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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报记者王嘉露摄影王陆杰

记者直击浦东营前村解封时刻

第一场“仗”打赢了！

距离 11 月 23 日 18 时提
前解封还有半小时， 浦东祝桥
镇营前村的隔离栏前已经聚集

了近 300 个村民。 他们在经过
14 天隔离期后，正等待着走出
村子的那一刻。

11 月 9 日，上海确诊 1 例
新冠肺炎病例， 浦东新区祝桥
镇营前村被列为中风险地区。

截至 11 月 23 日， 营前村
连续 14 天内无新增本地确诊
病例。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有关要求， 经上海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研究决定， 将营前村
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

区。

一瞬间
人流如潮水般涌出

随着隔离栏缓缓打开 ，人
流如潮水般涌出。 有些人隔着
口罩作出深呼吸的样子， 嘴里
念叨着“哦哟总算解放了！ ”“太
好了！ ”“外面的世界真美好！ ”

此时，正是 18 点整。 记者
站在营前村的人流中， 目睹第
一批两三百个村民走出村口 。
他们有的是一个人，有的结伴，
紧随他们之后的是一大波车

流， 这些私家车里载满了一家
人， 缓缓开出去准备 “放风 ”
……

这一刻，营前村解封了！
“我是 11 月 10 号凌晨下

班回来睡了一觉， 等起来要去
买菜的时候发现， 我们营前村
封村了， 就听到说这里有确诊
病例。” 赶着第一批出村的史
召梅满眼笑盈盈地告诉记者 ，
在这 14 天隔离期间 ， 村里干
部都对他们关照地特别好， 每
天给村民送吃的、 用的， 村民
们也配合得很好。

“这段时间主要就在家刷
刷抖音， 关注我们这里和浦东
机场的防疫情况， 或者带好口
罩， 出门在村里溜达溜达， 尽

量配合政府做到在家待着少出

门。” 史召梅告诉记者 ， 隔离
的这两周她都感到非常放心 ，
相信政府能帮助他们度过这段

日子。 “政府送来的吃的喝的
种类特别多， 每天还给我们荤
素搭配 ， 发的猪肉吃都吃不
掉， 最后只能腌咸肉。 除了不
能出村， 其他生活基本照旧。 ”

在听到晚上六点就能解封

的消息后， 史召梅第一时间就
跑出来了。 “一方面肯定是想第
一时间感受下外面的世界 ，告
诉人们，这一场‘仗’我们打赢
了！另一方面，我已经两个礼拜
没上班了，得赶紧去报到。 ”原
来， 史召梅是营前村隔壁普洛
斯物流公司的大货司机， 这会
儿赶着去公司报到， 明天起要
正常上班了。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 《劳动
观察》首发营前村解封报道后，
同样家住营前村的浦东新区人

民医院一位医生的女儿冲着妈

妈大声说：“好懊恼啊， 蛮好早
点做完作业， 我第一个冲出去
接受采访！ ”

差一天搬家
儿子被“困”营前村

其实，早在下午五时左右，
陈阿姨就已经等候在了营前村

的村口。 “我儿子就租住在这个
村，他说今晚可能就会解封，我
就马上从武汉赶来， 要帮他搬
家呢。 ”

原来， 就在营前村被封前
一天， 陈阿姨的儿子就已经看
好新房子准备第二天搬家 ，没
想到就在这一晚， 情况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觉起来发
现封村了， 搬家计划只能推迟
两周。 ”陈阿姨有些无奈地告诉
记者，其实就在今年年初，她儿
子回武汉过年的第三天， 武汉
实施了“封城”，这次是他第二
次被“困”了。

同样被困的还有一对货车

司机夫妇，就在封村前两小时，
夫妻两人前来村内卸货， 万万
没想到， 这一趟差事花了整整
两周时间。

“这两周时间，我们损失了
近 3 万元，不过终于能出来了，
总是好的！ ” 在村干部的帮助
下， 夫妻二人在货车上安然度
过了这两周隔离期。 “他们给我
们送吃的、喝的、用的，都很及
时，非常感谢！ ”

进村仍需持
七天内有效核酸报告

营前村能安稳度过这 14
天的隔离时期， 其中不乏村民
志愿者的默默付出。

“每天我们都会按时定点
送物资， 尽力做好村民的心理
疏导。 ”村民志愿者朱军民告诉
记者，就在隔离期间，村内一名
孕妇突发早产 ， 她马上联系
120 将其送到川沙医院， 然而
家中还有一个 12 岁的女儿无

人照护， 朱军民表示让夫妻俩
放心去，志愿者们会照顾好的。
“一日三餐我们都会送上门，每
天晚上还会上门查看， 孩子本
来就很懂事，一切都顺利，就等
着夫妻俩回来。 ”朱军民表示，
隔离期间， 村民们的心态都很
平稳，大家都很服从分配，对他
们的工作非常理解。

23 日晚的解封 ， 也让营
前村村民委员会党总支书记

马 杰 始 终 悬 着 的 心 缓 缓 落

下 。 目 前 ， 营 前 村 内 2987
人三次核酸检测全为阴性 ，
连续 14 天内无新增本地确
诊病例 。 “虽然村子已经解
封 ， 但并不代表着可以随意
出入 ， 目前营前村的村民出
入必须持有写有姓名与身份

证号的出入证和身份证两样

证件 ，外人进入营前村 ，需要
拿着七天内有效核酸检测报

告和身份证才能进村 。 ”他告
诉记者 。

本报讯 来自上海市卫健

部门最新消息 ，11 月 22 日晚
浦东机场对 17719 名相关人员
开展核酸检测 ，17718 人结果
阴性，1 人结果阳性。

章某，男，36 岁，系位于浦

东机场西区货运站的联邦快递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工
作人员。 昨天下午，经市、区疾
控中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结
果为阳性。经市级专家会诊，结
合临床、 影像学表现和实验室

核酸检测结果， 被诊断为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经对章某 14 天内活动轨
迹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曾去
过祝桥镇航城七路 450 弄小
区、好客堡大食堂机场店、施镇

路红烧牛肉面羊肉汤店、 全家
便利店施新路店等场所。 上述
相关场所均已落实终末消毒。

目前， 已初步排查到该病
例密切接触者 17 人，正在落实
集中隔离和采样检测。

市、区相关部门立即行动，
已组成联合流调专家队伍 ，全
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进一步
追踪排查相关人员， 对相关人
员和环境采取相应的防疫措

施。 ■ 黄兴

17718人核酸检测阴性 发现1例确诊病例

浦东机场17719名相关人员完成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