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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风险地区 28天内“清零”

社工和志愿者：诠释“抗疫没有局外人”
结婚 30 余年， 马杰头一

次给妻子孙丽华送花，
是在 2020 年 12 月 8 日， 航城七
路 450 弄小区解封的时候。

马杰是浦东新区祝桥镇营
前村党总支书记，家住航城七路
450 弄小区。 11 月 23 日晚，收到
自家小区当晚要封闭的消息时，
他正忙着张罗营前村 11 月 24
日 0 时解封的各种事宜。 等他再
次回家，已是 28 天之后。

他不在家的日子 ，恰是上海
营前村被列为中风险地区，之后
浦东数个小区升级为中风险地
区，又全部“清零”的全过程。

回不了家的日子 ，马杰时不
时 “人肉快递 ”些小菜到小区门
口。 隔着栅栏，他看着小区从起
初的忙乱， 迅速变得有条不紊 。
再想想自己在营前村封闭的日
子 ，马杰说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
直观地让他感到 ，“抗疫没有局
外人”。

一天之内
志愿者从 12 人到 65 人

11 月 23 日晚，航城七路 450
弄小区实施封闭管理。

小区刚封闭时，最紧急的事
是搭建核酸检测的临时场地。 那
会儿，居委会工作人员加上志愿
者，总共只有七八人。 尽管明年
10 月就退休了，但社区所属邓镇
二居党支部书记顾强明义无反
顾冲在了最前面。

搭大棚时，七手八脚，谁也没
留意，顾强明被脚手架砸到了脚。
第二天休息时， 他悄悄脱鞋看了
眼：脚趾被砸出了个大脓包，钻心
疼。晚上疼得睡不着，他索性狠狠
心挑破脓包，才勉强入睡。

人手不够，封闭当晚，居委
会开始征集志愿者。 一天之内，
志愿者群从 12 人增长到 65 人
……到解封当天，志愿者群已经

多达 77 人。
人生头一次穿上隔离服，“80

后”傅锋走上了志愿者岗位。召集
居民做核酸检测，帮居民送快递，
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量体温，
就成了傅锋这些天的日常。

印象最深的， 是封闭第二
天，下大雨，傅锋和其他三名志
愿者来来回回帮居民拿快递，送
菜，送米。 虽然都穿着雨衣，但来
来回回地搬运， 衣服硬是淋湿
了， 加上持续运动后身体出汗，
每个人的衣服都几乎从内湿到
外。 那一天，居然每个人都换了
两三趟衣服。

他是“神助攻”
机场防疫经验小区“开花”

小区封闭之初，顾强明就拨
通了马佳平的电话，问他要不要
回来“帮忙”。

“85 后”马佳平，是上海市公
安局国际机场分局浦东机场候
机楼派出所警长， 也是小区业
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他
一直在机场一线抗疫， 不管流
调，还是组织核酸检测，应付各

类人群，都积累了丰富经验。
放下电话， 马佳平第一时间

赶回小区。 后来发生的事情一次
次证明，顾强明找来了“神助攻”。

回小区的第一天最忙乱：做
核酸检测，配合“流调”，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忙了个通宵。 第二
天，马佳平找到顾强明说，这样
的核酸检测流程不行；一个个登
记，人员聚集，消耗大量时间不
说，还增加接触风险。

接下来几天，一级级协商与
协调， 机场核酸检测的流程被
“复制”到了小区。

小区每个居民手机登录“上
海健康云”后，生成一个带有自己
基本信息的二维码， 等到后面两
次核酸检测，居民出示二维码，采
样人员只要扫描二维码， 能自动
打印专属条形码，贴在试管上。

第二次核酸检测时，马佳平
观察发现，虽然扫二维码大大节
省了时间，但是居民差不多同一
时间来排队， 接触风险仍然大。
之后， 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部
署，87 个门洞， 由楼组长等组成
的志愿者团队，依次带队居民下
楼检测。

马佳平说，核酸检测期间的
大量工作，都是小区按照上级疫
情防控指挥部部署，不眠不休商
讨出来的。 等到第三次核酸检
测，流程全部厘清，仅用了一个
多小时，小区 2000 余名居民全部
抽样完毕。

不仅是流程， 封闭期间，马
佳平的“神助攻”，往往在不经意
间展现。

刚开始封闭时，有在机场工
作的居民拒绝核酸检测，原因是
前一天刚刚检测过。 这时候马佳
平亮出身份：“您看，我是机场民
警， 几小时前刚做过核酸检测，
但我还是第一时间再次接受检
测。 您上次做好检测之后可能接
触了风险环境，实际上还是有再
次检测的必要。 ”这段话让居民
感同身受，欣然配合检测。

而小朋友面对核酸检测难免
紧张。这时候，马佳平就会蹲下来
告诉小朋友：“阿姨只是想看看你
的牙齿有没有蛀牙，啊，张开嘴巴
看看，牙齿长得好不好……”

“其实这些都是在机场一线
碰到过的情况，我这就是一线经
验的‘复制’。 ”马佳平笑着说道。

她笑对地铺泛潮
但一提儿子就哽噎

马佳平的二维码注册核酸
检测法对年轻人虽然简单，但对
于上了年纪的老人而言，却有点
像“天书”———因为不懂。

“90 后” 邓仁嘉清楚地知
道，在金湾佳园小区，这样的老
人有 500 余人。这是她和志愿者
们挨家挨户上门排摸的结果。为
了帮助老人顺利检测，他们手把
手帮老人登录，输入信息，一张
张生成二维码，再打印出来送到
老人家。 等到检测的时候，老人
只需要出示打印版的二维码就
能采样。

邓仁嘉并不住金湾佳园小
区，但是她是居委会社工，负责
家门口服务。 11 月 23 日晚上封
闭之前，她就已经进入“疯狂”的
忙碌状态。 第一天通宵未睡，后
面几天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封闭期间，没有住所，邓仁嘉
和几位工作人员便打地铺。 每天
基本上一沾“床”就睡着。几天后，
保洁阿姨整理房间时发现， 铺在
地上的垫子有点薄， 加上头几天
下雨，垫子“返潮”。 这之后，社区
迅速加厚地垫。 不过， 对于打地
铺，邓仁嘉丝毫不觉得这是个事。

但再坚强的人也有软肋，隔
离的第三天，邓仁嘉四岁的儿子
打来视频电话，邓仁嘉突然泣不
成声。 后来大家才知道，那一天，
是邓仁嘉儿子的生日，小朋友不
明白妈妈为什么不回家，在电话
里嚎啕大哭，儿子一哭，邓仁嘉
绷着的弦瞬间也断了。“唯一不
能提的是我儿子，我很想他。 ”才
说了一句，邓仁嘉就已哽噎。

12 月 8 日凌晨， 小区解封，
孙丽华终于等到了丈夫马杰。

马杰的妻儿、 父母以及弟弟
一家都住在同一小区， 小区封闭
期间， 照顾父母的担子落在了孙
丽华肩上。28天后，孙丽华从马杰
手上接过红艳艳的玫瑰花。 对于
这些天的“突发”，孙丽华觉得没
啥，“在小区里，一点都不紧张”。

因为做警察的原因，马佳平
格外留意有没有恶性事件发生。
让他倍感安慰的是，封闭 14 天，
小区两千余人，没有一起恶性事
件发生。“两千多人团结成 1 个
人，我们终于熬过来了，真的很
感动。 ”马佳平感叹。

“也有朋友问，做志愿者，你
这么卖力图什么。 其实真的不图
什么，小区也是家，趁着年轻多
做一些，小区解封了，中风险地
区清零了，就是最好的回报。 ”傅
锋说道。 （据澎湃新闻）

武大校友抗疫期间向武汉捐款捐物超 12 亿
占受捐总额 1/4

11月 28日，在 127周年校庆
的前夕，武汉大学用一场热烈的仪
式对在抗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战疫中功勋卓著的校友集体、校友
个人进行表彰，200多位校友代表
和 3000多名学生参加表彰会。

大会设置了“武汉大学校友
抗疫先进集体”“武汉大学校友
抗疫杰出贡献奖” 等多个奖项，
表彰了 300 多位校友及近 200 家
企业、组织或团体。 其中，童朝
晖、陈东升、张继先等 13 名校友
获“抗疫杰出贡献奖”。

据介绍，疫情期间，在武汉、
湖北最艰难的时刻， 武汉大学校
友、 社会爱心人士倾力相助捐钱
捐物。 武大校友捐赠人数超过 40
万人次， 向武汉市累计捐款捐物
超 12亿元，占武汉市接受捐赠总

额的四分之一。 5000多名校友参
与在全球的医疗物资采购、运输、
调配，共捐赠了一千万只口罩、80
万件防护服、50 万双手套、20 万
组护目镜等紧缺医疗物资。 在抗
疫关键时刻有效缓解了武汉医疗
救助物资的紧张局面。 除了武汉
大学及其附属医院， 武大校友还
支援和捐助了湖北省 69 个地市
州县的 600 多家医疗机构和公共
服务机构。

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表示，
在抗疫中，武大校友交出了一份
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一流的城市
孕育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大学成
就一流的城市。“武汉大学始终
与武汉休戚与共、 携手前行，面
向未来，武汉梦与武大梦目标一
致、相互融通，武大将把自身发

展主动融入复兴大武汉的战略
格局中，携手海内外武大校友主
动服务武汉战略需求，为武汉高
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武汉大学杰出校友、 卓尔控
股董事长阎志发表演讲。他表示，
社会永远需要热血， 永远需要英
雄。这次疫情抗击中，一线工作人
员不计生死， 捍卫生命、 捍卫城
市，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据悉，疫
情期间，卓尔集团先后用 11 架包
机将急缺的医疗物资运回武汉，
并发动员工分批捐送到湖北的
556家医疗机构，设立了七家应急
医院，搭建起三座救命方舱。

“听了师哥师姐们的战疫故
事，我非常感动，为自己是武大学
子而感到自豪。 ”土木工程系大三
学生陈永奇说， 今后无论做什么

职业，也要像这些杰出校友一样，
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工商管理专
业大二学生蔡依依表示， 自己要
加倍努力学习， 不断提升个人能
力，未来也和校友们一样，为学校
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颁奖仪式之后，武汉大学第

七届校友珞珈论坛正式拉开大
幕。 陈东升、俞敏洪、张波等知名
企业家，童朝晖、王行环等抗疫
中冲锋一线的专家学者与现场
师生、校友代表等分别分享了抗
疫感想及后疫情时代的思考。

（据微信公众号“武汉发布”）

马佳平在小区服务

童朝晖、陈东升、张继先等 13 名校友获“抗疫杰出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