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琦 通讯员 黄天一

本报讯 社区作为隐形战场，
防疫工作事无巨细。疫情发生后，
大宁路街道的社区工作者们都开启

“三头六臂”模式，“看好门、管住人”
的同时，同时负责代购采买、快递搬
运、诉求协调等各项工作，为居民解
决急难愁等问题。

不畏代购“囧”途

解决居民所需

随着一声铃响，平型关路801
弄居委会社工王珏收到了特扶家
庭王阿姨打来的求助电话。原来
疫情期间王阿姨和爱人夏师傅一
直在外地居住，这次回沪被告知需
要自我隔离14天，刚进门老两口就
想起了一件难事。因为夏师傅刚
做好心脏搭桥手术，后期康复的药
品不能中断，而身边的药已吃完，
本想着回沪后出门去医院配的，这
下没了方向。

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外面的
雨开始越下越大，想着没办法，只能
给居委会打了电话。得知情况后，
社工徐寒斌主动请缨去医院代购配
药。一来一回三个多小时，小徐才
将所需的药品全部配齐并送到王阿
姨的手上。看到湿嗒嗒的胖小伙儿
递给自己的药，王阿姨激动地说“谢
谢！谢谢！幸好有你们！”。

防雨点增“光亮”

取件带来便利

为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粤秀小
区只留平型关路一个大门，严防死
守，确保小区看家护院有序。但同
时，由于快递人员不能进入小区，快
递只能堆放在小区入口，这也给居
民收取快递带来了不便。粤秀小区
社工李林想到，数量众多的快递堆
放在地上，既不卫生也容易有损
坏。于是他迅速组织人员在小区出
入口处，放置桌子及帐篷，为取快递
的居民提供“暖心防雨点”。更贴心
的是，他还考虑到晚上取件，货物
多，如果没有照明根本看不清收件
人信息，于是，他便联系物业给“暖
心防雨点”接上了照明设备。天黑
了，粤秀小区的门口却始终留着一
抹暖暖的光亮。

眼下，严防输入性疫情发生任
务艰巨。社工们始终迎难而上，只
要有居民需要，他们就选择坚强和
勇敢。

大宁社工为居民

解决急难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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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综合

■记者 张琦 通讯员 孙帆

本报讯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洛
杉矶吗？”

“不，我没有。可是我见过凌晨
三点的上海，凌晨三点的江宁社区。”

最近，在江宁路社区，一位90后
党员的战“疫”日记，让许多社区工作
者感同身受，同时也引起了不少社区
居民的共鸣，倍感暖心的同时，也感
到了社区一线抗疫工作者们的辛
苦。他叫冉文迪，是江宁路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的一位90后，也是一位有
着9年党龄的共产党员。18岁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
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初心，“全心为人
民服务，同时也希望给人们带来温
暖。”

疫情发生后，冉文迪和很多社区
工作者一样，第一时间加入到了抗击
疫情的战斗中，先后转战街面巡查、
企业复工、口罩登记、居民区防控、入

境人员管控等多个防疫关键节点岗
位，见证和体验了社区防疫工作的全
过程。随着近期疫情工作重点转到
严防死守输入性疫情，如今，他投身
到了居民区的夜班岗位，通宵值守，
只为了最重要的社区平安。

他的工作日记，也是众多的基层
党员、社区工作者坚持“党旗飘扬在
一线”坚决打赢社区防疫阻击战的真
实记录：

我是冉文迪，是江宁路街道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的一名普通党员，如今
和所有江宁人一道站在社区抗“疫”
战场的第一线，这是我的日记，同时
也是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剪影。

3月15日3：0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

“不，我没有。可是我见过凌晨三点
的上海，凌晨三点的江宁社区。”凌晨
1 点 40 分，随着手机铃声的再次响
起，我穿上外套来到小区门口。从浦
东机场驶来的大巴如期而至，警车紧

随其后，这已经不是我今天接到的第
一位从重点地区回国的人员了，却是
我最牵挂的一位。

他是一名在美国工作了十多年
的中国人，由于工作原因返回祖国。
他的母亲从当天下午开始就不停向
居委会打听儿子是否到达的消息，因
为他是从重点地区返沪的，他的母亲
专门为他打扫了一套空置很久的房
间用来居家隔离。终于，晚上11点，
他的名字出现在了浦东国际机场集
中返回居民区的名单中，我第一时间
拨打了他母亲的电话。平静的声音
中我还是听出了些许激动，在这个特
殊的时期，她一定也等待已久。凌晨
两点，和往常一样，登记信息，告知其
居家隔离注意事项，护送他进家门，
他说：“我三点就到上海了，等到十一
点才从机场出发，坚决配合机场防控
工作，大家都辛苦了！”我不由心生感
慨：有一种等待叫作岗位坚守，有一
种等待叫作主动配合，有一种等待叫

作家人团聚。
我的抗“疫”工作仍在继续，我也

期待着疫情早日结束，一切回归正
常。中国在路上，江宁在路上，我也
在路上。

冉文迪说，在凌晨3点写下这篇
日记时，映入脑海的最大感受就是

“等待”，既感受到了那位母亲急切盼
着儿子回来的等待，居民主动配合工
作的等待，也感受到了社区一线工作
人员坚守的那份等待，“为了岗位坚
守，我们在等待。”

“对于夜班这个岗位来说，各个
居民区的一线志愿者以年轻人为主，
我们晚上只要有收到什么情况和消
息，都会相互提醒，互相加油、相互扶
持，这样的团结，也让我们心里有
底。”冉文迪表示，作为一名党员，他
也会继续全身心地参与到抗击疫情
的战斗中，守护着身边社区的健康，
直到取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胜
利。

“我见过凌晨三点的江宁社区”
90后党员战“疫”日记引关注

■记者 顾武

本报讯 “爷叔，今朝有侬欢喜
吃的干煎带鱼和花菜肉片。”“阿婆，
中饭来了，趁热快点吃吧！”3月19
日中午11点多，在彭浦镇大型社区
永和二村，穿着印有“浦善公益志愿
者”字体红马甲的送餐员张慧梦，正
进入一个一个门栋，爬着一级级台
阶走上楼，将热乎乎的饭菜，一盒一
盒挨家挨户送到40余位老人的手
中。

“在我们服务中心，像张慧梦这
样的送餐员还有10个，自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启动以来，他们天天风
雨无阻地将午餐送到镇域600余户
老年居民家里。”浦善公益服务中心
负责人告诉记者，原来中心使用的饭

盒为环保型可循环材料制作的，清洗
消毒后可循环使用，现在处于防疫期
间，所有饭盒都使用一次性材料。据
悉，长期以来，该服务中心一直承担
着为彭浦镇地区独居、孤寡和行动不
便老人供应公益性营养午餐的任务，
日均供应老年午餐1100余客，其中
堂吃500余客、入户上门送餐600多
客。

当疫情发生后，彭浦镇领导第一
时间来到永和路上的服务中心慰问
员工，并及时送上口罩、消毒水等员
工防护用品，还想方设法为中心采购
饭盒等物品。“我们本来就是公益性
社会服务组织，越是疫情时期，越要
为社区老人供应可口饭菜！”中心负
责人表达了要将公益性送餐服务做
得更好的决心。

爱心午餐天天风雨无阻送上门
“红马甲”志愿者成彭浦镇老年人心中最“爱”

■记者 黄竞竞

本报讯 近日，由静安区体
育局、彭浦新村街道、五星体育传
媒有限公司与上海五星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等单位组织的“心互动
爱传递”公益活动，在彭新小区举
行。活动慰问了坚守在抗疫一线
的彭新小区社区工作者及志愿
者，并向他们捐赠了防疫物品。
现场，大家一起参加了“文字力
量，传递真情”明信片传递活动，
把自己的爱心和感激以文字方式
录入明信片，并通过邮递渠道寄
送给在武汉一线奋不顾身、无私
奉献的勇士们，让奋战在抗疫前
线的人们感受到来自上海市民的
祝福和深情厚谊。记者了解到，
区体育局近期积极落实体育场馆
和社会体育场所复工工作，做到
疫情防控和有序复工两手抓、两
不误。

静安“爱心明信片”向武汉传递

春分是从每年的3月20日(或
21 日)开始至 4月 4日(或 5日)结
束。春分是太阳到达黄经0度(春分
点)时开始，昼夜长短平均，古时又称
为“日中”“日夜分”“仲春之月”。

春分时节也是养生的关键时
期，如若养生不当，会为疾病的复
发留下隐患。

养胃健脾，忌食生冷

春以捂为主，多吃莲心粥、菜
泥、梨、蜂蜜等，禁忌生冷、粗糙、油
炸、甜腻、肥甘食品。慢性胃炎、消
化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等糯米慎
食，春季建议养脾养胃养肝，禁忌
大量食用腌笃鲜、荤汤等高脂肪、
高嘌呤食物。

养阳防寒，谨防“风邪”

早春天气冷暖变化频繁，防寒
保暖，建议泡脚、穴位按摩敷贴和
适当伸展活动。

同时，中医认为外感六淫中风
邪为百病之长。虽然一年四季都
有风，但以春天的风邪最盛。春分
节气后大家尤其是脾胃病患者还
是要注意休息，避免风吹雨淋、早
晚露天锻炼；尤其是贪凉，衣着单
薄或偏好衣服短小时尚等行为都
是不可取的。

静安区中医医院

仲春初四日

春色正中分

■记者 张琦

本报讯 近日，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发布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情
况通报暨十起涉疫典型案件。截至
今年3月20日，全市法院已受理涉
疫情案件65件，其中刑事案件15
件，民商事案件50件；另已执结涉
疫情案件21件。其中一例典型案
件，某制衣公司与两家潮牌服饰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系列案，为静安区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某民营制衣公司与两家潮牌
服饰公司分别签订《服饰采购合
同》，两家服饰公司之间为关联企
业。合同签订后，某制衣公司按约
供应服饰，但两服饰公司未按约付
款，欠付货款达400余万元。制衣
公司分别起诉要求两服饰公司支
付货款并赔偿违约金等，并申请财
产保全，查封了两服饰公司的银行
账户。两服饰公司应诉后，认可欠
付货款,并表示曾承诺还款,但因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地服饰专
卖店关闭，春节黄金旺季无营业收
入,还有高昂成本；且因账户被保
全，影响了员工工资发放、支付社
保等必要费用。

静安区法院受理两案后，通过线
上审理，其中一案当庭撤诉；另一案
达成分期还款的调解方案为：两服饰
公司认可制衣公司全部诉请，但先行
支付三分之一款项，并分期归还余
款，制衣公司在收到先期款项后，解
除全部财产保全。线上庭审当天，某
制衣公司即收到两服饰公司100万
元。目前已正常还款两期。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小民营企
业的资金压力较大。鉴于涉案服饰
公司的账户被保全，在判决生效前，
被查封款项当事人均无法使用，而疫
情期间双方当事人都急需资金，故尽
快促成调解，对原告而言可以回笼资
金按期复工；对被告而言调解后可以
尽快解除查封，及时向员工发放工
资、缴纳税收和社保、支付店铺租金，
确保正常经营。本案通过调解方式
实质性化解纠纷，通过支付部分款项
换取全部解保，既可以打消债权人顾
虑，有利于债务人尽快获得融资，实
现可持续发展，也为债权人债权的受
偿提供有力保障。

静安法院审理

涉疫典型案件

■记者 黄竞竞

本报讯 为助力社区抗疫，天目
西路街道添睦党建联盟单位纷纷伸
出援手，用实际行动做好社区防疫的
坚实后盾。

地处不夜城地区的卓悦居居民
区，是一个有多国居民居住的涉外小
区。随着境外人员的返工，社区的防
控难度升级。对一些外籍居民要进
行情况排摸，劝说其入境以后14天
内进行居家观察，对于体温异常，要
及时就诊和报告社区。“双结对”工作
中和卓悦居居民区结对的上海交通
银行闸北支行党委知道情况后，挑选
了擅长外语的党员骨干，组成外语排
摸突击队，配合居民区党总支做好外
国人的排摸、说明和宣传工作。

同时，街道社区党群中心因地
制宜在机电大厦楼外，为区域内的
保安、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卖送
餐员等户外工作者，提供了无人值
守爱心柜，大昌行和华润怡宝为爱
心柜捐助了食品和饮料，助力一同
抗击疫情。

据悉，自疫情发生以来，添睦党
建联盟在微信群里积极发起倡议，
提倡广大党建联盟单位走进社区，
关爱慰问社区工作者。广大党建联
盟单位积极响应，纷纷捐钱捐物，上
海人才服务中心、东浩兰生集团、上
海久隆电力、中国人保财险静安支
公司等一大批企事业单位都捐献了
防疫物资及生活物资，社区党群中
心负责分发到社区一线工作者、楼
宇党群工作者及社区医务工作者手
上，让他们切切实实感受到关爱的
温暖。

添睦党建联盟

助力抗击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