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潘黎
娟）网络刷单有返利勿轻

信。疫情防控期间，本区杨

小姐在微信上看到朋友圈

中刷单赚钱的信息，于是就

通过上面的内容添加了对

方，在了解基本的操作方式

后，杨小姐刷完了第一单

100元并成功赚5元的佣金，

随后就放下了心中的警惕，

在对方的要求下开始进行

高额的刷联单，在刷了1万

元的联单后，对方不肯给予

佣金和返还资金，并要求杨

小姐继续刷单，这时杨小姐

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网络交易风险大需警

惕。本区的韩先生将其游

戏账号挂在闲鱼上进行售

卖，有人表示有需求，并与

其对方商议好价格后，对方

要求在其他的中介网站进

行交易，首次售卖账号的韩

先生并未在意，交易完成

后，韩先生发现在该服务平

台的资金不能提现，联系客

服，客服以充值出售账号相同的

资金才能解冻，银行卡卡号填写

错误修改需支付费用、征信有问

题等先后骗取9000人民币。

警方提示：刷单是一种不合

法行为，在看到刷单高额的佣金

时，应考虑一下这些简单的操作

和高额的报酬是否相符，切勿因

一时冲动，轻信他人；在进行账号

交易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网站，

不要进行私下交易或轻信他人提

供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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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们要去看望她，她早

早地就在小区门口等着我们，看

到老人我们真的有种说不出的感

觉，眼中有点湿润……”漕泾镇万

顺社会服务社负责人万辉华深有

感触地说。在疫情防控期间，她

与服务社的管理人员，对我镇的

特困独居老人、孤寡老人挨家挨

户进行了走访，了解他们在疫情

期间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并

给他们送上食品。

万辉华说的老人叫魏美芳，

有一个儿子，长期在金山区康复

医院治疗，身边没有其他亲人，一

直都是万顺社会服务社的护理员

在进行日常照料。像魏阿婆这样

的困难独居、孤寡老人在漕泾镇

有 71 名。

万顺社会服务社是一家为老

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及其他特

殊困难群体，提供多元化优质服

务的社会组织，主要承接居家养

老、长护险、“老伙伴”计划等政府

购买服务项目。今年受疫情影

响，居家养老和长护险服务暂停

了。“没有护理员的服务，这帮困

难老人怎么办？”疫情防控工作要

做好，但老人们的生活也不能不

管。思前想后，服务社决定征求

护理员意见，对这 71 名老人开展

一对一的自愿无偿服务。没想

到，护理员们纷纷响应，表示疫情

期间愿意不计报酬上门为这些老

人提供服务。

服务社考虑到上门服务人员

的安全，给每人发放了口罩、手套、

消毒液等防护用品，并细心地准备

了一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之预防

及注意事项》，让护理员每日做好

体温测量。护理员张宝红服务的

是戚老伯和沈阿婆这一对老夫妻，

戚老伯患有老年痴呆症，沈阿婆身

体也不好，女儿住在市区，疫情期

间来回不方便。洗衣服、打扫卫

生、照顾起居……张宝红每天都要

去报到。“她们早已把我当成了女

儿，不去真的不放心”。沈阿婆住

院期间，张宝红照顾好戚老伯后，

又把烧好的饭菜送到医院给沈阿

婆。老人徐志学无儿无女，瘫痪在

床已近两年，疫情期间，护理员沈

群在做好个人防护后和往常一样，

每天一早就来到老人家中，为老人

清理个人卫生，更换尿布、擦拭身

体、做压疮护理，确保老人不长褥

疮。沈阿姨说：“如果我不去，他就

没人照顾了，所以不管发生什么

事，我都要去。”

“老人们的头发都长了，要理

一下。”护理员阮士华和其他几名

护理员之前都学过这门“手艺”，

服务社专门为她们配备了专用的

理发用具和工具包，为的就是能

更好地服务老人。她们对有需求

的老人一一上门进行服务。老人

阮梅芳失去了生活能力，瘫痪在

床，平时给她挪一挪、动一动就会

“叫起来”，有点闹小孩子脾气。

那天，万辉华带着阮士华去给她

理发，“阿婆，我慢慢来，不疼的，

你头先往左边转转，这边好了，你

再往右转转，对，就这样，很好

……”没想到，阮阿婆一点也不

“闹”，全程配合，还夸阮士华做得

好。在一旁的服务人员悄悄对阮

士华说：“阿婆的床要换一张，她

一直不肯动，没想到，她听你的，

下次我叫上你，你帮我一起弄。”

阮士华满口答应下来。

除了对这些老人服务好外，

对于漕泾其他 1000 多名提供居家

养老和长护险服务的老人，服务

社的护理员们每天都会打电话联

系了解他们的情况，有特殊情况

她们随叫随到。万辉华说：“护理

员和老人之间都有了深厚的感

情，很多护理员平时都是自掏腰

包帮困难老人买这买那，老人也

早把护理员当成了自己的子女，

我们的护理员也同样如此，几天

没看到老人都会担心起他们。”

红外测温仪“上岗”，筛查不用等排队

我镇一对一做好关爱服务

为疫情下的困难老人筑起一道港湾

记者 徐锋琴

在防疫战线上勇于绽放的一朵“铿锵玫瑰”
——花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姚爱娟疫情防控二三事

疫情发生以来，镇社区服务中心根据人员出入频繁、密集的实际情况，在医院出入口投放红外温度筛查

系统，进行安全、快速、高效地体温检测。

经过技术人员连夜调试，中心门诊入口处的红外测温仪顺利“上岗”，以“科技之力”筑牢疫情防控防

线。只要从门诊大厅指定区域走过，不到1秒即可完成体温检测，医院工作人员无需接触，就可通过红外温

度筛查系统上的屏幕快速发现体温异常的患者，引导其科学规范就诊。 通讯员 徐慧婷 文/图

镇图书馆、健身房等场馆
有序恢复开放

本报讯（通讯员 顾殷霞）春暖

花开，疫情渐散。3 月 16 日，镇文

化体育服务中心各场馆有序恢复

开放。

据了解，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

实行限额预约，每个场馆每天上、

下午两场都有人数限定。此外，

图书馆现在仅提供归还和外借服

务（少儿图书还、借暂不开放，阅

览暂缓，办卡、退卡业务暂缓），外

借图书逾期费用全部免费，健身

房开放提供各类健身器材锻炼服

务，台球室、乒乓室仅限单打。

同时，进入文体中心的人员需

要进行体温测量，戴好口罩，携带

身份证、随申码（进入图书馆请带

好读者证）等证件。为方便入场，

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建

议大家提前在家完成随申办的登

录认证。

记者 张丹萍 通讯员 姚正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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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钱青）3
月 18 日，漕泾小学道德与法

治学科组长王秋艳在金山区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专场

活动中，为学生上了一节生

动的道德与法治课程。据了

解，当天的课程是金山中小

学战“疫”思政课堂在线教学

观摩研讨活动的一部分。王

秋艳以“疫情突如其来”为

题，进行了课堂教学展示。

课堂以学防疫知识、讲

抗疫故事、悟战疫精神为主

要内容，给学生普及防疫知

识，渗透公民素养教育，诠释

国家力量、人民真情和大爱

担当，充分体现了思想政治

教育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

势而新的特点。

清明祭扫公告

“姚书记，我们的温度计好像

不能用了，你帮我们来看看吧。”收

到志愿者发来的短信后，花园居民

区党总支部书记姚爱娟刚从外面

巡查回来还没坐下，马上就去查看

情况。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作为花园居民区党总支部书记的

她，身先士卒，带领居委会班子成

员、居民区党小组长以及楼组长日

夜奋战在抗疫一线。

2 月 5 日一早，有居民反映在

“致富路”新来一名外地返沪人员，

在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关键时期，此事不可马虎，不可漏

掉一个。姚爱娟马上穿上防护衣、

戴上口罩，根据居民提供的线索直

奔“致富路”停车场，查找这名来沪

人员的车辆牌照，姚爱娟找遍停车

场上的车辆，都没见那辆车，她紧接

着扩大寻车区域，最终在“致富路”

南段找到这辆车，按照责任划分不

属于花园区域，但姚爱娟还是“一追

到底”，直到弄清楚这名来沪人员信

息和情况，确定这名人员安全后一

颗紧绷的心才放了下来。

“要像‘炒冷饭’一样，重复上

门排摸，确保不漏一户。”姚爱娟表

示，疫情防控一定要一杆子抓到

底。她根据区域的地理位置，对五

名班子成员作了分工，分别落实到

居民区各个行政组，对辖区居民小

区、沿街商铺挨家挨户宣传排摸，

确保随时掌握返沪人员健康信

息。她把最艰巨的任务留给了自

己，姚爱娟负责的是老房子和弄堂

较多的两个片区，有些弄堂甚至小

到连一把伞都不能撑开，她每天几

乎都在这样狭窄的弄堂里走上很

多遍。“有时候累的脚都不知道放

哪里好，只要能联系到返沪人员，

我的心里就很踏实。”姚爱娟说道。

花园居民区共有317家商铺，为

了保证及时发现新冠肺炎病例，姚爱

娟建立了商铺零报告微信群，商户每

天的身体状况都会在群里汇报，同时

为了解决年龄

较大的商户不

会用通讯软件

的问题，她制定

了《花园居委会

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发热筛查

情况报告表》，

每天安排巡逻

的志愿者上门

收取，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从疫情开始至今，她没有丝毫

懈怠，频繁穿梭在街道路面、楼栋

住户、防控卡点，辖区处处有她忙

碌的身影，如一朵“铿锵玫瑰”般，

在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绽放。

图为姚爱娟上门宣传

漕泾的村（居）民朋友们：

当前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战役关键时期，我们倡导市民

群众待疫情结束后再赴公墓或公

益性埋葬地进行现场祭扫。此次

清明时节，采取“云祭扫”和“预约

祭扫”的方式！

“微漕泾”开通了清明节网上

祭扫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寄语、

献花、点烛等网上祭奠服务。

云祭扫方式：

1.关注“微漕泾”公众号

2.点击菜单栏，进入“清明祭

扫”进行云祭扫。

预约祭扫：

目前，我镇公益性埋葬地有

阮巷和蒋庄两大墓地，实行按日

分时段预约祭扫，控制祭扫和落

葬人数，限时、限流、限量，避免人

流拥堵集聚。请需要扫墓的村

（居）民到居住地村（居）进行上门

或电话预约办理祭扫和落葬事

宜，居住地不在漕泾或者户口已

经迁出漕泾的村居民可到原户籍

地村（居）进行预约。预约成功将

发放预约卡，如预约时段内预约

数已满额，须重新协商另行约定

时间，按指定时间前往墓地祭扫。

联系方式：

阮巷墓地 13818651197
蒋庄墓地 13764299879

漕泾镇社会事业发展和

社区管理办公室

2020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