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 编辑：范立 32022年4月16日

CHONGMINGBAO投稿：fanlizjl@163.com 崇明报

“土豆 3 份，青菜 5 份，黄瓜 3
份，猪肉一袋……”4月11日上午九
时，崇明邮政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正
清点着一波配送的物资。地上摆满
了一袋又一袋当天需要配送的食
物，按照5公斤蔬菜、2公斤猪肉的
标准整合成一个 130 元的大礼包。

“今天是我们邮政联合崇明多家供
应商开展政府保供工作的第一天，
不少员工在几天前就已收到了重返
岗位、加入保供队伍行列的通知。”
崇明邮政分公司负责人仇忠伟告诉
记者。

为了这次保障工作顺利开展，
仇忠伟和他的项目团队成员已经好
几天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每天的任
务数不胜数。协同当地政府，统筹
人员车辆，制定配送路线、联系供货
渠道、对接社区订购名单……自从
接下这项任务起，大家片刻没有停
歇，都卯足了劲只为将配送方案做
得更加精准、细致。有时凌晨时分
仍在进行对接联系，生怕漏掉了哪
个关键环节。“干我们物流配送这一
行太多这样的情况了，为了圆满完
成每一次的配送任务，这种工作节
奏大家都习以为常。”“熟悉路线是
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的工作人员
接下来会按照制定的十几条路线，

派专门的运输小车，送到城桥镇各村
居委手中。今天的目标是完成近
4000件肉品和蔬菜的配送，希望尽快
让更多百姓吃上新鲜的食物。”一趟趟
运输配送，一辆辆“绿色”专车，都承载
着所有一线物流人员对战胜疫情的决
心和信心，坚持就是胜利，“保障居民

‘最后一公里’是我们邮政的使命”。
除了不断奔跑在马路上的邮政人

员，崇明兴桥菜场的工作人员这几天

也日夜兼程，为所有城桥居民提供着
肉食保障。午夜十二点当人们进入梦
乡，菜场的工作人员便开始了新一天
的准备工作，消杀环境、整理库存，凌
晨一点，供销社第一批猪肉食材抵达
菜场，在经过一番消毒后，工作人员开
始了马不停蹄的切肉工作。凌晨三
点、四点，第二批和第三批的明珠湖猪
肉也陆续抵达，来不及休息片刻，工作
人员便开始了新的肉食加工。“我们的

人员这两天每天都要切6000-8000
斤的猪肉，大概可以分成两三千份
供居民食用，每次工作完成前后都
会进行消杀工作，确保食材安全放
心。”菜场相关负责人张师傅介
绍道。

而在城桥镇的另一边，崇上生
态菜米直销基地，工作人员也在紧
张地计算着分类的蔬菜数量，基地
的大部分蔬菜都来自于崇明各蔬菜
合作社。为了保证蔬菜的新鲜度，
工作人员一大早便将送来的蔬菜进
行归类装袋，以 10 斤为一袋，通常
基地的专车每装满一次可以运输
160袋，这样来来回回不断地运输，
最早也要下午三四点才能完工。“我
们再苦再累都没关系，但必须保证
当天送来的菜当天运输完，隔夜的
蔬菜口感不好也不健康。”菜场的工
作人员王师傅说道。

据了解，此次由政府组织牵头，
崇明邮政分公司和各供应商共同合
作的保供项目将根据防疫要求不断
做出调整，寻找更多可靠有保障的
供应商。接下来，还将根据运行成
效推广至更多崇明的乡镇，“疫情期
间，保障全崇明的老百姓吃上一口
热乎饭菜，是我们所有一线人员的
心愿和目标。”仇忠伟说，相信疫情
终将消散，风雨过后，繁花必将
如常！

崇明各部门全力以赴保供应
□ 记者 汤茵旒

本报讯 四盒癌症靶向药，跨越了
长江隧桥，在 5 个小时里交到了肺癌
患者方阿姨的手中，为她带来了生命
的希望，也为这个被疫情“偷走”的春
天带来了融融暖意。

4 月 10 日中午 12 点半，庙镇保
东村党总支书记、主任黄艳接到了
一通求助。保西三队的方阿姨是一
名肺癌患者，长期服用上海肺科医
院配的靶向药，目前她在服的药品
仅 有 两 天 的 余 量 ，请 求 村 委 会 帮
助。“我的母亲生前也是肺癌患者，
我知道停药对于癌症患者的威胁有
多大。”黄艳告诉记者，她第一时间
联系了崇明各家医院，都得到反馈
没有这个药物，非常心急。于是，黄
艳在朋友圈和许多群聊里发送了求
助信息，并发动了身边的朋友一起
帮忙找药。

功夫不负有心人，1点左右，黄艳
收到了回音。“我对于医院配药这块熟
悉，我可以试一试帮忙代配。”联系黄
艳的是一名叫黄良的网约车司机，住
在宝山，但他同样来自庙镇。黄良告
诉记者，他当天下午本来也要去医院
配药，已经开好了通行证。看到黄艳
发的消息后，立马联系了她。

通过电话沟通，黄良先帮方阿姨
在网上挂了号，然后约好和黄艳在
G40高速陈家镇道口碰面，取了方阿
姨的医保卡去配药。2 点出头，他们
顺利在陈家镇道口交接了医保卡，
并确认了要配的药品。随后，黄良

立即赶往位于杨浦区的上海肺科医
院，按照网上的预约号配好了四盒
药，又马不停蹄返回陈家镇道口。4
点半左右，来回驾驶 100 多公里，黄
良将药品和医保卡交给了驻守在道
口的庙镇保供志愿者。随后，药品
以“专人专车”“全程闭环通行”的方
式送抵庙镇，并做好了包装盒的消
毒工作。

下午 5 点 30 分，黄艳将 4 盒药交
到了方阿姨手中，足够她服用 28 天。
拿到药的方阿姨激动地表示：“没想到
这么快就能解决问题，比我自己跑一

趟上海配药还快，实在是太感谢为我
奔忙的各位志愿者了。”

“一些村民所需的药品只能在市
区指定医院配到，疫情期间，容易出
现‘断药’、‘配药难’的情况，这是我
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庙镇宣传委员
包英告诉记者，下一步，庙镇将通过
线上的方式，招募在市区防范区的庙
镇籍人士，为有需要的村民提供配
药、送药保供志愿服务，搭建应急特
需专用通道，保障特殊人群用药需
求，让他们也能安稳度过这个不一样
的春天。

岛内外志愿联动 为村民送续命药

本报讯 崇明受地面弱高压影响，
为多云到阴的天气，气温偏低，空气湿
润，体感偏凉。日前，记者从区气象部
门了解到，16日到17日白天，崇明风
力不大，气温在8-17℃之间。17日夜
间至18日有一次云系增多的过程，并
伴有短时小雨出现。

19日起无明显冷空气影响，崇明
将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再度上升。
短暂的 2 天春和景明、温暖舒适天气
后，21 日起气温再度猛升，后期最高
气温将接近27℃。

云多无雨天气凉
下一场雨在下周

□ 记者 石思嫣

□ 记者 盛赛丹

本报讯 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了确
保百姓正常春耕，不误农时，崇明各乡
镇村干部和志愿者摇身变为秧苗“代
购员”、“快递员”，为群众们服务。

中兴镇胜利村和永隆村两委班子
通过村民小组长统计群众所需秧苗数
量和种类，再组建志愿者队伍分队分
批次前往秧苗基地进行集中采买，回
来后进行核对、分发，为群众将秧苗送
上门，减少他们外出频次。如有跨村
秧苗买卖需求，志愿者们在村域交界
处进行无接触配送。

堡镇花园村党总支在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第一时间为村民寻找
并提供了茄子、辣椒、番茄等各类秧
苗，有条不紊地组织村民做好春播育
苗工作，做到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两
不误。

村干部将村民需求统计在册，积
极联系物资供应方，及时调运、备足秧
苗、化肥等农用物资。党员志愿者们
充分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驾驶着小三轮，挨家挨户送秧苗。

“送货到村口，转运到农家”，保证了村
民“无事不乱串，有空去田间”，既做好
疫情防控，又促进了春耕生产。据了
解，花园村党总支共为 200 余户村民
提供了1万余枝秧苗。

□ 记者 范立

春耕防疫两手抓
不误农时不负春

▲ 邮政人员整理肉制品（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确保居民基本
生活服务保障，充实基层一线防控力
量，畅通物资配送“最后100米”，“饿
了么”“美团”配送平台首批10名外卖
小哥组成志愿服务团队，深入长兴镇
各封控区抗疫一线提供点对点支援，
帮忙运送团购菜、防疫用品等生活物
资，确保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居民手中。

4 月 12 日上午 9 时，首批 10 名外
卖小哥志愿者迅速集结到位。长兴镇
相关负责人对各位志愿者在长兴疫情
吃紧的时刻挺身而出，为长兴疫情保
供服务贡献力量表示感谢，并叮嘱他
们做好自我防护。

当天志愿团队奔赴点位投入工作，
凭借“骑手”工作的经验，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抢时间、拼速度，确保蔬菜等生活
物资以最快的速度分发到居民手里。

外卖小哥
加入战“疫”

□ 记者 陈锦源

▲ 黄艳和黄良在道口交接（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4 月 13 日，崇明风雨交
加，气温骤降。面对这场大雨，疫情防
控一线的公安干警、志愿者们“疫”往
无前，在风雨中坚守，用自己的辛苦付
出，为市民撑起一把“防疫伞”。

当天下午 1：30，雨越下越大，雨
点也越来越密，在陈海公路、港东公路
等几个重要卡口处，防疫检查工作有
条不紊地进行着。港西派出所民警郭
文豪在雨中劝导市民非必要不出乡
镇。遇到外出的市民，郭文豪上前查
看他们的通行证并提醒过路司机减速
慢行、保持车距。当天，郭文豪需要值
守6个小时，坚守在路口，确保防疫检
查不落一车，不落一人。

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些保供人员
也同样冒着大雨，小心翼翼地搬运着
鸡蛋。

在观潮新村小区，志愿者们兢兢
业业地守在卡口处，排查来往的车辆
和人员。滂沱大雨中，已分不清哪些
是雨水哪些是汗水。“我是小区居民，
也是党员，应该出一份力，保护好我们
自己的家园，就算有再大的困难也不
怕。”一位党员志愿者表示。

面对风雨天气的挑战，公安干警、
志愿者们没有丝毫懈怠，仍默默坚守，
筑牢疫情防控第一线。

雨中坚守者
为民撑起防护伞

□ 记者 杨祎晨

本报讯 连日来，区城管执法局组
织力量加强街面防控工作，及时发现、
快速处置占道经营、占道堆物等违法
行为，全力消除由占道经营等现象引
起的人员流动、聚集从而产生的隐患，
严守街面环境安全有序，筑牢疫情防
控安全防线。

区城管执法局机动中队、各乡镇城
管中队加强街面巡查力度，重点对街面
占道经营等违法行为开展检查，及时教
育劝阻流动设摊、兜售叫卖等违法违规
行为，对于屡教不改的当事人依法进行
行政处罚。调整勤务工作机制，根据无
序设摊高发时间和场所，以道路两侧、
农贸市场和超市、住宅小区、建筑工地
周边为重点，开展整治行动。加强执法
联动，对依法暂扣的活禽及时联系农业
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置；配合公安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打击伪造通行证行为、做
好街面六小行业关店指导；对来自于外
省市中高风险地区的运输车辆、人员进
行核查。加强宣传力度，提升居民法律
意识，告知居民正规采购途径，从源头
上遏制违法行为发生。

截至4月14日，共计出动执法队员
474人次，巡查道路734条次，劝离占道
设摊875件，立案查处无序设摊2起，无
害化处置活禽300余只。

□ 区城管执法局

城管全力维护
街面环境秩序

（上接1版）而我们，必须规范自己的
行为不让病毒有可乘之机。不聚集、
不扎堆，非必要不外出、不跨乡镇乱流
动；戴好口罩，对物资消毒，居家办公，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和必须做到的。

防范区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
动态调整的，如防范区内出现阳性感
染者，即转为封控区。我们生活在同
一片时空，注定彼此相连、相互影

响。因此，我们既要努力把疫情对生
活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也要用最
大力度把各项防疫要求落实到位。

“防范区”的关键在于“防范”，从
严从紧从快，落实手势不能打折扣，
千万不能放松、放任甚至是放飞。否
则，大白医护持续的透支、基层干部
不眠不休的辛劳、志愿者一日数次汗
透衣衫的劳作、无数人一次次排队做

核酸的焦虑，都可能成为白白的付
出，正所谓“一人放松，大家遭殃”。

每一位提早享受到行走自由的
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以防范的心态，
更多自律，更多坚守。想想我们一个
月以来的种种困难和不便，付出的无
数艰辛和努力，请再坚持一下，更自
觉 一 些 ，真 正“ 放 飞 ”的 一 天 不 会
遥远！

“防范”不松懈 静待春光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