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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区一方案、局部排水设施改造

陈怡）位于惠民路 250 弄的惠

在凉城新村街道，将核酸采样服务“送
上门”，方便辖区内楼宇园区、宾旅馆
和工地的人员。
下午两点，核酸采样车来到位于

凉城路 999 号的云鹤宾馆。负责带车

的门面房及商铺缺乏明沟排水设施，一旦遭遇强降

北小区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有居民 150 余户。往

的凉城新村街道营商办工作人员陈继

雨，市政道路的雨水就会倒灌入小区内，造成小区

年遭遇暴雨时，小区内部积水严重，给居民出行造

排水量骤增，从而造成积水。

为此，区防汛部门对惠民路 250 弄外部进行了

成一定影响。日前，惠北小区进行了排水改造，让

局部排水设施的改造，将两根出门管管径从 φ230

居民告别“水漫金山”。

改为 φ400，提升排水能力；在小区出入口增设驼峰

“改造以后不但干干净净，台风大暴雨来了也
不怕了。”郑老伯住在惠民路一处沿街面的房子，由

门坡，在不影响小区车辆正常通行的同时，把门坡

于家里的地势比外面低，遇到台风大暴雨，灌入家

高度提高到与道路齐高，尽可能减少道路雨水倒流

进小区内部；为门坡及沿街门面房、商铺增设了 75

里的水有时甚至会没到膝盖。
施工前，区防汛部门对现场进行勘查，并对周

张燕丽）近几个月

来，一辆白色的核酸采样车经常穿梭

让老小区告别“水漫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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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明沟，进一步减少雨水流入小区的情况，减轻了

通过铺贴同质砖，
通过铺贴同质砖
，小区外部沿街路面坑洼
下沉问题得以解决。
下沉问题得以解决
。

红和李晟立刻下车，一边和酒店负责
人联系，告知车子已到位，一边布置点

据悉，2021 年，区防汛部门经过调查排摸，因地

制宜制定“一小区一方案”，形成易积水小区整治三

年行动计划。目前，已完成逸仙小区、惠民路 250

弄小区两个小区改造，共有 1450 余户居民受益。

位、准备防疫设施。
很快，宾馆工作人员和住客陆续
前来并有序排队。除陈继红和李晟
外，这辆流动核酸采样车还配备了一
位司机和两位医务人员。作为辅助，

下阶段，本区将进一步加强小区排水管网的疏通养

陈继红和李晟负责扫描核酸码，来自

边下水道进行排摸。据了解，该处市政管网的雨水

小区出门管的排水压力。此外，针对小区外部沿街

护，密切关注居民小区暴雨积水情况，督促指导相

凉城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两

和生活污水通过同一根管道排出，由于小区外的市

路面坑洼下沉问题，通过铺贴同质砖，整修此处人

关单位进一步完善管理措施，落实防汛责任，加强

位医务人员则负责采样。

政道路标高比小区内部道路高出近 30cm，且沿街

行道 276 平方米。

巡查力度，确保安全度汛。

核酸采样车专门配有两个窗口，
医护人员在车内，双手通过两个窗口

就可以完成采样工作。不足 30 分钟，
他们便完成了约 70 人的核酸采样。

专人值班值守、24 小时在线

云鹤宾馆负责人胡涉告诉记者，

小小区维修维护有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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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核酸采样车直接‘点对点’服务，
把核酸采样服务送上门，既高效又安
全，我们企业都很受益。”

陆雪姣）上海高温天不断，居民

接到报修单后，黄师傅及时上门服务，排查确定故

越积越多，总不能耽误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黄师

用电用水负荷加重，虹口部分老小区房屋建设年代

障，进行线路修复后恢复了畅通。看到周阿婆不知

傅说。

久远，天气炎热加快线路老化，极易出现故障。为

道如何使用新买的空调，黄师傅还现场当起了教学

保障居民生活，虹口社区物业 24 小时在线为民服

老师，教周阿婆如何正确使用。

当天室外温度将近 37℃，没过一会儿，黄师傅

务，确保居民生活不受影响。

“电路有问题，我家电动不动就跳闸，也不知道

的内衫便已湿透，不时地擦拭着汗珠。自入夏以

什么原因。”早上 10 点，在欧九小区，维修工黄师傅

来，黄师傅手中报修工单不断，电路跳闸、电梯故

正在帮周阿婆仔细检查家中线路，这已经是他今天

障、污水管堵塞……基本每天手上都要有几十个单

跑的第 6 个工单。

子，比往常多了好几倍的工作量，常常修好一家，便

周阿婆是一位独居老人，最近高温天小区用电

又匆匆赶到下一家。

量剧增，家中电路时不时跳闸，让老人苦不堪言。

爱心市民炎夏撸袖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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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
这辆流动的核酸采样车共前往 14个场所

将服务
“送上门”
。在广粤路上的一处建筑工地，
流

欧阳路街道老旧小区多，黄师傅所在的宏阳物

动采样车刚停稳，
工人们便纷纷自发前来排队。根

业负责欧阳路街道、嘉兴路街道的小小区物业维

据相关防疫要求，建筑工地实行封闭式管理，工地

护，夏天高峰期一天的工单量将近 250 张，为了保

内的人员须定期进行核酸检测，
这一度成为困扰项

安排专人值班值守，做到 24 小时接报修、不停休，

上门服务的核酸采样车让问题迎刃而解。

障居民的用电用水安全，物业在每个段组蹲点，并
发现问题及时上门进行查看。

在当前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维修师傅每日还会
做好核酸、抗原检测，在每户上门前都做好消杀工

“单子不能拖，今天拖一点，明天拖一点，就会

核酸采样车将服务﹃送上门﹄

2022 年 8 月 5 日

目管理方的难题。在凉城新村街道的主动对接下，
该建筑工地负责人韩树松介绍，自 6 月底恢

复施工以来，现场有近 80 位工作人员。
“ 现在流动
采样车每周安排进工地做两到三次核酸采样，给
我们带来极大的便利。”韩树松说道。

作，确保防疫工作两不误。

据悉，
4 月以来，
为方便楼宇、
宾旅馆、
沿街商户

参加核酸采样，
凉城新村街道流动核酸采样车持续

孙洁静）8 月 2 日早

投入使用。最初设置流动采样车，
是为了满足在外

上，室外气温已逼近 35℃，在四川北路

值守人员的核酸采样需要，
确保街道全域人员应检

街道献血活动现场，60 余位爱心市民顶

尽检。疫情稳定后，考虑到部分商户、建筑工人等

着酷暑如约而至，撸袖献爱心。

因为集中管控要求，不便到固定点位，流动核酸采

“00 后”社区居民张曜文每半年献

样车就为特殊群体提供就近检测服务，
既减少了常

一 次 血 ，至 今 已 累 计 献 血 1400ml。 他

态化检测点的排队等候时间，
又大大降低了人员聚

说，在上海的这几年，已经把这里当作

集风险。而作为带车人员，
陈继红和李晟也一路随

第二故乡，理当做点贡献。

车从乍暖还寒的初春坚守到烈日炎炎的盛夏。

在当天的献血者队伍中，还有不少

截至目前，流动采样车已经对小区外人群完

社区志愿者的身影。在七浦路服装批

成了数万人次的核酸采样，凉城新村街道在实现

发市场经营着一家店铺的马帅林特地

便企惠民、服务“零距离”的同时，也将精准施策贯

和五位朋友一起赶来献血。今年疫情

穿到底，将疫情防控落实落细，为筑牢社区防疫基

期间，马帅林成为了一名身披“大白”的

础切实发挥出支撑保障作用。

社区志愿者，至今仍坚守在志愿者岗位
上，配合街道开展核酸筛查等工作。
据区血液管理中心主任何琨介绍，

双色球千万大奖落户虹口

夏 季 临 床 用 血 量 大 ，但 血 液 采 集 量 减
少，每年夏季，本市血库因此会出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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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第 2022082 期开奖，开出一等奖 3 注，单注奖金

血压力骤增的情况。夏季大量出汗会

10000000 元。上海独占 2 注，其中一注就是由虹

使血液中的水分失去一部分，让血液浓
度相对增加。但只要适当补充水分，献
身体造成负担。

截至目前，虹口已组织动员 4 个社区和 2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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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参加夏季团体献血，共捐献全血 608 人份，合

洋

不久前，曲阳路街道银联居民区商建三号楼的

虹口区福利彩票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收到

邵帅 摄

互动阅读

“翻开是故事，合上是回忆”

封控期间社区抗疫故事的《抗疫风采》纪念册。

这本精美的纪念册收纳了 5 月 3 日至 6 月 1 日

期间的社区防疫信息、志愿者们的抗疫故事及心得
体会，还有大量的抗疫影像图集。丰富的内容让收
到纪念册的志愿者们纷纷发出感慨：
“ 翻开是故事，
合上是回忆”。

封控期间，银联居民区上演“编辑部的故事”
月 3 日开始，盛涤民在参与编发《银联之窗》的同时，
开始编发商建 3 号楼支部的《抗疫简讯》，每天用两
个版面来记录社区防疫工作，反映楼内党员、志愿
者和居民们的抗疫故事。

汇编这本纪念册的，是银联居民区第二党支部

在约稿过程中，遇到居民婉言推辞，盛涤民会

的六位党员志愿者。疫情期间，这六人组成的“编

坚持耐心邀约；来稿的篇幅或内容不够，盛涤民会

辑部”，在为社区居民们记录故事的同时，也不断上

仔细推敲，并通过电话采访，加以补充；编好稿件

演着暖心的“编辑部的故事”。

后，他还会联系作者听取意见。

用笔为抗疫加油
盛涤民是一位退休党员，热爱文字的他，是日

林、金尔雅组成文字+摄影+排版的“铁三角”。
顾嘉林是一位爱好摄影的退休党员，在志愿者

票一等奖奖牌。

忙完工作，还要辅导孩子功课，等到孩子睡觉后，才
能开始排版工作，每天都做到凌晨。但金尔雅毫无
怨言：
“ 能和这样的团队一起合作，我很开心。当大
家花很多心血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最终呈现出的
效果也会让我们获得成就感。”

传递正能量
除了“铁三角”，编辑部的其他几位成员，也为
《抗疫简讯》的编发付出了很多心血。从抗原检测

工作期间，经常用镜头拍摄下各种抗疫瞬间，为每

和物资发放数据的统计、到约稿准备工作和采写，

位志愿者留下了忙碌的身影。

大家都齐心协力完成任务。不仅如此，六人还要承

简讯的配图工作在顾嘉林的帮助下顺利进行
着，可负责排版的金尔雅却犯了难。

担值守、收发抗原、分发物资等志愿者工作。
银联居民区第二党支部书记张兆基告诉记者：
“我们编发《抗疫简讯》，不仅是为了记录下志愿者

来做排版工作时，她立即答应了下来，
“ 我觉得为大

们的坚守和付出，也能够让封控在家的居民们调节

志愿者工作之余的时间都放在了落实版面内容上，

家编发简讯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自己能够出一

情绪，为大家提供正能量。”

在电脑前一坐就是老半天。功夫不负有心人，
《抗

份力也是好的”。

“既然要编，那就一定要把它编好。”盛涤民将

疫简讯》一发出，就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和好评，来稿

时，盛涤民在商建三号楼组建志愿者队伍之初，就

接二连三，盛涤民变得忙碌起来。

火速报名并投入工作。看到志愿者们辛苦的背影，

发动成员，组建了一支“编辑部”，由盛涤民、顾嘉

中奖讯息后，迅速前往站点表示祝贺，并颁发电脑

金尔雅是一位在职党员志愿者，当支部邀请她

常编发居民区《银联之窗》小报的一员。封控开始

于是，在银联居民区第二党支部的支持下，从 5

的大奖出自站点销售员钱女士帮他打的机选票。

陈怡）日前，曲阳公园的镜湖开启“雾里观景”模式。景在雾中、

效果的同时，增加空气湿度，对周边植被具有一定的抗旱作用。

志愿者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本记录着

他萌生了用笔为抗疫加油的想法。

据悉，中奖者李先生是该站点的老客户，这次

雾在水上，犹如置身仙境。原来，公园方今年沿湖安装了雾化景观系统，在提升景观

计 12.16 万毫升。

刘

口区凉城路 193 号福彩销售站点售出。

曲阳公园开启“雾里观景”模式

血对全身血量不会产生影响，也不会对

■本报记者

近日，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进

“铁三角”齐心协力
为了《抗疫简讯》能及时发出，第二党支部及时

刊出的 30 期《抗疫简讯》，收获了居民们的一致

为了按时完成排版任务，没有经验的金尔雅从

认可。有一位居民在微信群中说：
“ 每一期《抗疫简

零开始，上网找工具、找教程，开始自己摸索。最艰

讯》我都看，并被深深感动着。抗疫的两个月，看到

难的第一期简讯，金尔雅改了十几版内容，花了一

楼里每个人一个故事，虽然脱下口罩后可能还是认

整个晚上，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完成最终版。

不出彼此的模样，但期间发生的感人故事会永记在

其实，金尔雅在封控期间居家办公非常忙碌，

心，有这么好的邻居相伴，真是一种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