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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顾春华

夫妻同为医务人员，原本就没
有假期，常常是“君在门诊，我在病
房”。今年的春节更是特殊，对于他
们，便是“日日思君不见君、共抗疫
情第一线”，他们就是青村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夏雪峰和顾红梅，同
事们眼中的一对模范夫妻。

夏雪峰，中心后勤科科长，又是
预防保健科消毒条线负责人，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疫情就是冲锋令，
他毫不犹豫地冲到了防疫第一线。
在重点场所消毒队伍中有他，在防
控一线提供各项防控物资的是他，
在奔向各大卖场不辞辛劳、不顾风
险采购后勤保障物资的又是他……
大年初二一大早，中心接到紧急任
务，青村镇青港园区内一口罩厂因
出入人数众多，危险系数增加需紧
急消毒。接到任务，他二话没说，
换好雨靴、扛起设备就立刻出发。
口罩厂面积大、厂房多，几十个车

间消毒喷洒下来，汗水早已挂满他
的额头，双手酸得更是提也提不起
来。熟悉他的同事都知道，他患有
慢性腰肌劳损，不能长时间站立，
而他硬是几个小时坚持了下来。完
成任务那时，我们分明看到，他的
脊背变得更加挺拔，笑容更加灿
烂，胸前那枚党徽变得更加明亮。
紧急组建来沪人员健康筛查队伍
时，领导考虑他们夫妻两个都在一
线工作没有安排他参加，他却急
了，马上找到书记说，“别忘了，
还有我！”

顾红梅，综合病区护士长，入党
积极分子。一向充满爱心的她，看
着疫情，急在心里。综合病区常有
患者家属前来探望，她想到这是个
危险因素，必须尽快阻断，立马深
入病房挨个通知让家属尽可能减少
探望，并发出告知单，生怕有“漏
网之鱼”，她不顾寒风刺骨，带着
体温计站在病房住院处门口给每一
位前来探望的家属测体温，做健康

宣教。也有家属不理解，嫌她烦，更
有人不愿配合，但是为了整个病区
的安全，她还是不厌其烦，耐心解
释，一遍又一遍地劝说，渐渐地，
没有人再质疑了，渐渐地，大家都
主动配合了。看到她冻得通红的双
手，更有大妈硬要把热水袋塞到她
手里，她笑着摆摆手，心里却甜滋
滋的。组建来沪人员健康筛查队伍
时，她又第一个报名，领导说：“你们
家中两个孩子，一个高二，正是关键
时刻，一个小学，还需要有人照顾，
夫妻两人只能去一个”，她又说：“反
正孩子正放假，让她们住到爷爷奶
奶家去，让我参加，让我出一份力！”
看着她恳切而坚定的目光，大家眼
睛湿润了……

夫妇俩动情地说，国是我的国，
家是我的家，我爱我的家，但我更爱
我的国……只有舍小家，为大家，我
们的家园才会更美好！有无数个我
们无怨无悔地付出，这场疫情防控
战役就一定赢！

本报讯 （记者 孙 燕） 2 月 7
日，武汉慈善总会收到了一份漂洋
过海的“礼物”：注册在奉贤庄行镇
的一家爱心企业——55 海淘（上
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55海淘”），在线上24小时全球搜
索口罩，为武汉筹集到近10万只医
用口罩。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
后，作为国内十大跨境电商平台之
一的55海淘，第一时间响应号召，积
极发挥海外资源优势，尽可能的多寻
找口罩，无偿捐赠一线，缓解医护人
员口罩紧缺难题；同时以返利补贴的
形式，尽全力为消费者解决抗疫物品
难以购买和价格偏高的问题。

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完
成这两项“硬任务”，企业启动了24
小时全球搜索模式，线下，海外员工
纷纷放弃休假，四处联络，寻找货
源。为了抢出“速度”，有的员工直接
跑遍了当地线下超市，有的员工连
夜冒着大雨去供应商处拿货，有的
员工带着孩子一起帮忙搬运，最终
在海外筹集到近10万只医用口罩，
用于支援武汉。而在线上，针对口
罩、消毒水等国内紧缺抗疫物品大
都处于缺货、或价格太高状态，平台
不间断地持续更新口罩、消毒水等
覆盖全球的上百家提供防疫物品的
商家信息，供市民挑选，并在购买后
给予最高可享20%-30%的返利，让
市民既能“淘得到”也能“买得起”。
目前，已有 3 万多人通过平台购买
到相关物资并得到了返利补贴。

而对于企业自身来说，却并不
轻松。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除
了返利投入，企业全员都投入到了
防护物资的开发中，“因为是做公
益，不产生业绩，意味着员工也不会
有业绩奖金，企业也根本不可能有
任何利润。但我们都觉得，这样做值
得。”

此外，55海淘还在平台社区版

块开启活动平台，引导网民交流预
防病毒感染的心得与方法，并“连
接”湖北用户，给予他们加油和鼓
励。同时，55海淘还利用旗下博主联
盟平台Shoplooks，号召海外博主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为疫区加油；向亿
级粉丝介绍防范信息，为社会传播
正能量，并联合进行海外口罩募集
倡议。目前，55海淘多位博主正在积
极对接，整理各方资源，全力援助疫
区居民。其中，一名55海淘的知名博
主就以个人名义向武汉慈善总会捐
赠现金100万元、口罩2万只。

下阶段，55 海淘将依托社群，
首批吸引 2000 多网民进群提供寻
找口罩等物资的情报，一起为抗击
疫情出力。此外，55 海淘还将开发
返利捐赠功能，让每一位网友在点
击下单时就奉献出自己的爱心。

一个党支部就是一座“堡垒”。面对疫情来袭，光明派出所抽调党员民警与辖区内园区成立临时党支
部，就重点地区、重点人口进行地毯式排查，并倡导群众少外出、不聚会、勤洗手、戴口罩，守护好一方净
土。图为基层党员民警与光明园区工作人员在亿丰市场进行检查。 （记者 邵毓琪/摄影报道）

□通讯员 钱凌霞

防疫任务开始以来，奉浦九居
老党员朱林川每日需要服用的抗癌
药物就时常带在身边，张贴疫情告
知，仔细排摸信息，及时上报居委
……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老朱每
天都要花上大半天时间，为了不错
过服药时间，老朱就随身把药带着，
直到每天任务完成，他才能安心回
家吃口热饭。

奉浦九居辖区内有 2384 户居
民，其中外来人员553户，居委干部
仅 6 名。社区疫情防控时间紧、任
务重，对于“白+黑”工作的居委干
部们来说，像老朱这样的退休老党
员们给了他们莫大的支持。奉浦九

居党支部书记徐丽苹说：“这次疫情
防控工作多亏了有像老朱这样的党
员，让我们的工作有了底气。老朱
退休后就一直热心社区服务，为我
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考虑到他的
身体原因，建议他这段时间在家休
息，但是他仍坚持干下去。”

面对疫情风险，朱林川的家人
也劝他不要出门，照顾好自己。但
是他却说：“组织一直对我关怀帮
助，我要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现
在疫情当前，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必
须要和其他同志们站在一起，而且
我比较了解居民基本情况，对于工
作开展更加有利，我一定做好防护
工作，不给大家添乱，不让你们担
心。”他将群众安全作为自己的使命

和任务，也将组织给予的关怀送入
了每家每户。

奉浦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党
支部副书记张丹一告诉记者，初步
统计已有620名党员奋战在社区防
疫第一线，其中居委党员工作人员
65名每天全员上岗，根据疫情防控
要求，落实宣传告知、人员排查、口
罩预约等工作，162名机关、事业单
位党员全部上岗，充实到街道12个
工作网格中，负责整体管控、协调处
置、信息上报等工作，其余的390多
名党员组成12支党员志愿者队伍，
轮流协助居民区党支部开展社区防
疫基础工作。虽然他们分工不同、
任务不同，但他们都是党员，听从命
令，肩负使命，共同战“疫”。

最美的身影是逆行
——记青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夏雪峰和顾红梅夫妇

“55海淘”线上24小时搜索全球口罩

十万医用口罩支援湖北武汉
号召海外博主承担社会责任

奉浦街道620名党员奋战在社区防疫第一线

社区老党员自备药物上阵抗“疫”

2020年全区征兵工作已全面
展开，为加强征兵工作监督监察，
现将4名廉洁征兵监督员的手机
号码公布如下：

退 休 干 部 王 仁 发 ，手 机
13817604503；高校教师戴伟成，手
机 13817131472；退 伍 军 人 潘 守
越，手机 13564663024；应征青年

家长王洪艳，手机18918089583。
如发现区内征兵工作中有不

廉洁行为，可以随时向廉洁征兵
监督员致电反映。同时，区征兵
办开设廉洁征兵监督举报电话：
021—57426531、57426878，手机：
13386278705。

奉贤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奉贤区廉洁征兵监督员公示

抓好“两个务”做到“三个第一”
（上接 1 版）实事求是，拿出管

用的办法，防止麻痹大意、懈怠厌
倦、能力恐慌思想，切实用实际行
动落实工作责任制、“五个包干”要
求，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
有方。

会议强调，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有关讲话精神，就要统筹协调
推进经济发展工作，建立标准化管
理机制，让有条件的企业陆续复
工，同时，抓实抓细补齐疫情防控
和经济发展短板，创造条件推动发
展。要突出重点，抓好重点区域来
奉人员的集中隔离观察等工作，发
动全区力量筹集物资，以党建“牵
引力”激发群众“创造力”，提升疫
情“控制力”，做到一严到底、严防

死守、严防严控。
会议指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有关讲话精神，就要把握国
内、国际两大形势，立足自身实际，
统筹推动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工
作。各基层干部要在前期工作基础
上，进一步开拓思路，做实政府监
管责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灵活
运用科技工具和手段，力求工作高
效，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狠抓村
居、专业市场、中小旅馆、企业、项
目工程复工复建等方面的薄弱环
节，扎紧疫情防控的篱笆，守好门、
看好人，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区委常委徐卫、韦明、包蓓英、
周龙华、连正华、顾耀明、孙嘉丰、刘
惠铭出席。副区长唐丽娜、梅广清、
顾佾、袁园、王建东汇报有关情况。

袁晓林、陈勇章、骆大进指导疫情防控
（上接 1 版）人本集团，和宏达

山庄，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和企业复
工工作。

又讯（记者 俞 琳）2月13日
下午，区委副书记骆大进出席全区
教育系统召开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视
频会议，要求全区教育系统从严抓
实疫情防控，同步做好开学及网络

教学准备工作。
从2月17日起，全区教育系统

各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居家办
公、网上办公、专题落实等方式，开
展学期计划拟定、课表课务调整、新
教师招录、学生转学、开学前作业辅
导等工作，并且运用市、区统一平台
和学校自主创新平台，开展网络教
学，做到休而不息、停课不停学。

20202020

庄木弟调研疫情有关情况
（上接 1 版）将无科层、“一张、

一网、一口”等经验做法相互融合，
体现出整体性和专业化，使“项目等
审批”向“审批等项目”转变；要着力
聚焦、整合资源和政策，创新优化方

案，从体制、机制以及运行上让企业
感受到奉贤独好的营商环境；要研
究和完善社区商业等城市功能，创
新居住租赁市场，使奉贤这座城市
更具“烟火味”。

区领导连正华、顾耀明、顾佾陪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