存点位上，待车厢装满后直接载运到

专业处置单位。”陈光旭说，“这样既提

高了收运效率，也减少了收运人员的

作业风险。”

本报讯（记者 韩海峰 通讯员 倪琳娜）连

日来，方松市场监管所积极对接援沪医疗队在

辖区的供餐单位，加强指导与监管，以“四个最

严”全力保障援沪医疗队的“一日三餐”安全。

日前，在上海榕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第二

分公司，方松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依次对粗加

工间、烹饪间、冷菜间、配餐间、餐具保洁间、食

品仓库、留样专用冰箱等逐一开展检查。“重点

检查从业人员每日核酸和抗原情况、原料采购、

食品储存及加工制作、食品原料信息追溯系统、

食品打包等是否符合规定标准。”方松市场监管

所相关负责人说，要求人员定点定岗，所有操作

人员每日都必须进行核酸及抗原检测，在食品

把控上要求做好原材料溯源，确保援沪医疗队

的饮食安全。

据悉，方松街道辖区内共有两户餐饮单位

承担援沪医疗队供餐保障，每餐次 1000 余份。

为确保医疗队饮食安全，方松市场监管所在援

沪医疗队驻松第一时间成立了供餐保供小组，

分别对援沪医疗队的供餐单位上海榕怡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及上海皖荟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开展前期检查与指导服务，对供餐单位

的防疫工作、人员闭环管理、环境卫生、食品安

全等相关重点环节进行现场评估。与此同时，

要求企业强化社会责任担当，从严从实从细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食品安全

保障工作。

“援沪医疗队千里驰援，我们将严格落实

‘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和

最严肃的问责’，做好食品安全保障工作，让援沪

医疗队无后顾之忧，为打赢大上海保卫战作出应

有的贡献。”方松市场监管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 彭璐

当前，全市正处于

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另一方面，距离 6 月 1
日入汛的日期越来越

近，防汛备汛也到了最

关键时刻。面对双重

考验，连日来，九亭镇

河长办坚持“两手抓”，

统筹兼顾，全力做好防

疫、防汛工作，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抗疫一线党旗飘
今年 2月，九亭镇

河长办党支部成立，成

立仅一个月，这个全镇

最年轻的党支部全体

成 员 就 奔 赴 抗 疫 一

线。驻守收容点救助

社会闲散人员、扎根防

疫指挥部统计数据、下

沉社区一线支援志愿

者、加入保障组运送物

资……10 名水务青年

全情投入基层抗疫工

作，让党旗在抗疫一线

高高飘扬。

3 月初，九亭镇多

个受疫情影响的小区

紧急封控，镇党委、政

府立刻组建抗疫工作

专班，凌晨急召人员前

往。“组织需要，我们义

不容辞！”接到上级指

示电话那一刻，镇河长办工作人员孟月

辉来不及了解具体情况，简单迅速收拾

了几件行李就和另一名同事赶赴指定

社区，协助居委会开展防疫工作。

从3月31日设立至今，九亭镇北场

临时收容救助点已累计接收社会面居

无定所人员近 170 人。这处“临时家

园”的负责人是九亭镇河长办党支部书

记、副主任胡俊山，与他并肩作战的还

有 3 名支部成员和部分镇机关党政干

部。“当时疫情来势汹汹，这些人员焦虑

不安，我们一边安抚劝导，一边尽最大

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来自镇河长办

的施耀峰介绍道。一开始为了便于管

理，救助点给每个人都编了号，如今他

早已对每个人的名字烂熟于心，在日常

工作中无需再参考编号。

防汛备汛抓落实
4月下旬的一天，松江突降暴雨，部

分环卫工人因为封控无法返岗，造成部

分地区路面积水严重。镇河长办第一

时间联合镇环卫所、相关居委会及物业

公司，抽调人员展开清扫落叶、疏通下

水口等工作。同时，全面巡查道路，针

对大型广告牌、地下停车库、楼房阳台

等可能存在隐患的地方，开展宣传，协

同做好预防措施。

目前，镇河长办正根据全年防汛常

态化的要求，盘点防汛仓库物资，加强

泵闸安全运行管理，严格执行防汛调度

指令，全力保障全镇水资源调度工作。

“我们的主要职责是作为桥梁，紧密联

系各部门单位、园区企业、居委物业，与

大家通力合作做好防汛工作。”镇河长

办工作人员沈海明说。结束了封控小

区的志愿服务，他又马不停蹄地赶赴北

场临时收容救助点开展防疫工作至今，

同时还兼顾着防汛、备汛的统筹工作。

截至5月14日，松江区已接收全市转运人员1534人——

区区联动聚合力 暖心服务共战“疫”
从严从细检查
保障食品安全

方松市场监管所指导监督
援沪医疗队供餐单位

早出晚归忙收运 创新模式提效率
亭启环卫当好涉疫垃圾收运“先遣队”

上海亭启环卫公司员工在上海亭启环卫公司员工在

确保个人防护到位的前提下收确保个人防护到位的前提下收

运涉疫垃圾运涉疫垃圾。。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亲力亲为做榜样 担当团队“主心骨”
——记九亭镇象屿都城社区工作者李慧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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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梁锋） 用纸板箱制作扫码

“神器”，用头巾和碎布条制作“斜挎包”……中

山街道志愿者妙招迭出，制作各种实用小工具，

让核酸检测采样更为便捷快速。

“您好，请把核酸码打开。好，下一位……”

在蓝天二村居民区，因为有了扫码“神器”，核

酸检测跑出了“加速度”。在废旧纸板箱中间

裁剪出一个手机大小的洞，就成了这款扫码

“神器”。

“之前参与核酸检测服务时，有时因光照强

烈，手机屏幕反光，导致经常出现扫码失败的情

况。蓝天二村共有居民5500多人，扫码不畅会

大大影响采样效率。”于是，蓝天二村志愿者顾

辉辉灵光一现，制作了这款扫码“神器”，大大提

高了工作效率。

除了扫码“神器”，居民自制的“斜挎包”也

同样受到青睐。志愿者们在协助医务人员开展

核酸采样时，手上要拿扫码用的手机、试管等物

品，由于防护服没有口袋，很不方便。为此，方

东居委会和蓝天二村居委会的志愿者们开动脑

筋，就地取材。

孙丽玲是方东居委会的一名志愿者，在一

次核酸检测采样过程中，她看到一名采样人员

在腰间贴了布袋，用来放手机，于是想到了用头

巾和碎布条制作“斜挎包”，用于放置手机、备用

手套和核酸采样管等物品。

蓝天二村居委会工作人员张仙妹搬出尘封

已久的缝纫机，找出几个环保袋，花两个小时制

作的 4个“斜挎包”在第二天便投入使用，让现

场志愿者的工作开展得更加便捷。

志愿者自制扫码
“神器”“斜挎包”

变废为宝有妙招
核酸采样更高效

志愿者将暂时不用的物品放入“斜挎包”，

可以腾出双手更便捷地服务居民。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