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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浦街道"智"理出新招

在全国率先试点哈啰单车“定点还车”
□记者 俞 琳

共享单车作为一种绿色环保
的交通工具，有效解决了“最后
一公里”的接驳痛点，逐渐成为
城市交通体系和市民出行选择的
一部分。然而，在提供便利的同
时，共享单车随意停放、缺乏管
理、资源浪费等乱象也层出不
穷。为了解决这些在城市管理中
出现的新问题，奉浦街道与哈啰
单车携手开展合作，在全国率先
试点“定点还车”项目，采用行
业内最新的精准定位技术，实现
共享单车的停泊智能化管理。

在沪杭公路、同谊路交叉口
西侧，有一块 112 平方米的空地，
停放着100多辆哈啰单车。与平时
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哈啰单车
相比，这里的哈罗单车排列整
齐、摆放到位。那么，这些单车
是谁停放的？又是怎么做到如此
整齐的呢？原来，奥秘就藏在凸
起于地面上的一个个蓝色小方盒
里。这些蓝色小方盒有一个专业
的名称叫做“蓝牙道钉”，它们发
射出的蓝牙信号，可以与哈罗单
车上的智能车锁进行自动感应。
市民在扫码开锁用车时，手机APP

会自动提醒他们在骑行结束时须
前往指定地点进行还车。而在还
车过程中，哈罗单车的指挥平台
会对“蓝牙道钉”和单车发出的
信号进行实时比对，通过比对则
表示单车已经停放在指定位置，
还车行为随即完成。否则，“聪
明”的指挥平台将对市民无序停
放的不文明行为予以纠错。

哈罗单车“定点还车”项目
经理盛雯说：“在非规定停车点还
车的话，单车就停在了蓝牙信号
覆盖区域的外面，单车接收到的
信号会相对较少，车锁就会持续
弹开落不了锁，同时平台会有一
条短信发到用户手机上，提醒用
户规范停车。如果用户在车锁弹
开时直接走掉，那么平台会显示
没有完成停车，并且持续计费，
最长会在4小时后自动关闭订单。”

奉浦街道率先试点的哈啰单
车 “ 定 点 还 车 ” 项 目 采 用 了

“GPS+北斗+蓝牙+WiFi”的四重
精准定位系统，是目前国内民用
设备中定位精准度最高的一项技
术，具备多项专利，误差达到亚
米级，也是行业内首个投入实际
运用的城市单车停放管理技术。

“推行这个项目，既解决了道路上

的占压盲道、挤占车道等问题，
减少了交通隐患，又解决了共享
单车‘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真
正做到了便民。”奉浦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聂琦说道。
而哈啰单车上海负责人李益松表
示，本次“定点还车”项目在上
海落地测试成功，代表了共享单
车管理进入了全新的共管共治时
代。哈罗单车将不断提升自身运
营管理的水平，给市民提供最优
质的出行服务。

用科技手段引导市民在规定
区域规范停车，是推进城市智能
化管理、培养城市文明风尚的一
种全新探索。接下来，奉浦街道
将与哈啰单车开展深度合作，重
点在城市商圈和地铁车站周边增
设更多“定点还车”的点位，进
一步发挥智能化管理的规模效
应，力求实现市民骑行需求与辖
区管理之间的动态平衡，营造更
加宜居、友好的城市环境。

时间：2020年4月28日
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入境人

员集中隔离点
记录人：南桥镇光明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 杨虹艺

人间四月，一望无际的花海，
仿若仙境，彩蝶纷飞，蜜蜂起舞，
一个个忙碌而又欢快的精灵，在
花丛中穿梭往来，处处充满了一
种令人沉醉神往的勃勃生机！伴
随而来的是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的喜悦和欢欣。但是随着国外
疫情的蔓延，“外防输入”的压
力不断加大，在得知中心接到入
驻隔离酒店的任务后，作为光明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最年轻的一名
护士，我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4
月26日，我作为第三梯队的医务
人员进驻隔离点，在接受快速又
不乏详细的交班后，便立即投入
到为期14天的隔离观察工作。

在组长的指挥下，我们分工
明确，所有工作都在高效有序地
开展。接班第一天就面临71名隔

离人员的二次核酸检测任务，配
合采样老师做好采样工作，就成
了我与隔离对象的第一次“亲密
接触”。四月底的气候温中有升，
宛如初夏，全程穿着防护服闷热
至极，近三个小时协助老师完成
采样、测体温、发放消毒片、收垃
圾、消毒等等工作，期间穿梭在隔
离点内迂回曲折的各层房间和通
道，背负重达40多斤的消毒喷雾
器，加上处置堆得像小山一样的
生活垃圾，让内衣湿了又干、干了
又湿。但是入境人员暖心的话
语，配合的行动让我们忘记了工
作的艰辛！

“叮咚！叮咚！您好测量体
温。”房内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由
远及近，“下午好，辛苦了”短
短的几个字，如舒适的微风向身
着防护服全身湿透的我们徐徐吹
来，告知体温正常后，回应我们
的是他们一个浅浅的点头以及弯
弯的眉眼，我想此刻带着口罩的
他们嘴角上扬在给予我们天使般
的微笑，门口的小桌子上放着写
着谢谢的便签，我们同样谢谢

你，谢谢你们的眉眼弯弯、嘴角
上扬。

到达隔离点的第二项任务就
是为入境人员陆续解除隔离，统
计人数安排车辆接送，自行离开
的时间及目的地，发放解除隔离
通知单的时间及地点。工作手机
的消息铃声也不间断地奏响：

“我是明晚 22 时 50 分解除隔离
的，可以提前走吗？”“请问核酸
检测纸质证明可以给我吗？”“临
时有事不做你们安排的大巴了，
十分抱歉”“飞机航班有变可以
提早离开吗”……常规的工作加
上不断地提问，我竟有些许的急
躁。在前辈的指导下，我很快平
复自己的烦躁情绪，喝上一口
水，调整好心态。面对源源不断
地提问，我静心仔细核对给予每
位提问者确切的答复，看到回复
的末尾都是以“谢谢、辛苦了”
结束提问，让我感到自己工作的
价值。当天深夜 22:50 分，随着
第一批解除隔离时间的到来，我
们早早地守候在底楼大厅，迎接
结束 14 天封闭隔离期的入境人
员。看到他们迈着轻快的步伐，
面带幸福的笑容大步流星地向我
们走来，我们一如迎接自己的亲
人一样为他们祝福！当我们递上
每一份解除隔离告知单和我们医
务人员亲手制作的写满温馨祝福
的小卡片时，他们眉眼之间流露
的欢欣一览无余。即使归心似
箭，他们也不忘与我们一一道别，
带着愉悦的气息，诉说着对我们
的谢意，四月的夜因你我的相守
变得如此温暖！

虽然我们的付出稍显微薄，
但是我们对抗疫的信心和决心始
终是坚定的，我们坚信胜利必将
属于我们，待脱下口罩之日我们
再相聚！

本报讯（记者 凌姗珊）近日，
公安部交管局部署开展“一盔一带”
安全守护行动。行动期间，公安交
管部门将加强宣传管理，依法查纠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佩
戴安全头盔、汽车驾乘人员不使用
安全带行为，助推养成安全习惯。
考虑到外卖配送小哥队伍是道路上
重点人群。奉贤交警支队车宣大队
民警就深入外卖配送企业，为他们
详细讲解如何正确佩戴头盔等道路
安全知识。

通过讲解，外卖配送小哥也进
一步加强了安全意识。“天气越来越
热戴头盔肯定会有一些闷和沉重，
但是比起安全来说，这方面我们是
完全可以克服的，安全更重要。”外
卖配送小哥陶奇表示。

除了非机动车佩戴头盔的宣
传，对于机动车正确佩戴安全带的
重要性，交警也将重点宣教。按照
统一部署，接下去，交警部门将进一
步走进社区、企业，宣传“一盔一带”
道路安全相关知识。

编辑同志：
我是奉贤区第二福利院的一名

老人，与老伴去年1月5日入住奉贤
区第二福利院，一年多来已习惯了
这里的养老生活。来信要表扬奉贤
区第二福利院全封闭管控新冠成绩
显著，让我们老人住得安心，让小辈
感到放心。

去年春节前,住在市区的小儿子
早早订好了今年的年夜饭，小年夜那
天下午，儿子放假后来接我们去市区
团聚。大年初一，与儿子商量，回福利
院。当时，院内还有很多长者留守在
院内，因为今年的特殊情况很多都没
回家过年，大家却都快乐地在院内
生活。就在我们回福利院的当天下
午，院内也立即贴出了通知，发布了
福利院按照市委、市政府、市民政局
要求，对福利院采取全封闭式管理，
全面防控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福利
院的员工大多数也都在工作岗位上
坚守着，为了我们这帮老年人的健
康，他们也都不回家。在院内的老
人们，每人每天由院内工作人员，
医生护士监测体温，长者房间每天
由专人做消毒消杀工作。门把手、水
龙头都做到清洗消毒。春节后回家
的老人们回院后工作人员都安排他
们住进隔离楼层先进行隔离观察，

隔离期过后得到院内医生的认可才
能回到原来的房间。院内食堂还给
每一位在住长者加餐，为我们增加
营养，让我们增强免疫力等等。至今
我们“禁足”在福利院三个多月了，
但大家都无怨言，我们二福院疫情
防控期间，无一人感染。

有一次，我们问医生，我们院里
有发烧的吗？医生回答：“没有。”这
虽然是简短的两个字，但我觉得这
两个字铿锵有力。我觉得，我们都
是幸福的老人。不像有的国家，疫
情来了，不但没有严防严守，还大量
群聚，导致很多年长者感染病毒身
亡，甚至有的国家都不管老年人的
安危，放弃对老年人的保护防控。
而我们的伟大祖国尊重每一个生
命，每一个人的健康快乐，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
有所乐，老有所为。春天来了，百花
齐放，病毒定会清仓，我要代表我们
老人感谢奉贤区民政局，以及我们
二福院的院领导及全体员工！也愿
我们伟大祖国强盛！ 读者：张同英

□记者 廖添凤

奉浦街道去年底与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合作建立奉贤首家儿童
康复基地，为特殊儿童的康复道路
保驾护航。

市民路先生的孩子被诊断患有
自闭症，家住奉贤的他，此前每周都
要带着孩子往返闵行、浦东等多家
康复机构进行治疗。如今能在家门
口接受专业的康复治疗，对他们来
说方便了不少。路先生告诉记者，
一些民办康复机构更多地帮助孩子
纠正口腔发音等一些实践操作，而
奉贤的儿童康复基地则从意识开发
入手，两块结合治疗的效果让他们
比较满意，小朋友比以前更活泼，主
动意识明显增多，这一点一滴的小
进步都让他们感到很欣慰。

目前，儿童康复基地内设有言
语治疗、感统治疗、运动治疗以及
针灸治疗等科室，共有42名特殊儿
童在此接受康复治疗。所有特殊儿
童的治疗方案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评估后确定，基地的医生和治
疗师根据方案安排治疗计划，完成
治疗周期后，重新进行评估调整方
案。

专家介绍，儿童期是康复的黄
金时期，0-6 岁的儿童出现问题，
这个年龄段的康复又被称为是“抢
救性康复”，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
干预，多数儿童都能显著改善功能，
对残疾儿童进行抢救性康复，不仅
需要政府不断完善康复保障制度，
健全康复服务体系，更需要全社会
的积极配合，让我们共同祝愿每个
孩子都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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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建立首家儿童康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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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深入外卖配送企业宣教

在二福院，我们都是幸福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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