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蔬菜、大米、泡面……热心市民慰问防疫一线工作人员

有一种爱叫“花式投喂”

本报讯 受疫情影响，开门营业

的理发店寥寥无几，让理发这件看似

简单的小事，成了不少人的难事。

“太感谢了，在这个特殊的时候，

还能想到我们！”2月18日，家住菊园

新区嘉悠社区的老人赵挺宽，握着社

区工作人员庄志良和苏鸣的手连连感

谢。原来，社区居委考虑到不少理发店

都未营业，而社区里的独居老人、高龄

老人和纯老家庭都在为理发发愁，便

组织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免费理发。为

尽可能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社区工

作人员佩戴了口罩，准备了消毒液。赵

挺宽高兴地说：“给我解决了大难题，

贴心！”

那些奋斗在一线的防疫工作人

员，同样也有着这样的苦恼。徐行镇曹

王村志愿者赵建青这几天一直带着鸭

舌帽，别人以为他是为了保暖，其实他

是为了遮发。村民陈婷知道后，特意邀

请从事理发行业的陈炳志，为村内防

疫一线工作人员免费理发。“简直焕然

一新！我原本 10 天就要理一次发，这

次过了 20 多天了。”理完发的赵建青

觉得一身轻松。陈炳志告诉记者，所有

工具事先都会用紫外线消毒，毛巾也

是人手一条绝不混用。“每次理完，我

都会对工具消毒一遍，理发间每次也

只允许两个人进。”陈炳志表示，今后

还将走进其他村居提供免费理发。

在华亭镇，一支由专业理发师组

成的爱心志愿义剪队，连日来奔走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出所、检查站等

场所，为一线工作人员解决“头”等大

事。“我都长出鬓角和刘海了！”医护人

员郭万奎笑着说。剪短、打薄……只见

理发师娴熟地挥舞着手中的梳子和剪

刀，理完后郭万奎看上去精神多了。义

剪队成员孙志高表示，志愿者上岗前

须经过一系列必要检查，做好个人防

护和工具清洁消毒工作。为避免人员

集聚，理发服务分批进行。“看着他们

理完发后满意的眼神，我们也感到欣

慰。”孙志高说。 嘉融媒综合采写

爱心义剪解决“头”等大事

本报讯 “我睡不好，胸口闷，喘

不过气……”2月18日8:30，嘉定区心

理援助热线接线老师、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余国荣，接到一位女青年来电

求助。受疫情影响，这位女青年每日都

很焦虑，且无法得到有效纾解，无奈之

下拨通了心理援助热线。“我很理解你

的心情，疫情导致大家无法出门，时间

长了心情难免压抑，出现身体不适很

正常……”在余国荣的耐心劝慰下，女

青年的情绪逐渐缓和。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嘉定

区心理援助热线（021-39590800）24

小时在线，23名心理老师在线向市民

提供心理疏导等公益服务，舒缓和减

轻市民因疫情所致的心理困惑，为市

民穿上“心理防护服”。

“2月1日至今，我们已经接到50

多通来电，都是与疫情有关的焦虑、担

忧以及相关政策的咨询。”嘉定区心理

援助热线项目负责人、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金婉仙介绍，接线老师会尽力

疏导求助者的负面情绪，帮助对方重

新建立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疫情当前，有人焦虑恐慌，听到一

声咳嗽都浑身紧张；也有人身体稍有

不适，就担心自己被病毒感染，濒临崩

溃。“这日子过不下去了！”2 月 19 日

10：00 左右，市民丁阿姨拨通了热线

电话，向接线人员诉苦，“疫情发生前，

我就咳嗽了好几个月了，现在每天都

担心自己被感染，晚上睡不着，心慌得

不得了！”丁阿姨还从网上看到许多夸

张、负面的疫情消息，例如返沪人员增

多、超市东西买不到等。此外，她还发

现自己最近有几次出门后，体温忽高

忽低，更加深了她的恐惧。

接线老师方昉告诉丁阿姨，类似

的情况大家都会经历，建议她尽量少

看网络上的一些负面的、不实的信息，

多看官方消息，同时对一些存在偏颇

和不实的消息进行了澄清，“我们希望

她能多沟通、多倾诉，放松心情后，若

身体上的不适还未消除，再去医院就

诊。”经过近20分钟的疏导，丁阿姨逐

渐放松下来，甚至与老师说笑：“说出

来舒服多了，听你这样一讲，我顿时觉

得自己体质蛮好，应该没什么问题。”

“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多数人闷在家里，每天接收的信息都

是关于疫情的报道，有的人心理承受

能力差，确实需要疏导。”方昉表示，除

了普通市民外，那些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医务人员、公安干警、社区工作人

员等，若出现恐慌、焦虑、抑郁、失眠等

情况，也应及时寻找心理援助。

记者 刘静娴

战“疫”期间如何穿好“心理防护服”？

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线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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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拂，梅瓣轻。日前，古猗园内暗香浮动，已绽放的梅花品种有宫粉、绿萼、白梅等，有的白里透红，有的洁白典雅，有

的粉色如霞……成片的梅花像云霞装扮着大地，点缀着春日。古猗园目前虽处于闭园状态，但市民可通过微信公众号“上海

古猗园”，线上游园赏花。 通讯员 李琦/摄
本报讯 在防疫抗疫的特殊时

期，各地都加紧了对街头流浪人员的

管理。得益于此，2月17日，“失踪”36

年的老人在沪苏两地人员的帮助下，

顺利回到了家乡外冈镇周泾村。

76岁的范义（化名）父母早逝，除

一个过继在外的妹妹外便无依无靠。

1984年10月，他在一个夜晚选择了不

辞而别，之后去过连云港、常熟等地，

靠干苦力、捡废旧物品等为生。一年

前，他漂泊到了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

道南塘社区，靠着好心人施舍度日。

2 月 11 日晚，范义突发疾病晕倒

在地，南塘社区工作人员获悉后第一

时间拨打了 120，并和医护人员一同

将他送至医院急救。“老伯伯，您家住

哪里？”无锡警方赶来后，范义颤颤巍

巍地在纸上写下了“上海市嘉定区外

冈望新镇周泾大队”几个字。无锡警方

随即与嘉定警方取得联系。

外冈派出所收到相关信息和老人

照片后，与失踪人员信息进行了比对，

发现范义的名字确在失踪人口的名单

上。2月17日，亲属初步确认后，在两

地警方的协助下，范义顺利回到了家

乡外冈镇。但令人遗憾的是，范义 73

岁的妹妹身体欠佳尚在住院，加上他

是返沪人员，两人目前还无法相见。回

沪的范义目前由外甥女婿郁先生陪

同，一起居家健康观察 14 天。村委会

表示，将尽力协助其家属妥善安排后

续之事，让这位身世坎坷的老人安享

晚年。

通讯员 邓妙华

沪苏合力助“失踪”老人回乡

本报讯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各界爱心人士都竭尽全力筹集物

资支援抗疫一线，嘉定的企业家、普通

市民也在积极贡献力量。这些举动，温

暖了防疫一线工作人员，传递着灾难

之下的人间真情，汇聚起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磅礴力量。

“还是老灶头烧出来的菜饭好

吃！”2月22日中午，外冈镇葛隆村办

公室飘出阵阵香味，原来是村民高永

先一家为村干部送来了加餐。高永先

早年失去独子，爱人受此打击变得体

弱多病。村干部时常上门嘘寒问暖，小

到饮食起居，大到贫困救助，在方方面

面给予帮助和支持。“我早把他们当成

自己的孩子了。现在是非常时期，他们

每天都奋斗在防疫一线，我就想帮他

们烧点小菜，让他们吃得好点。”说起

村干部，高永先神情难掩慈爱。

高永先一家的善举感动着身边的

人，邻居高介康得知后，二话不说主动

加入加餐行列。他带着自家地里的菠

菜、大白菜、萝卜等新鲜蔬菜，和高永

先一起商量开出了一周的菜单。就这

样，两家人每天轮流为葛隆村的村干

部准备菜肴。“吃在嘴里，暖在心里。”

看着他们斑白的鬓发和朴实的举动，

村干部们动情地说。

“这些是我自家种的小菜，希望社

区工作人员能吃得好点，保重身体！”2

月19日，家住新成路街道嘉乐社区的

徐老伯，委托家人把近30公斤卷心菜

送到社区居委。今年77岁的徐老伯是

一名有50余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在嘉

定新城（马陆镇）那儿有块自留地，平

时种些蔬菜。当看到疫情期间社区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忙里忙外，就想给他

们送些蔬菜，改善下伙食。

无独有偶，同一天，安亭镇 30 个

社区的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也收到

了“暖心菜”。一早，龚闵村的一处蔬菜

大棚内，几位村民正在帮承包经营户

陈俊收菜。来自河南的陈俊今年 31

岁，来到龚闵村已有5年多时间。他种

的生菜、冰草因品质优良，销往上海各

大西餐厅。疫情发生后，他了解到安亭

很多社区防疫人员，每天忙得只吃方

便面，就决定把他种的蔬菜送给他们，

“我的菜没打过农药，是有机食品。”在

村民们的帮衬下，1500多公斤生菜采

摘包装完毕。随后，陈俊开车将菜送到

镇地区办，由地区办转赠给辖区30个

社区。不少社区工作人员品尝后赞不

绝口：“生菜又嫩又甜，好吃！”

2 月 18 日，位于金山区的上海市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20名医护人员，

也收到了一份甜蜜的礼物——蜂皇

浆。这是嘉定工业区越华社区退休党

员苏品成，对抗疫一线医护人员表达

的感谢和关爱。

今年 69 岁的苏品成曾在海军服

役过7年，退役后回到家乡，成了一名

专业养蜂人。疫情发生后，苏品成内心

焦急，特别是看到医护人员前赴后继、

英勇无畏地奔赴前线，深受触动。“虽

然我捐得不多，但这都是自己养的，吃

着放心。希望一线医护人员保重身体，

用更饱满的精神打赢这场战斗！”2月

17日一早，他特地开车载着20瓶蜂皇

浆来到上海市疾控中心，将其交给工

作人员，委托他们送到上海市公共卫

生临床中心的医护人员手中。其实，苏

品成给医护人员赠送蜂皇浆已不是第

一次了。2003 年“非典”时期，他也曾

给上海市卫生局捐赠过一箱蜂皇浆，

让卫生局转赠给一线的医护人员。

除了送菜、蜂皇浆外，南翔镇的企

业家还为防疫一线工作人员送去了大

米和泡面。这两天，上海祥森米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王长龙及家人忙得热火朝

天，由于疫情期间工人们都未复工，

1000公斤大米的打包运送工作，只能

由王长龙及其爱人、侄子三人完成。随

后，他们便将装着优质黑龙江大米的

袋子装车，分别送至南翔医院和南翔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疫情发生后，王长龙就一直关注

着各方消息。当他看到一线工作人员

为疫情防控奔波忙碌到只能吃泡面、

饼干时，他和爱人当即决定捐赠大米。

“我们没有防护服和口罩，但有大米

啊！我们可以让医护人员每天都吃上

香喷喷的大米饭！”王长龙说。

和他有相同想法的上海昌成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启诚，也将自掏腰

包购买的 400 箱泡面，送往辖区各居

村。他说：“一线工作人员太辛苦了。我

选了红烧牛肉、老坛酸菜、卤香牛肉等

多个口味，让大家在辛苦工作之余能

吃上口热的。” 嘉融媒综合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