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控工作毫不放松，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抓防疫抓生产，将战“疫”进行到底
春天来了，企业复工复产、社会生

活正逐步回归正常。不过，抓防控、抗

疫情是硬任务，抓生产、抓发展是硬道

理。嘉定在抓防疫的同时，确保企业复

工复产、招工体检、工地开工、春耕春

种等工作，将战“疫”进行到底，奋力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

胜利”。

9万颗芯片送往抗疫前线

日前，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 8

寸MEMS研发中试线（简称“8寸线”）

生产的500多万颗温度传感器芯片顺

利下线，第一批 9 万颗芯片以 99.74%

的优良率提前三天送到客户手中。这

些芯片将作为核心部件组装到红外线

体温计中，投放到抗疫最前线。

疫情发生以来，口罩、红外线体温

计、防护衣等防疫物资频频告急，温度

传感器芯片作为红外线体温计的核心

器件，也面临巨大的缺口。2月1日，承

担攻坚任务的8寸线设备工程师队伍

迅速集结，全部在沪人员即刻到位；外

地人员尽快返沪并开始必要隔离，争

取尽早复工；确因实际困难无法到岗

和返沪的员工，也通过视频、电话、微

信等通讯手段，从技术操作等方面全

力支持复工。

在一般的半导体生产厂，一个设

备工程师只需掌握一种设备，而 8 寸

线的设备团队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

传帮带，通过互帮互学，8寸线上的每

位工程师都能熟练维修、操作多种设

备。在生产人员无法全部到位参加生

产的情况下，工程师们平时练就的基

本功派上了用场，团队完美配合，及时

排除了一次又一次的故障，昼夜兼程，

有力保障了整个生产线的稳定和通

畅。

区内3家医院恢复体检

眼下，全市各行各业正在陆续复

工，不少企业职工在入职前，均需要体

检或办理健康证。此前，因疫情防控需

要，嘉定各大医院均停止了相关业务。

2月24日，记者从嘉定区卫健委了解

到，嘉定区中医医院、南翔医院、安亭

医院三家医院已于今天恢复了部分检

查项目。

上午 9 点，记者在嘉定区中医医

院看到，已有不少市民前来咨询体检

事宜，为了安全起见，医护人员要求大

家全程佩戴口罩，排队保持 1 米以上

间距。与往年不同，今年所有办理招工

体检、健康证的市民，都需要携带《健

康观察解除告知单》或《健康自我观察

期满告知单》或《未离沪证明》，以及本

人身份证。

为了防止人群聚集，医院今年首

次采用全预约制，现场办理预约手续，

材料审核通过后现场领取预约单，体

检分时段进行，预约当天不进行体检。

区中医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管护师赵

秀娟表示，办理入职体检除了身份证，

还需要携带证明自身健康的材料，办

理健康证则需要携带营业执照复印

件、身份证复印件、用工证明材料。

工地做好防控只待复工

疫情期间，建筑工地如何做好防

控工作？南翔镇采取了“2+4+6”疫情

防控模式，深入抓好全镇建筑工地疫

情防控工作。

目前，南翔镇已成立建筑工地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各建筑工

地成立疫情防控小组，明确职责，制定

疫情防控预案和机制，建立防控体系。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担任组长，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担任副组

长，关键岗位人员担任组员。

南翔镇还向区域内的所有建筑工

地统一发放《工地出入证》和《工地宿

舍出入证》，实行实名制管理。另外，建

筑工地现场实行“六必”管控，即必须

逢人必查、逢车必查；必须单独设立临

时隔离室；必须严格落实环境消毒制

度；必须严格落实防疫物资储备；必须

严格落实生产工地安全；必须对全员

进行防疫教育。

合作社调整品种应对春耕

眼下，到了万物复苏的春耕时节，

农作物进入播种阶段。但是，由于部分

员工还未返沪，劳动力不足，一些蔬果

合作社通过调整种植品种、减缓生长

速度等方法来组织生产。

走进嘉定工业区陆渡村的上海徐

华果蔬专业合作社葡萄园内，可以看

到，盘根错节的葡萄藤上已经冒出了

嫩嫩的绿芽。合作社负责人徐华介绍，

按照目前的气温走势，80亩葡萄园本

周就要进入紧张的梳芽阶段。往年，都

需要12名员工同时“梳芽”，才能保证

葡萄后续的旺盛长势。然而园内目前

只有 4 名未离沪的人员，根本来不及

应付。“我也给其他员工打过电话，他

们说下周还不能出来。”徐华着急道。

面对缺工人的现状，徐华开始想

办法。首先是“关口前移”，他安排了合

作社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提前开始梳芽

工作，防止后续嫩芽大规模爆发，来不

及梳芽。同时，打开大棚，降低棚内温

度，减缓葡萄藤的发芽速度。

接着是改变原计划，调整种植品

种。考虑到种植橘子人工管理少，为此

合作社将原本计划种植葡萄的 10 多

亩土地，改种600株网红橘子——“红

美人”。

徐华算了一笔账，虽然橘子的初

次挂果期要比葡萄晚一两年左右，但

种植橘子只要一人就可以管理好。

记者 印沁沁
通讯员 吴玉辉 朱敏敏 周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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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春天，笔者大学毕业前

夕。

因“非典”疫情，学校宣布封校，

“只出不进”。当时，在外实习、无法进

校的笔者跟很多小伙伴一样傻了眼：

毕业论文还没答辩怎么办？能顺利拿

到毕业证书吗？与公司签约会有影响

吗？

原本已做好延期毕业准备的笔

者，在战战兢兢中等来了学校的通知：

电话答辩。

那是一次缺乏仪式感的论文答

辩。以至于 17 年后，笔者已记不起当

年答辩时的任何细节。据说，隔壁班社

会学系的导师挑了个那时最时髦的咖

啡厅，在偶像剧的氛围中完成了答辩。

这一局，以浪漫著称的中文系，输

给了务实的社会学系。

然而，我们或许没有想到，17 年

后的2020年，会以一种似曾相识的方

式开启：人们生活与工作的节奏再一

次被打乱，大部分人只能被迫“闷”在

家中，社会运转也发生了不小的混乱。

毕业答辩？学生们还没开学呢！

今天的我们，拥有了远超当年的

技术和软硬件设施，整个社会也进化

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细密的联合体。当

这个体系被迫停止运转时，毫无疑问，

我们也将面临远超以往的阵痛。但是，

混乱终究会结束。

笔者曾看到过一个理论，深以为

然——社会体系拥有强大的自我修复

能力。社会组织与个体机理类似，在受

到损伤后同样会存在“超量恢复”的现

象：原有的体系被部分打破，各种创新

点在创伤面上生长出来，最终促进了

产业结构的进化。

2003年的非典，无数人被迫足不

出户，促进了互联网消费的加速，电子

商务借势崛起。而当社会“超量恢复”

时，在创伤中所形成的新的社会系统

运转模式并不会随着环境恢复而消

失，新的产业机会将诞生并留存演变

成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

2020 年，当这一次疫情过去之

后，哪个行业将能够获得最大的机会？

会帮助社会锻炼更加强大的机体？这

还有待于时间的证明。但是，我们要知

道，发展永远是社会体系和机制运转

的主旋律。只有将发展与防控放在同

样重要的位置时，我们才能真正战胜

这一次危机，且危机之后，我们的社会

体系会更加完善、更加健康。

就好像，不经历这次阵痛，也许没

有一家企业会相信除了一线工人，其

他岗位都能实现在线办公，也不会相

信 25%的人力撑能起 45%的产能；也

许没有人会想到，原本只是少数大型

企业在用的视频会议，会一下进入中

小企业市场，居家开工、SOHO 模式

会成为“主流”；也许没有人会发现，

“云”经济会如此蓬勃地发展，其边界

已远远超越了电商的定义。当然，也许

没有老师会知道，自己居然有一天开

发了一项新技能——视频主播……

每一次的危机，都酝酿着机会，甚

至催生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

结构。

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律。而从政府

层面来说，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

社会和谐稳定，是面对疫情时必须打

出的“组合拳”。政府部门必须抓好实

体经济扶持，认真落实国家和地方的

各项政策措施，把政策的“硬货”“干

货”转化为帮助企业解决困难、社会正

常运转的实际成效。因为，没有经济的

支撑和社会必要的运转，疫情防控就

会基础不牢、动力不足；而科学有效的

疫情防控，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

度保证社会正常运转，尽快帮助经济

恢复元气。统筹兼顾疫情防控和社会

运转需求，在动态中实现二者互相支

撑、互相促进，是渡过难关、夺取胜利

的根本保证。

也许过不久，曾与笔者一样忧心

忡忡过论文答辩的大学毕业生们，会

接到学校通知：请你准备好电脑等设

备，咱们来一次视频答辩吧！如果更先

进一些，用上了VR技术，说不定学生

就能与老师恍如身处一室，进行了一

场虚拟，但十分真实的对话和碰撞。

若干年后，当我们回想起这一幕

时，也许会感慨：危机面前，办法比困

难更多，信心比黄金更宝贵，自我变革

变比消极等待更有效。

危机面前，办法总比困难更多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

为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

者，赵宪珍每天都很忙碌：带头四处筹

集善款，在各学堂间奔波讲党课，帮助

创业者们实现梦想，给福利院老人送

慰问品……疫情当前，年过六旬的她

没有退缩，一直都在路上。

“我们没办法去一线，大家都献出

点爱心吧！”早在1月27日，赵宪珍就

在“流动党员学堂”微信群里号召大家

支援武汉。不到一天，“流动党员学堂”

共捐款18万元，赵宪珍也捐助善款2

万元。

除了心系武汉，赵宪珍也挂念着

在抗疫一线的社区工作者们。1 月 31

日，得知一线社工防护用品紧缺，赵宪

珍立刻发动家人，四处筹集防护物资，

最终，将900只防护口罩、42箱水果、

95 份糕点咖啡等送给社工们。她说：

“他们守护社区，我们也应该守护他

们。”

近期，许多沿街商户也面临着很

大的压力。“小王，最近疫情严重，你这

边生意怎么样？有什么难处就跟我

说。”赵宪珍来到王海宁的水果店，询

问其生意情况，走之前还特意买了几

箱水果。

王海宁原本是全职太太，在赵宪

珍的鼓励和支持下，王海宁在去年底

开了第一家水果店。考虑到水果店新

开业，加上疫情当前，赵宪珍生怕王海

宁有什么难处，就特地过来当面询问，

得知一切情况都好，才放心离开。“我

也是白手起家，知道创业的不容易。疫

情发生后，我很担心她，不亲自来看

看，我真的没法心安。”赵宪珍说道。

姐姐、女儿、书记、模范……有着

各种身份的赵宪珍一天都停不下来。

对于她来说，只要是能发挥自己的所

长，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就是她最开

心的事情。“我会继续努力，希望疫情

能快点结束！” 记者 周玉林

迦蓝

2月21日下午，全市50名心理学专业医师组成的上海援助湖北心理医疗队出发援鄂。由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

医师高存友、区中心医院主治医师杜文永、区精神卫生中心主治医师徐健能3名精神科医生组成的嘉定区第二批援鄂医疗

队随队出征。此次他们驰援武汉，将重点帮助患者和医务工作者调适心理、开展心理诊治，目的是维持患者和医务人员良好

的心理状态，既可以保持战斗力，又能有效预防心理创伤和应激障碍。 记者 印沁沁/摄

面对疫情，
赵宪珍一天都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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