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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菲茜

“他们只是病人，比起治安帮教人员，他们还需

要承受生理上的病痛。”提起帮教的“瘾君子”，禁毒

社工勾伟东这样说道。像勾伟东这样的禁毒社工，

松江全区共有31名，他们走进一名又一名“瘾君子”

的生活，帮助“瘾君子”们走出灰色的时光，重回正

常社会生活的轨道，直至重获“新生”。

老李的生活有了双重保障
2019年 4月，勾伟东终于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

社区戒毒人员老李。老李虽然户口在松江，但一直

在浦东生活。好在老李为人外向，与勾伟东建立联

系后，除了每月要求的面谈，两人一直通过网络、电

话保持联系。在交流中，勾伟东得知，年近七旬的

老李孤身一人，已无就业能力，虽与前妻育有一子，

但为了对方着想，老李一直刻意回避联系儿子，基

本没有经济来源。

“像老李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一定的补贴怕是

不行。”勾伟东想着必须帮老李申请低保。他带

着老李向属地居委会、派出所及社保中心等部门

咨询。

低保申请好了，老李的生活有了最基本的保

障。有一次正值夏季，天气炎热，到了午饭饭点，勾

伟东请老李吃了碗冷面，没想到老李的眼泪夺眶而

出。勾伟东知道，老李仍有一桩心事：虽嘴上说不

想念儿子，心里却时常内疚和挂念。作为禁毒社

工，他明白亲情有助于帮教人员重回正常生活。于

是，他想方设法找到老李的儿子，将这几年老李的

情况告知，希望对方能够偶尔看看老李。

令勾伟东欣慰的是，在他的穿针引线下，孩子

答应与老李见面，了却了老李一直以来的心愿。如

今，虽然已过帮教期，老李仍时不时地问候勾伟东，

与他保持着联系。

小周和父母的关系缓和了
勾伟东与小周的联系是从 2019 年 7 月开始

的。刚接触时，勾伟东一边帮小周申请低保，一边

鼓励他找工作，陪着他应聘了好几家公司。原本以

为小周有了工作会稳定下来，没想到，上了4个月班

后，小周突然辞去工作只身去了广州，只给父母留

下一句“去做生意了”。

三个月后，小周回了家，却一改往日的模样，精

神萎靡，对父母只字未提广州的经历。勾伟东得知

后，立即联系了小周，对他进行开解。“可能我岁数

比较大吧，像长辈一样多说几句，大家多少都能听

得进去点。”勾伟东说。

勾伟东得知，小周在广州投资生意失败，把钱花

光不说，还欠了一堆外债。没多久，广州的债主们就

上门讨债了。小周曾一度躲进浴室，当时勾伟东二话

不说放下手里的活儿找到他，陪他一起面对困难。与

此同时，勾伟东也及时将小周的情况告知其父母。

小周觉得愧对父母，不愿面对父母，想独自生

活，勾伟东便帮着他找房子。好在小周父母愿意帮

助小周偿还外债，在勾伟东的耐心开导下，小周重

拾对生活的信心，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和父

母的关系也在渐渐缓和。

小宋找到了新的生活目标
2014年，当小宋第一次强戒结束回家后，他的

母亲得了癌症匆匆离世。小宋明白，还债的现实压

力拖垮了母亲的身体，他对母亲的离世内疚不已。

朱亚明是小宋的帮教社工，他担心小宋因情绪不稳

定再次复吸，便不断地打电话、上门走访，还为小宋

找了一份工作。然而，小宋还是无法走出母亲离世

的悲伤，复吸了。

2017年8月，小宋第二次强戒时，他的妻子因债

务纠纷被人杀害，小宋得知消息后，情绪再次失

控。其儿子也因无法面对外界议论休学在家。出

所后，小宋每天都无所事事，精神状态不佳。朱亚

明担心小宋再次复吸，便建议他带着孩子去亡妻父

母家住一段时间。

在朱亚明的劝说下，小宋听从了他的建议。朱

亚明还时不时地给小宋打电话聊聊家常。如今的

小宋给儿子找到了学校，自己也在学校附近的公司

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他每天下班回家，就给儿子

做饭，有空就带着儿子回松江看望父亲。

“小宋告诉我，他现在的生活动力就是陪着儿

子读书考大学，照顾丈人度过晚年，尽一个父亲、一

个儿子应尽的责任，来弥补之前因吸毒带给家庭的

伤痛。”朱亚明说。

本报讯（记者 刘驰） 眼下，泗泾古镇修缮按下

“快进键”。位于文化路38号的金石文化馆及申报文

化空间修缮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将于8月竣工。

目前，金石文化馆的主体结构及内部装修已完

成，正在进行外围铺装工作。为了契合下塘历史文化

风貌区的整体建筑风格，金石文化馆设计采用黑瓦白

墙的江南水乡风格，沿用仿古建筑形式，保留原有建筑

造型，并在建筑中融合玻璃、钢结构等现代建筑元素，

体现了时代与技术进步下建筑形式的更迭。

据古镇办介绍，金石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独具鲜

明特色的文化符号，金石文化馆将规划大师工作

室、印刻创作等多种形式的创作空间，为泗泾居民

提供更丰富多元的体验。

申报文化空间的主体结构也已完成，目前正在

进行内部装修及广场改建。不同于金石文化馆的

黑瓦白墙，申报文化空间采用清水混凝土风格。一

次性混凝土浇筑，不做外饰表皮，保留独特的建筑

肌理，形成自然形态的装饰效果。

今年是《申报》创刊150周年，紧邻史量才故居的

申报文化空间将被打造成为报业文化聚集地，除了报

业文化常设展览外，也将定期开设各类综合性临时展

览，开展新闻传播相关活动，利用好泗泾镇与史量才、

《申报》的深厚渊源，推动新闻传播文化在古镇泗泾的

传承发展。

本报讯（记者 韩海峰）“忙归忙，勿忘

六月黄”，眼下，又到了“六月黄”上市季。松

江是江、河、湖、荡汇集之地，优质丰富的水

源使得浦江蟹肉嫩膏黄、味道鲜甜。本月

底，本地“六月黄”将迎来上市高峰，“爬”上

广大市民的餐桌。

6月20日下午，在上海昆秀水产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杜士航从水草丰茂的蟹塘里缓

缓拉出地笼，笼中这些刚刚蜕完三次壳的螃

蟹就是“六月黄”。记者看到，“六月黄”淡黄

色的腹壳微微凸起，个头也都挺壮实。“去年

是 75克到 95克，今年是 100克到 120克，规

格比往年大一点。”杜士航说，目前，已有一

些市民来购买尝鲜了。

今年，昆秀水产合作社专门养殖了 22
亩蟹塘的“六月黄”，预计有 2.3 万余只“六

月黄”可推向市场。虽然“六月黄”是大闸

蟹从“少年”步入“青年”的中间阶段，个头

比不上成年蟹，但吃起来却异常鲜美。“‘六

月黄’的膏黄已比较饱满了，与成年蟹膏黄

硬实不同，‘六月黄’的膏黄相对较稀，但更

加鲜美、滑爽。”昆秀水产合作社副总经理

顾红明介绍。

“六月黄”虽然美味，吃法却与秋季常见

的清蒸大闸蟹不同。由于“六月黄”外壳薄

脆、内壳柔软，经不起食客敲敲打打，比较适

合与其他食材搭配。“红烧居多，用‘六月黄’

烧毛豆，加上酱油和白糖，汤汁鲜美。也可

以用‘六月黄’炒年糕，年糕被蟹香浸润，又

糯又润。”顾红明说，如果是清蒸，就要在“六

月黄”上加咸肉，吃完原汁原味的螃蟹后，蟹

汁还可以炖蛋。

用爱与责任点亮希望之光
——写在“6·26”国际禁毒日前夕

泗泾古镇修缮按下“快进键”
金石文化馆、申报文化空间预计8月竣工

本报讯（记者 李天蔚）一

次公众号宣教、一次保洁人员

洗手设施维护行动、一次商户

自律组织活动、一次“小手拉大

手，一起来洗手”主题手抄报短

视频征集……近日，新浜镇开

展“手护健康，从我做起”“四个

一”系列活动，为常态化疫情防

控营造健康环境。

活动期间，“今日新浜”微

信公众号发布《来了解一下

“七步洗手法”》科普推文，向

辖区居民普及正确的洗手方

法和注意事项，持续宣传疫

情 期 间 个 人 防 护 知 识 。 此

外，新浜镇督促落实办公场

所、公共厕所、老年活动室、

垃圾房、农贸市场等重点公

共 场 所 的 洗 手 设 施 维 护 工

作，要求各场所对洗手设施

处张贴“七步洗手法”的情况

进行自查，及时更新补充，并

根据场所的实际情况配备洗

手液、擦手纸，确保保洁人员

和市民能正常使用。同时，

镇内统一制作发放“七步洗

手法”贴纸，督促商户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从自

身做起，从正确洗手做起，加强自律自管。

值得一提的是，为增强“手护健康，从我做起”

系列活动的教育性和趣味性，助力全社会养成文明

健康习惯，新浜镇向辖区内居民，尤其是中小学生

征集手抄报和短视频。截至6月16日，已收到手抄

报和短视频作品20余件。

本轮疫情发生以后，得知小区招募抗疫志愿者这一消

息，我想，我虽然是一名普通居民，但也是小区这个“大家庭”

中的一员，我应该为小区的抗疫工作贡献力量，于是我立即

向小区所在的五丰苑居委会就地报到，次日就开启了社区志

愿服务模式。

4月 2日和 4日，居委会安排我为完成核酸检测的居民

发放中成药和藿香正气软胶囊。在发药之前，我认真地阅读

了药品包装盒上的功能、成分、用法用量及注意事项。发药

过程中，我还及时提醒居民用量及注意事项。

之后，我又参与了两次核酸检测信息核对工作。为了实

现“应检尽检”目标，我参与“敲门行动”，挨家挨户告知居民

下楼进行核酸采样。

4 月 9 日开始，我自告奋勇承担起扫描核酸登记码和

试管条码的工作，之后，不论是烈日还是下雨，我一直坚

守岗位，每次一站就是 4 个多小时，耳朵被口罩带勒成了

“招风耳”，非常疼。为了确保“应检尽检”，有一次完成了

在楼下开展的核酸采样后，我又与采样人员一起穿着密

不透风的“大白”服爬了 3 次 6 楼，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

及残疾人扫码采样，等采样工作结束后，我浑身湿透，感

到精疲力尽。

扫描核酸登记码是一项细致活。每次扫码后，我都要

认真核实姓名，如果是扫描居民身份证的，还要核实姓名、

身份证号码，扫描机器有时很容易将身份证号码的 8 误识

别为 0；有时把姓名里的字识别为字形相近的字，如“士”识

别成“土”，“囡”识别成“因”等。遇到生僻字，我会当场记

下，回家百度查找做好记录，确保下

一次能快速识别。

当得知小区需要更多的志愿者

后，我还鼓励读大一的女儿利用休息

时间参加志愿服务，为社会尽一份责

任。4月3日开始，她参加了抗原试剂

发放、采样统计、上报等工作。

静态管理的两个月里，我先后参

与了发放物资、分装发放抗原试剂、发

放中药、信息核对、核酸检测扫码等志

愿服务工作，还帮助邻居配药、买药，

为早日战胜疫情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记者 梁锋

构筑全民免疫屏障，接种新冠疫苗仍然是最有效的措

施之一。针对部分老年人行动不便等现状，中山街道各居民

区多措并举，通过“敲门行动”“上门服务”“专车接送”等方

式，让所有符合接种条件的老年人放心接种、大胆接种。

多渠道宣传 确保“应接尽接”
中山苑居民区成立了专项小组，通过电话、上门相结合

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动员老年群体接种疫苗，做到底数清、情

况明、数据详，确保“不漏一人”。

“我一直想打疫苗，但又担心自己有慢性病不能打，现在

医生直接上门诊断说可以打，真的谢谢你们！”家住中山苑小

区17号楼的季奶奶高兴地说。

季奶奶今年 80 岁，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基础疾

病。居委会工作人员小胡上门排摸时了解到，季奶奶一直想

打疫苗，但考虑到身体状况一直很犹豫。于是，小胡耐心讲

解当前疫情形势，扫清她的知识盲点，并邀请医生上门了解

其身体状况。得到医生可以接种的判断后，工作人员又全程

陪着季奶奶完成了疫苗接种。

为切实做到“应接尽接”，南门居民区通过楼组长收集老

年群体疫苗接种意愿，再由居委会干部一一电话核实，并根

据实际需求全程陪护，专车接送，实现“一条龙”服务。方西

居民区则由楼组长和居委会干部一起开展“敲门行动”，逐个

询问 60周岁以上还未接种的老年居民，逐户了解未接种原

因，通过科学引导，让老人与家属放下心理负担，在老人身体

允许的基础上自愿接种疫苗。

家门口接种 老人少“跑腿”
为打好老年群体疫苗接种“组合拳”，蓝天二村居民区党

总支在党群服务站门前设置了接种点位，切实为老年群体解

决出门接种的难题。

科学布置点位，清晰划分接种区域，分别设置等候区、接

种区、留观区等，社区内有接种意愿的老年人在家属或志愿

者的陪同下，严格按照“两米线”距离，按照指定路线有序进

入接种区，减少聚集风险。“经过前期排查征询意见，我们发

现社区里 60周岁以上老人想要接种疫苗的呼声越来越高，

大家希望通过接种疫苗加强自我防护。疫苗接种点设在小

区内，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既方便又安全。”蓝天二村

一名社区干部说。

在中山苑居民区，为打通老年群体疫苗接种“最后一公

里”，近日，一辆移动疫苗接种车开进社区。现场设置了体温

监测处、健康咨询处、预检区、接种区和留观区等，经医护人

员评估后可以接种的老年居民，由居委会干部和志愿者有序

引导进行信息登记、生成接种二维码，接受疫苗接种，确认无

异常反应后再让老人回家，全程方便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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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薄脆 肉嫩膏黄

本地“六月黄”月底“爬”上市民餐桌

“我们的抗疫故事”

征集活动截至

2022年6月30日，

欢迎投稿。

详情请扫二维码

我是普通居民
是小区的一员

——永丰街道玉树公寓居民的抗疫故事
□胡燕

服务送上门 安心又暖心
——中山街道各居民区

加快推动老年人疫苗接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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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新鲜打捞的“六月黄”螃蟹。

图②：水产专业合作社员工从水草丰茂的蟹塘里拉出地笼。 记者 姜辉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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