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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封闭式管理，居民
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无论放

到什么时候都不过时。从两天前开
始，明天华城小区的上千户住户就
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这群围着小区
“打转”的好邻居所发挥的重要作
用。
根据相关防疫举措，这个小区

从一期到三期都被列入采取 24 小
时封闭式管理。11 月 22 日，记者在
实地走访这个小区时发现，在特殊
时期，从附近的超市老板，到把收发
件临时点搬到门口的快递员，这些
即便不是门对门、墙靠墙的“非常规
邻居”，也在关键时刻帮上了大忙。

■劳动报首席记者 包璐影 摄影 王陆杰

“一袋米还有一袋糖，晓得了，一会儿我让
人给你送过去，你到三期门口等着。 ”看见李建
辉时，他正猫着腰坐在一张不到小腿高的凳子
上，一手拿着笔，一手举着手机对着嘴回微信。

40 岁不到的李建辉是个小老板， 他有一
家小超市开在明天华城小区一期正门的边上，
就应景地取了个 “华城超市” 的名字。

“在这儿干了五六年了， 和这个小区一起
兴起来的。” 说起几乎几步之外的 “中风险地
区”， 李建辉非常平淡， 完全没有所谓的紧张
和担忧， 更多的反而是一种忙碌。

他的忙全都来自于这次小区临时实施的

24 小时封闭式管理。 因为发现了新冠新发病
例， 小区里上千户住户都待在了家中， 各种
物资需求 “扑面而来”。 用李建辉的话来说，
每天眼睛一睁开， 手机微信里就开始响个不
停， 从早上 5 点一直要忙到晚上 10 点。

原来， 李建辉的小超市除了出售各种零
食、 米面等日用品之外， 平时还会经营一些
瓜果蔬菜和鸡蛋。 这次的突发情况让不少邻
居都增加了采购需求， 订单纷至沓来。

“就昨天一天， 我就送了 200 单， 微信好
友一下子多了几百个。” 李建辉一边和记者说
着， 一边还在不停翻阅各种住户发来的购买
清单：

土豆、 青椒、 茄子、 菠菜、 红薯……麻
烦帮我送这些东西， 谢谢！

一袋米、 一斤鸡蛋， 大概多久可以送过
来， 我在大门口等着。

五花肉一斤半， 肥肉少一些， 再加一瓶
酱油。

这些都是居民们发来的， 李建辉都仔细
地把这些微信文字记在纸上， 然后第一时间

配货 ， 安排人手送过去 。 为了能及时送货 ，
李建辉还找来了自己的小舅子和一个朋友帮

忙 ， 电瓶车也从原来的 1 辆增加到了 4 辆 ，
大家轮番送。

需求量大了，又要送货上门，菜价是不是
适当可以涨一些呢？ 当记者问出这个问题时，
李建辉立马摇摇手说：“都是那么多年的老邻
居了，这时候不能涨价。”青菜依然和之前一样
8 毛一斤，芹菜 5 元两把，鸡蛋 4 元一斤……

“我这小店， 东西虽然不算太多， 但能帮
着他们应个急， 等回头大家进出自由了， 再
来店里定定心心地挑。” “好邻居” 李建辉的
话很是实在。

“好邻居”李建辉 |华城超市老板：

微信好友一下子多了几百个
他们要啥我就给送去

在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后，居民们
除了需要日常饮食的配送外，在快递的
送件和取件上也增量不少。 于是，在明
天华城小区门口，一个临时的快递收取
站就搭建了起来。

一顶红色的帐篷在上街沿支着，很
是惹眼，棚下整齐地摆放着等待主人前
来领取的快递物品。 顺丰快递临时站
点负责人曹峰告诉记者，因为担心下雨
会把快递纸盒淋湿， 所以特地搭了个
棚。 考虑到居民需求量较大，手下的工
作人员也从一人增加到了两人。

“这个临时站点是从昨天一早上搭
起来的，就是为了能够方
便居民们取送件。 ”曹峰
说，因为小区实施了临时
封闭管理，居民们无论是
送件还是取件都无法自

行外出办理 ，于是 ，他们
就将站点迁移到了小区

门口，所有距离都只限于
一条马路的宽度。 每天，
小区仅顺丰的配送量就

达到了 200 单。
中午时分，一位年轻

的男士拿着一封类似文

件形状的快递来到了小

区三期的门口 ， 隔着栏
杆，他朝马路对面的快递
员喊了起来：“麻烦，我要
寄一下快递。 ”

顺丰快递小哥冯强

左右观察了一下，在确认

没有车辆通行后，迅速地跑到了马路对
面，伸手接过了从栏杆上方递来的快递
件。 这样，一次隔空投递就完成了。

不过，记者发现，出于安全考虑，无
论是取件还是送件，快递员都会取出随
身携带的消毒水进行喷洒。曹峰告诉记
者，即便如此，这些快递被统一送往公
司后还会进行二次消杀，进一步确保运
送安全。

这几天，上海气温骤降，加上下雨，
天气冷了许多，而包括曹峰、冯强等在
内的快递员大部分时间都需要站在室

外等候。 记者了解到，为了能减少小区
内部居民的等候时间，快递员“待命”的
时间基本从早上 7 点持续至晚上 7 点，
而收件、 取件基本在 1 分钟内就能完
成。

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多小时里，来来
回回有好多不同公司的快递员、外卖员
前来，有位达达快递的小哥一下子送了
四五包的东西，包括零食和蔬果。“太多
了，记不清了，这一上午大概快四五十
单了。 ”小哥一边说一边忙着把空箱子
绑在后座。只见他调整了一下脸上叠戴
着的两只口罩，一个转身又坐上电动车
消失在了马路的尽头。

或许，暂时的封闭式管理会给小区
居民的生活带来些许不便，但因为有了
这群贴心的“好邻居”，这些小麻烦都有
了解决的办法。 感谢这群围着小区“转
圈”的普通人，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微薄
之力为申城筑起一道看不见的 “护城
墙”。

“好邻居”曹峰 |顺丰快递临时站点负责人：

11 月 21 日晚间，浦东祝桥镇新
生小区被列入了新一批的中风险地

区。一夜过后，居民们的生活如何？相
应防控举措又进展到了哪一阶段呢？
11 月 22 日上午，记者实地来到小区
附近进行探访。 记者发现，相比此前
上海第一例散发症状人员，现在的居
民们坦然了许多，从容了不少，听到
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没事的，我们
不怕。

上午 10 时， 记者驱车赶到了祝
桥镇新生小区，若不是一根红白相间
的“安全”隔离栏横在路口，这里几乎
很难从肉眼去判断其为 “中风险地
区”。

出于安全考虑，三四名保安驻守
在了距离小区正门 200 米远的地方，
他们不断提醒着前来的快递人员和

一些现场物资运送人员，“助动车停
在旁边，走进去，把东西放在值班室，
人不要进小区”。记者发现，这些嘱咐
时不时地从保安人员的口中耐心地

重复着。
很快，一辆卡车将一节集装箱类

型的简易房屋运送到了距离小区最

近的值班室旁。 据悉，这些将作为近
期安保人员休息的临时场所。

与此同时，记者也看到，不少身
穿橙色志愿者马甲的工作人员也在

小区门口配合防控的专业人员展开

相应的检查。
作为外来人员，记者无法进入小

区， 但在半个多小时的观察中却发
现， 不少外卖员都载着各种物品前
来，其中，有一单外卖送上的是 3 杯
热腾腾的咖啡。

“您好， 您是住在新建路的顾客
是吗？您的咖啡到了。”外卖小哥一边
打电话通知，一边将 3 杯装着咖啡的
纸袋子从车龙头上取了下来。 电话
里，点单的居民回应道：“好的，你就
放楼下保安室吧 ， 我们自己下来
取 。 ”

原来，这一单正是来自新生小区
的一位居民。 一夜之间，小区的风险
等级提升了，却并没有影响居民们的
正常生活，所有一切都在一如既往地
向前。

提着 3 杯咖啡，外卖小哥也没有
快速奔跑， 而是稳稳地踱步向前，怕
咖啡洒了出来。记者看着他的背影缓
缓走近值班室，而后又镇定地走了出
来。

5 楼小区的封闭的阳台上，白头
发的奶奶倚着窗户，正在用双手给自
己的头部做保健操。 3 楼的妈妈则将
孩子抱在怀里，从微微打开的阳台窗
户向外张望。

或许，在这段时间内出行将受到
些许影响，但居民们脸上的表情依旧
平和。 生活还在继续。 一墙之隔的邻
居们在自家的院子里浇着花，当被问
及是否担心时，一位爷爷静静地回答
说：“没事的，我们不怕。 ”

点上三杯咖啡唤醒周末的早晨
中风险小区居民生活一如既往

这两天，上海发布 5 例新冠肺炎确诊本
土病例后，网上一直在流传一个段子：

我心态特别稳，其他人可能觉得浦东是
中风险， 浦东人民觉得周浦才是中风险，周
浦人民觉得明天华城小区才是中风险，明天
华城居民觉得小区三期才是中风险，其他不
是。

上海人何以能做到“心态特别稳”？
这两天发生的事、上海官方连夜发布的

一些数据，回答了这个问题。

上海的稳
有着强大的核酸检测能力托底

11 月 20 日晚上 22 点 47 分，上海对外
发布消息： 新增 2 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

几乎与此同时， 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
有居住在确诊病例同一小区的市民发布视

频显示，当晚 10 点，核酸检测人员已经抵达
涉事的明天华城，在小区空地上用最快的速
度摆出摊位，开始工作。

那真是一个不眠不休的夜晚。很多上海
人可能在当时已进入梦乡，浑然不知发生在
浦东周浦的这件大事。

等到第二天上午 8 点醒来时，明天华城
小区 6000 多人的全员检测任务已经全部结
束！

连夜检测后，天亮就开发布会。
11 月 21 日上午 9 点，上海市防控新冠

疫情发布会在浦东疾控中心准时开始。坐在
发布台上的卫健委领导、浦东新区官员和张
文宏都是一张“隔夜面孔”。主持人告诉台下
记者，他们是通宵奋战了整整一夜后，转身
来参加发布会的。

事实上，在这一天里，接受核酸检测的
人并非仅仅明天华城居民。和两例确诊病人
相关的 15416 人全部接受了检测。这个庞大
的检测量的完成时间， 是 21 日晚 22 时，也
就是在确诊病人之后的 24 个小时里。 也就
是在当晚 11 点 48 分，确诊病例数又更新增
加了一例。

社交平台上，上海的核酸检测能力让很
多网民惊叹一个字：牛！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自曝“家底”：
上海有 125 个核酸检测机构，最大日检测能
力可实现单管单人次 62.1 万份！

而更牛的是，就在 15416 人完成检测的
档口，上海又启动了第二轮检测，对于需要
在 24 小时后第二次检测的对象，21 日深夜
又开展了再次采样。

上海的稳
是他们和病毒赛跑拼出来的速度

从 20 日深夜起的 34 个小时，不只是核
酸检测人员在争分夺秒。

上海市疾控中心和浦东新区疾控的流

调队，打着汽车夜光灯奔波在调查的路上。
市疾控的追踪办， 打出了数不清的电

话，找到了一个个密切接触者。

全市各个区的疾控工作人员也在忙着

打电话，他们在找这些密接人员的密切接触
者。

疾控实验室的灯火整夜没有熄灭过片

刻，涉事环境采样、环境中食品也要采样。
这是一场全民与病毒的较量，防疫部队

必须要跑在病毒前面。正如“疾控女侠”吴凡
所说，“快、准、全”是上海的法宝，其核心关
键是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速度和质量，
这也是最大限度缩小影响范围、减少检测人
群规模、稳定社会情绪、保障社会经济平稳
运行的关键。

这个速度有多快呢？截至 11 月 21 日晚
上 10 时，仅用了 24 个小时，已经在茫茫人
海中找到了 91 名密切接触者 、213 名密接
的密接。

还有上海的社区、医疗机构，也奔跑出
了加速度。

就在确诊病例后 10 个小时， 病例女儿
就读的学校已经落实好了隔离、检测、消杀
等相关措施，全部改为线上教学。 据女儿班
主任说，其是早上 5 点多开始给学生家长逐
个发信息，通知他们来集中检测的。

被紧急封闭的明天华城，用最快的速度
建起了快递物流接受机制，保障小区居民能
补充到足够的蔬菜肉类。

两家分别发现确诊病例的医院，在此番
“大考”中“拼上了命”。

发现男性确诊病例的周浦医院 ，20 日
深夜紧急对医院环境进行消毒处置后 ，21
日一早准时打开门诊大门。由于看到确诊消
息后临时冒出了大量自愿做核酸检测的市

民，他们的医护人员在检测点手脚不停坚持
工作了 11 个小时不能歇口气。从 21 日晚开
始，志愿报名支援一线的医护人员不停地在
医院群里冒泡。 在风雨交加的露天环境中，
这又将是战斗的一天。

发现女性确诊病例的浦东医院，尽管紧
急关闭了门急诊，但是院内仍有大量住院病
人需要治疗护理。一边是医护人员自己也需
要测核酸、隔离，另一边还要维持正常的住
院医疗需求， 有的医护人员 30 多个小时没
有合眼，还有来自其他医院的医护人员赶来
支援。

上海的稳，是第一时间公开信息、始终
保持高度警醒警觉、突出重点精准防控等等
共同努力的结果。

新闻发布会 ，马上开 ；官方信息 ，随时
发；调查进展，立时更新。

上海的入城口 、落脚点 、流动中 、就业
岗、学校门、监测哨，从今年 1 月疫情以来始
终保持紧张而有序的运转。

上海的稳
是所有人同舟共济、共同守护

一座伟大的城市，在于所有的伟大已是
日常。

上海，加油！

■劳动报记者 李蓓

连续新增 5例确诊病例后
上海人却说“我心态特别稳”……

记者探访浦东明天华城小区

有我们在门口
他们取件送件就能方便点

生活如何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