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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融媒体中心新闻热线

□记者 张小小

本轮疫情暴发后，松江一些定点医

院、隔离点承担起了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和接收隔离人员的重任。3月31日起至

5 月下旬，就职于上海松卫医工贸有限

公司的俞福珍在办公室打了两个月地

铺，随时准备紧急采购防疫物品和各类

设备，助力各定点医院、隔离点开展工

作。与此同时，儿子俞沁圆也分外忙碌，

致力于康复事业帮助更多肢体畸形患

者。同在医卫系统工作的这家人，秉持

同样的“仁爱”初心，想患者之所想，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托起了更多人的明天。

抗疫“老兵”多次“出征”
“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时间就是生

命，必须抓紧每分每秒。”今年3月31日，

俞福珍主动请缨在单位值守。她的爱人

俞根火是一名急救工作者，深知时间对

于救治的重要性，自然全力支持。俞福

珍一走就是两个月，经常在办公室工作

到深夜。

经历过 2003 年非典和 2020 年新冠

肺炎疫情的俞福珍，称得上是拥有丰富

抗疫经验的“老兵”。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初期，她便赶在春节前采购了

一批医疗防疫物资，包括防护服、护目

镜、N95口罩等，为全区的抗疫工作有条

不紊地开展赢得了宝贵时间。

“危难面前必须团结，想尽办法快一

点，再快一点，好在我们全体员工一条

心。”今年 3月本轮疫情暴发后，俞福珍

和同事们在最短时间内把防疫物资配送

到了一线医务工作者手中。

“仁爱”之心一脉相承
从小受到双亲价值观熏陶的俞沁

圆，很早就确立了人生志向——帮助特

殊人群更好地生活。成年后，他选择了

康复事业。在事业刚起步时，俞沁圆机

缘巧合遇到了治疗儿童肢体畸形的专家

教授，开始关注精准康复服务工作。

俞沁圆在之后的工作中发现，儿童

肢体畸形人群基数庞大，而其中许多患

者因为找不到适合的机构和方法，错过

了康复时机，这让他萌生了创办爱心工

作室的想法。后来，在相关部门的扶持

下，俞沁圆和团队通过一次次课题立项

研究不断成长，并将精准康复工作室推

向了全国。如今，他在全国各地设置了

精准康复分中心，接纳各类肢体畸形患

者。疫情期间，他们提出了远程精准康

复诊疗模式，以志愿活动的形式，在休息

时间服务了 500 余户残疾人家庭，对他

们进行康复指导。

“目前市面上用于康复治疗的矫正

鞋垫产品虽然品类很多，但质量参差不

齐。”俞沁圆带领团队对矫形鞋垫进行了

分类，并通过推行标准，设计出了定制化

的矫正鞋垫，如热塑式矫形鞋垫、模块化

矫形鞋垫等。俞沁圆介绍，先天性多关

节挛缩是儿童肢体畸形中非常可怕的

“杀手”，但是国内外目前还没有有效且

科学的治疗手段。“我们已经进行了一系

列有关多关节挛缩的支具创新设计，比

如渐进式的肘关节矫形器、渐进式手指

伸直矫形器等，临床证实有效，有希望在

国内外宣传及推广。”俞沁圆说。

不忘初心热心公益
近年来，俞沁圆在全国各地开展公

益活动。一次在云南边陲城市为肢体畸

形患者义诊时，俞沁圆发现当地的整体

康复医疗水平、患者的认知程度和收入

水平都非常低，还存在近亲结婚现象，加

剧了新生儿出生致残的情况。这让他意

识到，深入基层做好康复科普，以及开展

肢体畸形筛查工作十分重要。

从事康复工作近十年，俞沁圆接

诊患者过万人，获得了 50 余项国家级

专利，发表论文 30 余篇，出版专著 2
本，负责国家级课题研究 10 项。在“一

带一路”国际辅助器具高峰论坛中，还

以论文《矫形鞋垫对足底筋膜炎患者

的近期疗效》获得了二等奖。该项研

究主要是通过对足底筋膜炎患者进行

生物力学评估后，个性化设计、制作矫

形鞋垫，并对接受了康复治疗的患者

进行长期疗效的跟踪随访。“我觉得临

床与科研是相通的，正是因为做了很

多足底筋膜炎矫形鞋垫的设计与尝

试，有了很多专利，也在推广中获得了

很多临床的数据支持，才能获得一致

好评。”俞沁圆说。

当初选择公益事业时，俞沁圆就深

知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他依然选择

坚守这份社会责任感。“我会坚持为我们

国家的肢体畸形康复事业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也许个人的力量有限，但希望

今后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带动

更多人参与到这项有意义的事业中。”俞

沁圆说。

本报讯（记者 王颖斐）

辰山鼠尾草研究团队日前在

剑桥大学出版的国际保护学

杂志《ORYX》，发表了关于极

度濒危物种张家界鼠尾草在

上海辰山植物园迁地保护的

成功案例。

2011年起，研究人员对引

种至辰山植物园的张家界鼠

尾草进行离体培养和分株繁

殖，目前已获得上千株个体，

并且通过物候记录发现，该物

种在上海的6至7月可正常开

花结果。“张家界鼠尾草是我

们在 2019年发表的一个鼠尾

草属新物种，自 2011年起，多

年的野外调查工作显示，其种

群仅分布在张家界国家森林

公园面积不足 8000平方米的

区域内，种群数量不到 200
株。”辰山植物园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其生长在靠近溪边的

岩石、悬崖上及石缝中，基于

IUCN 的受威胁标准被评估

为极度濒危物种。由于其分

布范围狭窄、生境类型特殊、

人为干扰强烈，该物种面临着极高的灭绝风险，

保护行动迫在眉睫。2019年7月初和2021年7月

初，研究人员先后两次对迁地保育的张家界鼠尾

草进行了人工授粉，收获了人工授粉的种子 140
粒和 150 粒。2019 年 8 月和 2022 年 3 月，研究人

员将收获的种子进行播种，分别萌发了57株和11
株。近日张家界鼠尾草正处于盛花期，研究人员

再次以迁地保育的植株为材料，对其传粉生物学

和繁育系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张家界鼠尾草能够在辰山植物园实现正常

开花、结果、萌发和形成幼苗的整个过程，意味着

该物种实现了从种子到种子的迁地保护成功，为

其野外居群免于遭受灭绝带来了希望。”辰山植

物园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研人员正在对其

种群生态学、传粉生物学、种子生理生态学和遗

传学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为后续回归引种，降

低该物种的濒危地位提供理论依据。

□记者 王梅

“过去没少收锦旗，但一下子收到

这么多还是头一回。”洞泾镇百颗星公

司总经理徐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6 月

18日至30日的十几天里，公司收到了29
面锦旗。作为洞泾镇服务企业的资深

“店小二”，静态管理期间，百颗星公司

的员工们步履不停，守好企业服务和疫

情防控双阵地。

分片分区帮助企业恢复生产
据介绍，百颗星工业园区占地近

8700 亩，共有企业 1952 家。“订单搁置

了”“客户在催了”……静态管理期间，

百颗星公司每天都会收到园区企业发

来的各种诉求和问题。“企业的难题就

是我们攻坚的方向。”徐靖介绍，为了帮

助企业及时恢复生产，公司在以往片区

协作的工作模式基础上落细落实疫情

防控工作。

“特殊时期，吃饭住宿都是问题，这

些问题解决不好，谈什么生产，谈什么

保供？”上海冠生园益民食品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张祖明回忆，4月11日，公司

作为保供企业，严格落实闭环管理，生

产保供食品。一开始，厂区内缺少床铺

等物资，有5名送货员没地方住，百颗星

区块长许鑫磊了解到公司的困难后，多

方对接联系到园区附近的一家宾馆，及

时解决了保供企业人员的住宿问题。

“看起来是件小事，但帮我们解决了大

问题啊！”张祖明说。

“像许鑫磊这样的区块长园区共有10
名。”百颗星公司副总经理张翠琴说，10个

片区10名区块长，“店小二”们在充当防疫

宣传员的同时，跨前一步收集企业恢复生

产所需的材料，协助企业完成闭环生产方

案，并为企业提供闭环期间的物资保障渠

道。特殊时期，“店小二”们还主动将私家

车贡献出来充当企业员工专车，为企业办

理物流运输通行证提供便利。在他们的

努力和帮助下，园区32家企业于4月中旬

做好了闭环生产准备，4月23日成为园区

第一批恢复生产的企业。

一人分饰多角做好服务保障
“静态管理期间，我们要求‘店小二’

们为企业提供保姆式的服务。”徐靖介绍，

当时有近万人驻守百颗星工业园区，涉及

188个门岗、53处宿舍。物资保障、核酸检

测、就医配药等都需要“店小二”们操心打

理。据统计，4月2日至5月31日，百颗星

公司联系保供渠道为1186家企业和个人

提供生活物资保障，累计提供紧急就医服

务344人次，代配药服务269人次。

4 月中旬，园区内一名住户因身患

慢性疾病需前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就诊，区块长蔡雄妤得知情况后一边耐

心安抚，一边联系镇紧急就医专班安排

车辆。“当时这名病人情绪波动较大，身

边的人也无力照顾，考虑到情况特殊，

我们将她住在镇内防范区的亲属接到

了身边。”蔡雄妤回忆，静态管理期间情

况复杂，需要考虑得更细致。

区块长徐霞也深有感触。她告诉

记者，有人半夜腹痛，她立即骑上借来

的“小电驴”去药店帮忙买药；有人缺吃

少喝，她马不停蹄地帮忙采购物资，还

顺带在片区微信群问问其他人是否有

同样的需求。

“一面锦旗就是一份认可。”徐靖表

示，眼下，企业服务进入了新阶段，百颗

星公司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继

续为企业纾困解难，帮助企业提振信心、

渡过难关，把因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本报讯（记者 梁锋）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国家药品不良反

应监测中心日前联合公布了首批国家医

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哨点（医疗机构）名

单，位于松江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松

江区中心医院入选。

据了解，国家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

测哨点是根据国家药监局要求，配合“十

四五”医疗器械重点监测工作，由医疗机

构自主申请、市中心审核、国家中心核实

并同意认定的具备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

测、安全性评价、研究能力的医疗机构。

近年来，松江区药品和医疗器械不良

反应监测中心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强化培

训指导、夯实监测网络等措施，加强药械

化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监测哨点建设成效

显著。区中心医院先后被评为国家级药

品不良反应监测哨点、首批上海市化妆品

不良反应监测哨点，市第一人民医院被评

为首批国家级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哨点，基

本实现了全区药械化全覆盖监测哨点的

建设。松江区药械监测中心也被评为首

批全国优秀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单位。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工作力

度，指导哨点单位积极参与国家重点研

究项目，配合国家中心和市中心开展不

良事件监测、安全性评价和相关研究工

作，以点带面积极推进全区药械化不良

反应监测工作迈上新台阶。”松江区药械

监测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位于新桥镇的上海静安面包房有限公司目前已恢复对全市70余家门店的点对点配送。图为7月5日，工人们在车间

内制作面包。 记者 高雨 摄

用心用情服务企业 精准高效赢得好评
——洞泾镇百颗星公司收到近30面锦旗

本报讯（记者 韩海峰） 孩童向正在采样的

“大白”阿姨致谢；居民志愿者帮忙分发物资；社

区干部帮助老人紧急就医……日前，小昆山镇玉

昆二村居民区的一群书画爱好者用画笔定格了

这些抗疫瞬间。一幅幅水彩漫画将过去这段特

殊时期的熟悉场景，鲜活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患者卧病在床，社区干部登门探望，《“情”急

之中》漫画作品出自小区书画爱好者张庆国之

手，画作里的患者原型就是他本人。“5月上旬的

一天，我突发房颤，不清楚外出就医渠道，而且子

女不在本小区，当时特别担心，多亏了社区干部

主动上门帮忙，妥善帮我解决了难题。”张庆国

说，出于感动，他就想着把这一段社区干部与居

民的暖心情谊画出来。

“静态管理期间，居委会每天晚上都是灯火

通明。”“4个约 500人的微信群，只要有人提出问

题，工作人员总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不少社

区干部瘦了十多斤。”……谈及社区干部的付出，

这群书画爱好者纷纷打开了话匣子。

不仅是社区干部，疫情期间志愿者的忘我付

出、邻里间的守望相助也都成了这组抗疫漫画的

创作源泉。“这次创作和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我们

都是亲历者，所有画作要么是亲身经历，要么是

亲眼所见。”书画爱好者徐德富说，这段经历难能

可贵，相信一定能激励大家在今后的社区生活中

更好地互帮互助。

据介绍，玉昆二村居民区常住人口5200多人，

本轮疫情期间，社区干部、志愿者与居民一起，共

同谱写着社区里不平凡的战“疫”故事。这组漫画

于7月1日起，在社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展览。“希

望通过这些漫画，激发和凝聚抗疫精神和力量，带

动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中来。”玉昆

二村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姚雷琴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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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传递感动
凝聚共治力量

玉昆二村居民创作抗疫漫画

徐德富讲述创作背后的故事。 记者 韩海峰 摄

拳拳仁爱心 殷殷奉献情
——2021年度“海上最美家庭”俞福珍一家的故事

首批国家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哨点（医疗机构）名单公布

松江两家医疗机构入选

结伴云游乐
探秘趣味多
华政附校举办

6场“云社团环游记”

本报讯（记者 王梅）“造小船特别

好玩！”“穿越回大唐也不错！”结伴“同

游”归来后，华政附校七年级学生江和

与三年级学生阮煜乔意犹未尽。6月27
日至6月29日，该校60名社团老师为孩

子们精心策划了 6场别开生面的“云社

团环游记”，高年级的学生和低年级的

学生纷纷结伴“出游”。

“STEAM——造一艘小船”是阮煜

乔同学的首个打卡点。“有趣、好玩、长

知识！”阮煜乔说，此次“出游”，他不仅

从外形、技术及功能角度认识了航母三

兄弟——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了解

了中国的造船史，还从选材、形状设计、

整体结构、动力系统等方面出发当了一

回小小“造船匠”。

对人文历史感兴趣的江和同学参

加了“从李白和杜甫看唐朝的兴衰更

替”和“舞梦敦煌”云社团。在社团老师

的指导下，他和小伙伴们通过分析诗词

了解作者的情感、经历和创作背景。“读

诗词就是读历史，特别吸引人。”江和告

诉阮煜乔，他还观看了《丝路花雨》纪录

片，感受了中华民族乐舞文化的生生不

息和绚烂多彩。

“以兴趣为导向，处处有惊喜，场场

都精彩。孩子们在结伴‘出游’的过程中

不仅玩得开心，还学到了知识。”华政附

校教导处副主任纪婷介绍，此次“云社团

环游记”既有人气颇旺的“云社团”返场，

也有备受期待的全新“云社团”入驻。每

日安排两场，每场20个社团上线，涉及科

技、历史、政治、舞蹈、音乐、美术、文学、

书法……此外，考虑到长时间居家学习

拉开了时空距离，学校特地安排高年级

学生和低年级学生结对而行，增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