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综合报道

连日来，本区广大防疫工作者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群众

和志愿者不分彼此，并肩作战，全力筑起坚实的疫情防护墙。

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平凡而感人的故事，如同点

点微光汇聚成战胜疫情的万丈光芒。

来自企业的“爱心投喂”

本区企业也纷纷行动起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抗疫贡

献力量。

日前，本区一家餐饮店化身“抗疫厨房”，为一线防疫工作

人员送去免费爱心餐。餐饮店创始人表示，作为餐饮业的从

业者，希望可以为抗疫尽一些绵薄之力。

上午九点，餐饮店开始忙碌地赶制中午的爱心餐。爱心

餐里品种丰盛，不仅有招牌黑金鸡扒包、椒盐玉米粒、布朗尼

蛋糕，还有一杯经典的传统冻柠茶，荤素搭配，蛋白质、碳水皆

具，准备得颇为用心。

经过精心准备，70份承载着谢意和感动的爱心餐装箱完

成，被送往两个社区。“爱心餐来啦，请先吃饭吧！”在当日“爱

心投喂”的第一个社区，餐饮店员工将餐食送到了防疫工作者

的手上。社区志愿者林庆龙向餐饮店员工表达了谢意，“非常

感谢你们把爱心餐送给我们，这份爱心让我们非常感动。”在

另一个小区，社区志愿者卫志红表示，这样热腾腾的餐食送到

了他们的手上，更是送到了他们的心上。

除了餐饮店，本区民营企业也纷纷伸出援手。在北外滩

街道各小区开展网格化筛查闭环管理之际，爱心企业优诺乳

业向北外滩社区基金会捐赠了价值 24万余元共计 690箱酸

奶，用于支援前线抗疫工作者。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这

非常时期，企业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用公益力量守护我们的

守‘沪’者，以绵薄之力向守‘沪’者送上温暖与关怀。”

3月 18日，在“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虹口区民营企业爱心

慰问仪式上，虹口区工商联主席王文其与海泰房地产有限公

司总裁张所明代表全区广大民营企业家，向长期斗争在一线

的3200多名医护工作人员送上慰问。

企业家代表上海中科润达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和上

海全景云医学影像诊断有限公司虹口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向上

海市慈善基金会虹口代表处捐赠医用物资。

用温暖守护群众安宁

申城本轮疫情反复以来，本区不少志愿者化身“大白”，用

温暖守护群众安宁。

汪雄彪是一名“90后”顺丰小哥，和家人租住在四川北路

的一处旧式里弄内。在发现自己被封闭在小区的那一刻，汪

雄彪马上致电单位领导报备。“好好配合居委，为大家做点

事。”电话那头，单位领导鼓励他参加志愿服务，这与他的想法

不谋而合。

当把想成为志愿者的想法告诉妻子时，汪雄彪犹豫了。

妻子目前怀孕 7个月，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况且自己在外跑

动还会有感染病毒的风险。但让汪雄彪没想到的是，妻子对

他做志愿者的想法大力支持：“你是党员又是退役军人，这个

时候你不上谁上？”于是，第二天，汪雄彪和两名同事脱下快递

服、穿上隔离服化身“大白”，奔波在弄堂的每一条小巷中。

汪雄彪和同事们每天的服务内容是把大门口货架上的物

资、菜品运送进小区，再按照地址分发到每个门栋前的货架

上。在小区里行走时，汪雄彪总能收到来自居民的“爱心投

递”，路过的爷爷奶奶经常向他竖起大拇指，说“小伙子真棒”，

并叮嘱他注意防护，多注意休息。

在广中路街道的一处封闭管理小区里，居民陈先生做起

了志愿者。有一位 70岁的老先生说自己不擅厨艺，只会炒炒

蔬菜，想把猪肉送给其他居民，陈先生就主动站出来做“大

厨”，帮老人把荤菜烧好后，打包给老人送过去。

参与排摸时，陈先生发现，有一户居民家中居然只有一个

12岁的孩子。孩子的家长都被隔离在各自的单位，小朋友便

由住在同小区的舅舅代为照顾，白天会回到自己家中上网课。

于是，每次按照门洞分发物资时，陈先生就帮小朋友把东西拿

到他舅舅家。

陈先生平时工作以坐办公室居多，做志愿者的第一天，不

停上楼下楼，回家休息后他才发觉自己腰酸腿疼、手指开裂。

在志愿者的微信群中，他不由得感叹一句自己“缺乏运动”。

没想到，竟有居民为他准备了膏药和创可贴。这让他意外又

感动。他说：“小区封闭管理后，我看到了很多暖心感人的事

情，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热爱我们的小区。”

用“微光”温暖更多人

志愿者里面有这样一群身影，她们看似柔弱，实则刚强，

以女性特有的坚韧、毅力和细致，守护着群众的安全。

深夜，当防疫志愿者赵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时，21个
月大的儿子清晰地叫了一声“妈妈”，顿时，赵莹百感交集，疲

惫一扫而空。

赵莹的丈夫也是一名社区工作者，夫妻俩平日里工作非

常繁忙。最让赵莹割舍不下的是不到两岁的儿子，自己每天

早出晚归，没有时间好好陪伴孩子。但当基层人手吃紧，赵莹

提出想去支援一线时，却得到了家人们的大力支持。

在封控小区做“大白”时，赵莹负责引导人员进行核酸检

测。面对不会手机扫码的人员，赵莹和同事们不厌其烦地指

导。由于条件有限，现场都是靠嗓子指挥，一圈下来，不知不

觉嗓子就哑了。“现场的一幕幕看似很平凡，但真正做过这件

事的人才会知道有多累。”

同为社区工作者的郑颖在接到双休日需要增援基层一线

的消息时，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郑颖的孩子还小，正是需要妈

妈照顾的时候，家里老人也帮不上忙，但在一线人手吃紧的时

候，她义无反顾地说：“舍小家为大家，都是值得的，也希望给

孩子做个榜样。”

在封控小区，郑颖承担起发放早餐、引导居民核酸检测、

维持秩序等工作。一天下来，郑颖早已累得不想开口说话，但

看到身边一起并肩作战的女同胞，很快又能“满血复活”。

今年的三八妇女节，郑颖是在防疫一线度过的，她说：“第

一次做‘大白’，和部门所有女同胞奋战在一线，很有意义。”

“我想用‘微光’温暖更多的人。”这是社区工作者殷花成

为“大白”的原因。

在封控小区做志愿者的这段时间，殷花开启了“连轴转”

模式。小区里需做核酸的人员较多，她经常错过餐点；为了减

少脱防护服次数，她不敢多喝一口水。往往一天下来，密不透

风的防护服里面的衣服和手套早已被汗水浸湿。“就当免费做

了一次手膜。”脱下防护服那一刻，她总会和同事调侃一番。

面对年纪大的老人，殷花会耐心讲解并帮助他们完成网

上信息登记。当听到居民说“谢谢，妹妹辛苦了”，殷花感到自

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最让殷花感动的是，家里小升初

的孩子自从知道妈妈去了疫情防控一线，学习比平时还认真，

空下来的时候还会主动承担家务活，希望能减轻父母的负担。

“双向奔赴”的善意

疫情为我们的生活按下“慢速键”，也让一些人之间产生

了特殊的互动。在虹口的各个角落，一件件看似不起眼的小

事传递着社区、邻里之间“双向奔赴”的善意。

日前，嘉兴路街道梧州居民区的一栋楼被封闭管理，居民

们需在楼栋口定期进行核酸检测。为了避免居民在楼道中等

待过长时间，居委干部分时分批通知居民检测。

其中，一位带着宝宝排队的居民引起了邻居们的关心，看

到有“萌娃”，大家在狭窄的楼道内，自发地站成紧贴墙壁的一

条队伍，腾出一条通道，让带着宝宝的居民先行通过进行核酸

检测。

宝宝的核酸采样顺利完成，透明面罩下，孩子清澈的眼睛

里映照着大白和邻里温暖的身影。

特殊时期，不少小区实施快递“无接触配送”，在小区外放

置了临时货架，保障居民的实际需求。

为了方便居民在晚上取快递，嘉兴路街道凯虹家园社区

工作人员特地找了盏小灯，安装在了临时货架上，避免居民在

夜间找快递时不慎跌跤。

社区年轻干部则发挥优势，为老年居民线上采购食物和

生活用品，做好必要的物资保障。

近日，78岁的翁若孟来到嘉兴路街道梧州居委会，向党组

织缴纳了5000元的特殊党费，用于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翁若孟是梧州居民区第二党支部的一名老党员，自 2001
年入住梧州居民区，老人先后参与了垃圾分类、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等志愿服务，为社区事务积极奉献。自 2020年来，她多次

为疫情防控和抗洪救灾等事务向党组织缴纳特殊党费，以实

际行动践行对党的誓言。

翁若孟说：“我年纪大了，力气出不了，只能这样帮点忙，

为社区添一份自己的力量。”

战胜这波疫情，除了科学精准防控的举措外，大家

必胜的信心必不可少。信心从何而来？在虹口进行网

格化筛查的过程中，看到的是封控区域里人们的守望

相助，他们相互理解、支撑，积极乐观的心态和一个个

化险为夷的故事，都传递着正能量和积极的信号，信心

就从这一个个温暖感动的瞬间而来，相信：这波疫情是

一次倒春寒，春天必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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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开始48小时封楼管理，在突发情况下，精细化核酸检测工作举措“从居民中来”

“我什么都没带，但我什么都不缺”
本报讯 在欧阳路街道一栋楼里，除了居民，还有几家

小微企业在此办公。正上着班的兰小姐忽然接到公司负责

人通知，即刻开始 48小时封楼管理。毫无准备的她一下子

慌了神。

走到电梯口，她看到物业正在逐层张贴新建的大楼疫

情防控群二维码，她扫码进群后，不一会儿就看到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王勇发布的通知：可以点外卖、收快递，虹口区

商务委为有需要的人免费提供睡袋……“一下子就心定

了。”兰小姐说，她马上和家里取得联系，和同事一起登记

了睡袋需求。

到了晚上六七点，第一次核酸检测开始，在此期间收取外

卖暂停。这时，有个姑娘反映自己叫的外卖刚送达，这下没法

拿了。“我这有面包，住 3楼，挂我家门把手上你自取”“泡面吃

吗？我下楼核酸时放前台，给你留两桶”……一条条来自陌生

人的“精准帮扶”，让这个特别的夜晚一次次涌动起暖意。“我

什么都没带，但我什么都不缺。”兰小姐不禁感慨。

“下楼测核酸，连队都不用排！”隔离居民小郝发了条朋

友圈“炫耀”。而在一分钟前，她刚换上鞋，就听到物业工作

人员敲响家门，通知她下楼做核酸。

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小郝说，这全靠防控群提供信

息。原来，核酸检测正式开始时，王勇先在群里发布消息，告

知大家物业将按楼层从上到下，一户户上门通知做核酸。接

着，从最高层 23楼开始，不时有居民在群里“报数”，告知群友

检测到了自己所在楼层。等看到楼上一层居民发消息，小郝

便开始换衣服、做外出防护准备。

而在当天上午，王勇就在群里通知了下午大致核酸检测

的时间，并请大家登录健康云，提前做好个人核酸登记。

群里上年纪的居民不会操作，马上得到好几个群友的线

上帮忙。实在不会操作的居民，下楼检测时带上身份证，由

志愿者帮忙登记。这样，在核酸检测时，大家只需打开手机

扫码就能“秒办”，大大提升检测效率，实现了即到、即测、即

走，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为什么会想到按楼层通知测核酸？王勇坦言，许多建议

都是“从居民中来”的，还是“防控群”立了功。

第一天刚封楼通知要做核酸时，就有居民在群里提出能

否上门检测，不然楼里 500多人一起排队容易聚集；有居民则

提出上门是密闭空间，做核酸不安全，还是应该去户外检测

……居委干部与封闭在楼内的物业管理人员商量，决定“物业

多跑路，居民少排队”，按楼层分批通知，将人员聚集密度尽可

能降低。

第二次核酸检测是在下午一两点，群里有人反映家里老

人、孩子要午睡，物业又结合各家情况，通过“单线联系”，安排

他们最先测或是最后测，灵活变通，尽可能减少对特殊人群的

生活影响。

在这 48小时里，临时建起的防控群成了居民了解权威信

息的窗口，也成了发挥基层自治力的舞台。无论是等候做核

酸检测的方式，还是生活物品的“江湖救急”，都在居民们的指

尖，找到了精细管理、精准操作的最佳方案。

■本报记者 陆雪姣

公司被封闭管理，员工洗澡成了一个难题。

日前，欧阳路街道某商住两用楼因封控，10家企

业员工滞留，洗澡没着落。了解情况后，街道相关

部门研究部署应急管理工作，最终决定搭个“临时

浴室”，解决大家的洗澡难题。

分工协作 迅速搭建临时浴室

会后，街道协调落实人力、材料、设备等准备。

“因为大楼实行全封闭管理，一定要找个合适的位

置”，欧阳路街道社管办主任孙斌说，“还要考虑水

电接通问题、洗澡水往哪里流、电路是否安全，这

都是先决条件。”

在物业实地查看地形后，最终与街道商量，选

择了大楼外的通道作为浴室的临时搭建地。当

天，安装人员做好防护措施，便开始紧张的作业。

看到工人们忙前忙后，大楼志愿者、物业人员也来

帮忙，大家分工协作，最终临时浴室迅速建成。

临时浴室共设置了两个淋浴房，经再三调试，

确认电路安全后，才正式投入使用。为了防止触

电，还特意加装了漏电保护，确保用水用电安全。

建立微信群 合理使用浴室

哗啦啦，随着热水从淋浴喷头涌出，被隔离的

张女士终于可以冲上热水澡。

“吃的用的都不缺，最担心就是没地方洗澡”，在大楼封闭

的第三天，张女士堵在心里的这块石头终于放下了。

淋浴房启用后，进行男女批次错峰使用，并确保使用一次

消毒一次，保障淋浴房环境安全。值得一提的是，大家还组建

了微信群，第一时间将浴室的使用情况发布到群里。“女士们

先去洗，我们男士不着急”“浴室打扫消毒好了，可以洗了”，群

里的信息直通，让每个人能够更加有序地合理使用浴室。

随着大楼

的封闭管理，

这个临时微信

群也变得异常

热闹，大家逐

渐把各自的生

活需求和防疫

小常识分享到

群里，临时群

慢慢变成了生

活互帮互助的

平台。

封
控
大
楼
没
有
浴
室
怎
么
办
？

■本报记者 陈 怡

虹口区自 3月 16日起至 20日在本区范

围开展了免费核酸检测。3月17日、18日，记

者来到嘉兴社区，用文字和镜头记录社区开

展核酸筛查的过程。

3月17日核酸筛查前一晚

19:30 夜幕降临，天空飘着雨丝。居委

干部们还在为第二天的核酸筛查忙碌，布置

场地、仔细检查，不放过一个细节。时不时有

路过的居民咨询，居委干部都一一解答。

现场布置完成后，全体居委干部和街道

联络员一起回到办公室，进一步细化流程。

“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要把这次工作做好。”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建峰说。时钟已经过

了晚上八点，居委会还有居民来电，居委会

主任陆鑫愉不厌其烦地叮嘱居民核酸检测

的注意事项。

3月18日核酸筛查当日

6:30 尽管天公不作美，居委干部依然

全部准时到岗，完善核酸筛查现场的准备工

作，反复排演流程和职责分工。

7:30 前来支援的机关、事业单位和街道

的工作人员以及居民志愿者整装待命。大家

分工合作，有布置现场的，有准备物料的，有协

助居民准备二维码的。不一会儿，医务人员来

到现场，对负责扫码登记的志愿者进行指导。

每个单元楼栋都有一到两名志愿者，守

护在楼下维持出入秩序。

9:30 全体居委干部和 30余名志愿者完

成核酸筛查，全小区居民的核酸筛查正式开

始。小区为高层建筑，有 18个单元门栋近

900户居民，为了避免扎堆，核酸筛查按照楼

栋号依次进行。

居委会主任通过“防疫志愿者微信群”统

一调度，居委干部分组通过单元门禁逐户通

知居民下楼，每满 20人由志愿者按照事先设

计好的路线带领到检测现场入口，没有应答

的上门通知，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13:30 陆鑫愉的家人带着她的两个女

儿下楼参与核酸检测。早上出门的时候，两

个女儿还在睡梦中，哪怕是短暂的相遇，也让

女儿雀跃不已。

16:00 小区内 2040余人次的核酸筛查

顺利完成。“今晚先好好睡一觉吧。”陆鑫愉

说，凌晨，小区一楼栋因疫情防控需要实施封

闭管理，有了今天的经验，相信会把后续工作

做得更加完善些。

一则致歉信牵出人间真情

近日，一则致歉信在江湾镇街道一封控小区业主微信群

里发出。

“让你们封控 14天了，给大家衣食住行上都带来麻烦。

非常不好意思，深表歉意！”“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和疫情防控志

愿者也在竭心尽力地保障大家生活物资配送需求，以及做好

后勤保障服务……非常感谢他们。”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挚

的歉意和对江湾镇街道防疫工作的肯定。

原来，致歉信是一位女孩所写，其单位办公楼有人确诊，

女孩在隔离点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街道对其居住小区进

行了封闭管理。女孩认为是自己打乱了大家的工作、学习、生

活节奏，于是写了封致歉信，由其父亲转发至业主群。

致歉信发出后，女孩及家人心中忐忑，生怕被责怪，但

业主们纷纷送上鼓励的话语。“非常时期的特殊情况，没事

的，祝你女儿康复！”“请你转告女儿，不用有心理负担，安心

养身体，抗疫是大家共同需要面对的事情，愿她早日康复，

回到家中。”

该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唐明珠说，从邻居们的回复中，看到

的是关心与宽慰，是疫情下的人间温情。自小区封闭管理后，

唐明珠立即就地招募了 60多名志愿者加入防控第一线。江

湾镇街道相关负责人说：“女孩的真诚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每一

名防疫工作者。”

黑夜里，志愿者跳起“比心舞”

近日，四川北路街道长春路上的一幢居民楼即将解除隔

离，不少居民翘首以盼。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延长封闭管理

时间的通知，这犹如一盆冷水浇下来。

天已入夜，眼见越来越多情绪激动的居民从楼里下来，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康琳立马召集现场的十余名志愿者组成跳舞

团队，积极配合舞动起来，以此安抚居民们的情绪。

伴随着小区跳操队队长郑阿姨一声吆喝，大家在大楼前跳

起了比心舞，楼内的志愿者和居民见状，也马上跟着舞了起来。

现场没有音响，志愿者就打开手机放起了音乐。这样温馨的场

面，让在场的不少人动容了，居民们也渐渐平复了情绪。

“外面风很大，大家穿着棉衣欢快地舞动着，希望能给楼

内的居民一丝安慰”，康琳说。 回想这一夜发生的事情，志愿

者队长夏凤源感动不已。“想想眼泪都要出来了，还有不少楼

上的居民推开窗门看着我们呢。”

第二天早上 6点半，好消息传来。当康琳把解封的消息

发在微信群时，居民们沸腾了，志愿者们不约而同从四面八方

奔赴而来，楼外的人和楼里的居民相拥而泣。“只要大家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

他们联手跑赢了这场“生命接力”

3月 14日晚，一位患有重症白血病晚期的女孩在封控

酒店高烧不退，女孩母亲焦急万分。原来，女孩需要定期输

血，由于封控事发突然，未能赶上去医院治疗，女孩陷入生

命危险。

危急关头，一场“生命接力”开始了。

“不要怕，我们都在！”曲阳路街道的防疫干部当机立断，

联系特需急救车、通过卫生中心协调附近医院、确认血浆库存

……在夜幕中，他们争分夺秒。可多家医院的隔离病房已满

房，且周边急救车运力过载，情况更加危急。

了解救助困难后，街道干部接过生命“接力棒”。他们立即

联系附近医院，为女孩增加临时应急病房，还临时调配转运车

辆。由于女孩身体十分虚弱，无法自己坐上轮椅。他们二话不

说换上“大白”服，与女孩父亲一起将女孩抱送到转运车辆上。

如何确保道路畅通，让女孩以最快速度到达医院？辖区

警方也毫不犹豫地接过了生命“接力棒”，急调警车引路，开辟

了一条“绿色通道”。

忙至深夜，所有人松了口气，“这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

力，我们跑赢了！”

自创健身操直播带来健康和信心

舒展肩颈，开合并步，胯下击掌……夜幕降临，虹口月亮

湾三楼的融义书房内正在进行一场社区直播，直播的内容是

瑞虹社区的几位业主自创的“防疫健康操”。

在手机前做健康操的吴彦昊是社区篮球俱乐部的“明星

教练”。直播现场，吴教练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动作要点。30
分钟的健康操直播吸引了 800多名社区居民观看，评论区不

少人直呼“不过瘾”。

“想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支持封闭在小区里的居民们。”这

套健康操是该俱乐部几位股东设计的，动作简单，男女老少都

可以尝试。他们希望通过直播，帮助大家缓解焦虑情绪，保持

身体健康。

牵头此次直播的丰诚物业表示，后续还会安排诸如插花、

茶艺等直播活动。

疫情给社区按下“静音键”，但封控区域中人间真情的流淌无声胜有声

信心，来自每一个感人瞬间

记者直击小区核酸检测筛查现场

采样过程有条不紊，每个步骤卡在“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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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集锦

除了支援核酸筛查工作，党员干部们还变身“快递小哥”“送

菜小哥”，在封闭小区内保障居民的日常生活。在欧阳路街道、广

中路街道，30位“大白”组成两支小分队，为居家的居民分拣快

递、运送物资并巡查楼道，做到24小时随时“上线”解决问题。

缕缕微光汇聚在一起，便成了可以照亮前方的光束

点点滴滴汇聚成“坚持到底”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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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光成炬

连日来，虹鹰消防救援队主动请缨，奔波于本市多个场所开展

消杀工作。此外，被封控在小区内的队员也就地做起了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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