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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乔 欢

5月 8日，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发布了上海市

邮政快递业第一批复工复产“白名单”，包括顺

丰、EMS、京东、中通等21家邮政快递企业名列白

名单。当前，上海主要品牌企业分拣中心已陆续

投入运营，邮件快件派送业务正在陆续恢复。

记者从奉贤区邮政分公司了解到，目前邮

政快递已经逐步恢复，积存的快递也已经陆续

完成投递，近期快递也已经开始正常运转。

5月9日6点半，一辆满载快递的邮政货车

驶入了奉贤区邮政分公司南桥营业部，打开车

厢，工作人员立即对整车进行消杀，所有的邮

件外部全部细致喷洒一遍。静默几分钟后，投

递员们开始分门别类将车上的货物转运在等

候一旁的其它街镇趟车上。根据目前的防疫

要求，每天转运车次按趟下行运输，无论来多

少份邮件快递，都按照要求，指定同一车辆、同

一驾驶员运输到各个网点。

“邮件大概在 2000件左右，主要包括防疫

物资、食品和日用品，基本上以疫情期间必需

品为主。”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金伟锋介绍表

示，每日邮政车会将邮件快递从市区运送到南

桥营业部，在现场通过奉贤邮政区内的趟车下

拨到剩下的 9个街镇，随后由各网点的保障人

员负责投递。

目前，邮政快递业务正在陆续恢复中，当

日到达南桥营业部的快递基本都是最新的快

递，涉及浙江、江苏、安徽、湖南等多个地区，各

省市来沪快递流通正在慢慢恢复中。当天下

午或晚上，这些邮件快递都会陆续完成分拣派

发，送到市民手上。

此外，记者了解到，特殊情况下，邮政快递

寄送也有新的临时要求，目前所有的邮政货物

以生活保障必需品为主，重量需控制在 3公斤

以内，方便快速流通，尽快投递。

除了邮件严格消杀、安全投递，作为重点

人群的邮政快递一线人员也必须严格按照防

疫要求上岗。现阶段，所有复工复产人员实行

闭环管理，每日一次核酸和两次抗原。据了

解，只有持有符合要求的核酸、抗原检测阴性

证明和健康码绿码的从业人员，才能生成电子

通行证。

目前，在符合防疫要求的前提下，各相关

部门、各属地街镇和园区对“白名单”企业及其

下属分支机构、网点在复工复产期间遇到的复

工申请、员工返岗、交通运输、核酸检测、集中

住宿等各类诉求，予以统筹协调解决，助力企

业尽快复工复产，有序运营。此外，各品牌所

属的分支机构、网点，须取得属地相关部门同

意后方可到邮政管理部门进行复工复产备案。

本报讯（记者 吴口天） 为发挥中医药在

预防新冠肺炎中的独特作用，护航企业陆续复

工，近日，奉贤区研究制定了针对企业复工复

产的中医药预防工作方案。由区卫健委、区经

委牵头，动态排摸全区每一批复工企业情况，

精心配制了新冠肺炎预防中药汤包及饮用茶

包，送到全区复工复产企业的员工手中，为区

内企业安全平稳有序复工复产提供坚强保障。

早上9点，上海南华亭经济园区副主任陈圣

拿到了最新一批申请的200份中药饮用茶包。园

区内目前已有50%的企业复工复产，随着企业陆

续复工，陈圣就向区卫健委申请了一批新冠肺炎

预防中药预防方用于发放给复工的企业。

据悉，该中药预防方分汤剂和饮用茶包，

饮用方便，有清热化湿、扶正解毒功效，不仅对

人体有提升抗疫的能力，也是药食同源的方

剂，适合人群广泛，可放心饮用。“最近气候变

幻频繁，考虑到企业人多，又是封闭式生产长

期待在一起，所以就向区里申请了中药包发放

给企业。”陈圣告诉记者，这些中药预防方能很

好地“护航”园区内企业复工复产，不仅为其增

强了信心，也能为员工提高自身免疫力打下坚

实的基础。

海光企业有限公司是上海南华亭经济园

区最早一批复工复产的企业，企业自3月28日

起实施封闭管理，如今第二批复工人员刚刚到

岗，陈圣就为他们送去了一袋袋配制好的中药

茶包。现场，一位第一批就拿到中药茶包的企

业员工也告诉记者，这个中药预防方很受他们

欢迎，基本一收到大家就已经饮用起来了。“我

现在早上一包，晚上一包，大家收到这样的中

药预防方，心里复工的底气也增加一点。”

“随着复工复产的到来，人群的聚集会导

致疾病传播风险的增加，我们对于重点人群和

风险人群实施中医院干预工作，主要是想在企

业的员工身上穿一件中医药的“防护服”，这样

在人群中形成一道中医药的屏障，有效阻断疫

情传播。”记者从奉贤区卫健委副主任林妍处

了解到，截至目前，奉贤首批复工复产企业已

累计发放中药包 59934人份，为奉贤各企业复

工复产提供了坚强的健康保障，后续也会根据

动态新增的企业，继续实施中医干预。此外，

为进一步做好中医预防用药指导，奉贤区也开

通了用药指导热线

□记者 孙 燕/文并摄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抵对门”。

最近，记者了解到，在奉贤区南桥镇阳光家园，

就有这样一个“好邻”楼道，住在楼道里的60户

居民自发设立了一个“爱心换物”迷你小超市，

并以“自由换物”的形式，一直延续着这份“邻

里互助”的温暖。

“小妹妹拿两瓶八宝粥要换什么呀？换薯

片好不好？”“好。”5月5日下午1:30分，在奉贤区

南桥镇阳光家园21号楼道口，“爱心换物”迷你

小超市“营业”了。记者看到，这个用桌子、架子

和推车搭成的小超市里，只有一个平方米大小，

分零食、水果、调料、蔬菜四个专区，分别陈列着

不少东西，而这些都是楼道居民们自发拿出来

的。楼组长钟建国告诉记者，这个小超市，从4

月19日就开始“营业”了，每次营业，都会吸引楼

道居民下楼光顾。“你家有我家没有的，那么就

可以在超市里互换，大家主要的出发点就是为

邻居着想，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嘛。”钟建国直言。

事实上，这个小超市确实温暖了不少人，

住在楼道里的居民何嫱就是受益者之一。她

是“新奉贤人”，在这里没有亲朋好友，突然的

封控，让她买不到任何绿叶菜，心里着急得

很。“多亏了小超市，我一看，大家拿出来好多

青菜，我就赶紧拿了饮料、水果去换，换回来的

蚕豆、莴笋都是我喜欢吃的，真的很开心的。”

何嫱回忆起来，还是感到满满的幸福。

居住在21号楼301室的唐玲，是这个爱心

换物迷你小超市的发起人之一。她告诉记者，

其实，一开始，“爱心换物”行动，是从一箱饮料

开始的，“半天时间大家把饮料就换完了，后来

我们就想到了，除了饮料还可以换别的东西。”

随着奉贤防范区有限有序放开，这个爱心换物

小超市也在不断地转型。从一开始的换饮料、

换菜，到现在，不仅能换水果、零食，还可以换到

奉贤当地的特产小吃，韭菜盒子、烧饼等，而这

些也都是楼道居民自己做的。居民郑莲华用笋

换了一袋烧饼，“因为我不会做的，所以今天换

到以后就非常开心，真的很想念这个味道。”

居民们还说，即使疫情过去，他们还会把

“爱心换物”迷你小超市持续开下去，因为那已

经是“邻里之间”的温暖延续了。

□记者 乔 欢

这几天，不少订购报刊的奉贤市民收到了

邮政补发的一个半月报纸和期刊。记者从中

国邮政上海奉贤分公司获悉，奉贤邮政近日来

已经开始组织人员发放留存未发的报刊。

5月 10日，在奉贤区邮政分公司南桥营业

部的报刊室，工作人员已经分门别类陆续整理

完所有的留存未发报刊，并按照各小区分区摆

放好。这几天，完成基本投递工作后，复工复

产的投递员就会趁着间隙投递报刊。

“三分之二的存量已经投送完毕。 ”投递

组大组长邬青峰：“接下去我们也会加快速度，

剩余的部分安排人员加快内部处理，然后尽快

派送出去。”

目前由于管控措施，所有的投递员暂时还

不能进小区投送邮件、报刊。因此不少在小区

内居家办公的邮政工作人员承担了小区内的

投送任务，组建了各个小区的临时投送服务

队，将报刊挨家挨户送到居民家中。

“我们小区大概三千多人，订报的用户有

二三十家左右。我第一次送的时候大概花了

将近两个小时，主要是地形不熟悉，也找不到

门牌号。现在送了几次就熟悉了，基本上一个

小时可以全部送完。”沈勇平居住在悦丰新苑，

作为一位邮政业务员，封控管理开始，他就一

直居家办公，当投递组联系到他，需要入户投

送报刊，他立刻答应了下来，成为了临时投送

服务队一员。

据了解，从5月2日开始，奉贤邮政的工作

人员开始陆续投送从 3月 28日全市封控后留

存未发的邮件、报纸。复工复产工作人员在单

位对报纸、信件进行分类后，按照小区村居进

行投送。仅仅数天时间，就已经投送了将近十

万份留存的报刊、邮件。虽然目前尚不能恢复

每天按时投递，但随着疫情逐渐缓解，投送也

会恢复正常，邮政部门也会想方设法克服困

难，尽量让市民看到报纸，收到邮件。

现 下 ，疫 情

防控到了清零攻

坚关键阶段，奉

贤广大党员干部

坚守在疫情防控

一线，冲锋在前、

扎实工作，筑起

层 层“ 红 色 堡

垒”。图为奉贤

区维也纳金海店

隔离点临时党支

部的党员们再次

“握拳宣誓”，坚

定抗疫决心，让

党旗在抗疫一线

高高飘扬。

（通讯员 石情怡/
摄 记者 邵毓琪/
文）

□通讯员 金思慧

“我的高血压药就要吃完了，这可怎么

办？”，“我家老人有糖尿病，胰岛素不能停

啊”。疫情防控期间，不少居民遇到了“买药

难”问题，社区配药需求不断，所需药品种类繁

多，让居委干部这些“门外汉”们犯了难。在金

海街道文杏社区，2名居委干部、2名在职医生，

一支由4名党员组成的红色配药小分队让居民

的“急难愁”迎刃而解。需求收集、药品代配、

用药咨询、注意事项……这个队伍特殊的人员

打通了文杏社区的整个配药环节，让居民们可

以快捷买药、安心用药。

居民的“急”就是他们的“急”
文杏社区自本轮疫情初期，就推出了点

单、派单、接单的“三单”志愿服务模式，让居民

的诉求得到精准服务。居委的党员周莉和胡

婷婷就是最初的配药小分队成员，随时准备

“接单”为居民买药。

依托“好邻·好灵·湖畔连心桥”楼组党建

工作，居民们在楼组连心群提出配药需求后，

临时党小组的组长就会收齐社保卡、空药盒

等，并形成配药清单交给周莉和胡婷婷。清单

拿到之后，这个两人配药小分队就出发了。

让邻居的“难”不再“难”
张东和施家乐是文杏社区汤臣臻园小区

的居民，也是社区的党员志愿者。他们分别是

奉贤区中心医院和奉贤区中医医院的医务工

作者，有了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的加持，他们

毫不犹豫地认领了社区的“寻医配药”党员志

愿岗。“作为报到党员，能通过工作上的优势帮

忙，也算是为社区抗疫出了一份力。”张东和施

家乐每天“两点一线”往返于社区和医院，为70
多位居民解决了吃药难题。除了能配齐街道

卫生服务中心所缺的药，张东和施家乐的专业

知识也帮了居委干部和邻居们大忙。长期服

用的药买不到，推荐居民用相似药品代替；把

药买回来了，还要仔细为邻居们讲解服药的注

意事项……他们俨然成了文杏居民们的专属

“社区医生”。

在居民为药发“愁”时仗义相助
“那天早上做核酸的时候，居民正好碰到

我在做志愿者，就来问我塘外皮肤病医院的药

怎么配。我正发愁呢，边上在采样的医生‘大

白’竟然主动提出帮我们配。”居委干部周莉提

起当天的“巧遇”。主动提出帮忙配药的热心

“大白”叫刘益蕾，是金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工作人员，“我老公正好是塘外皮肤科的

医生，去上班的时候帮忙开一点就可以了，特

殊时期，能帮上忙就帮了。”对刘益蕾来说，对

陌生的居民伸出援手似乎只是一件微不足道

的小事。也正是一个个像她这样热心的“配药

侠”，让疫情期间的民生事得以解决，让社区充

满暖意。

□记录人 奉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李 妍

今天是第 111个国际护士节，也是我从

事护理工作的第13年。

写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记录美好，记住

感动！有些人，有些事，我想我真的会记很久……

2022年5月12日。这一趟，不虚此行。

来到区内某临时隔离点的工作已接近尾

声，回想着这飞逝的一个月，充实、感恩！

4月5日，当我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加隔离

点工作，就注定这是一趟不平凡的出征！

还是一样的行李箱，但心情，却是不一样

的！这是我跟“新冠”的第一次直面交锋，我

相信，不虚此行，不负使命！

带着满腔的热情，却不曾想，第一次进舱

就吃了闭门羹！“你不要进来，你敢进来，我就

砸东西……”

第 2天，第 3天……第 14天……“小李，

你辛苦啦，谢谢你啊……”“精诚所至，金石为

开”，经过 2周的了解与熟悉，我们能顺利进

入他的房间，跟他唠唠家常，看着他状态一天

比一天好，我特别满足！

那一天，工作结束，有个阿婆拉着我的

手，“妹妹，有你们在这里真好，我很安心，也

很开心，你们辛苦啦，你们要好好的！”简单的

话语，是她对我们工作的最高褒奖和肯定。

我很感动，这一趟不虚此行，真的！

今天，是个值得铭记的“512”。
我会记得，2022年的春天，在上海，我们

义无反顾，用满腔热情奔赴战场，白衣执甲，

以心灵温暖心灵！

我会记得，2022年的夏天，在上海，我们

勇往直前，用汗水筑起避风港湾，天使护航，

用生命守护生命！

我相信，风雨过后会有彩虹！让我们翘

首以盼，迎接胜利的曙光！

2022年5月12日

□通讯员 吴世明 谢敬东

独居的80岁高龄老伯在去做核酸检测时，

一时大意忘了关闭家里正在烹饪的炉灶，幸亏

心细的志愿者巡查发现，排除了一次有可能酿

成火灾的险情。

5月 2日早上七时许，志愿者蔡洪勤与瞿

金芳 2人在南桥镇育秀四区内巡查时，突然闻

到一股刺鼻的焦味，她们赶紧顺着味源找去，

来到了育秀四区西北角的浦城苑的一幢居民

楼前，焦糊味正是这幢楼的 2楼一个单元里散

发的。敲门无人应，问邻居，说是一个 80多岁

的独居老人住的。原来，住在 2楼这个单元的

周老伯听到志愿者的“下楼做核酸的”通知后，

急忙下楼，忘记了把液化气灶关掉...
居委副主任姜欢正好也在现场，赶紧设法

联系到了户主周老伯，由志愿者带着钥匙赶到

楼上，及时关闭了液化气灶，当时锅子已经烧

红，红枣已经变成“黑炭”。周围的群众纷纷称

赞志愿者，幸亏发现及时，才避免了一场即将

发生的险情。

奉贤邮政快递开始陆续投入运营

临时党支部筑起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筑起疫情防控““红色堡垒红色堡垒””

防疫中药预防方

“护航”企业复工复产

订阅报刊陆续送到市民家中

文杏社区有支红色配药小分队

“爱心换物”小超市 邻里互助暖人心

高龄老人忘关炉灶 志愿者巡查排除险情

“写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战疫日记战疫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