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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章磊

3 月 28 日，上海进入清明祭扫期。

受疫情影响，上海今年采取预约现场祭

扫的举措。据新区民政部门数据，清明

预约现场祭扫启动后的首个周末，共有

约2.6万人次入园祭扫。虽阴雨绵绵，但

不少市民觉得，“人少了，不堵车，感受度

不错。”

上周六，清明预约现场祭扫首日，

虽天公不作美，不仅下起了雨，气温也

骤降到 10 摄氏度以下，但仍有不少此

前预约成功的市民，前往墓园，祭扫逝

去的亲人。

早上 8 点，预约祭扫第一时段开

始。位于川沙新镇界龙二路上的界龙

古园西门，不断有车辆驶入。“请出示一

下预约电子码。”身穿雨衣的工作人员

对每一辆车进行核对，并查看车内人

数。按照规定，每一个预约码，最多允

许 5人入园。

界龙古园总经理周勇泉告诉记者，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结合界龙古园的实

际情况，今年 3月 28日至 4月 12日的清

明期间，墓园每天开放120户预约名额。

上午10点多，市民韩女士与家人开

车来到界龙古园。经过测温、随申码检

验等环节后，她和家人带着鲜花、水果走

进了墓园。“之前网上预约的时候，正清

明当天名额一下子就被抢完了，所以就

抢了第一天的，正好也是周末。”韩女士

告诉记者，“以往清明节来祭扫，人多堵

车。现在这样也好，方便。”

与韩女士一样，市民钟先生也是考

虑到疫情期间情况特殊，所以提前预约

前来祭扫。“当然，我们也考虑过，如果约

不上，就选择让墓园工作人员帮我们祭

扫。”他表示。

记者获悉，对于今年清明期间第一

次祭扫的 960户家庭，墓园出于人性化

考虑，额外在4月3日至6日期间为他们

提供了祭扫机会。“按照习俗，首次祭扫

应该是正清明当天，不过，考虑疫情防控

需要，我们将祭扫名额分散为4天，避免

过于集中。”周勇泉说。

界龙村党委书记马凤英告诉记者，今

年清明采取预约现场祭扫，“一开始还担

心大家不能接受，毕竟清明祭扫是一种根

深蒂固的传统习俗。不过目前来看，大

家都十分理解疫情期间的特殊措施。”

为推进殡葬改革和移风易俗，今年

清明开始，全市殡葬服务单位全面实行

“无烟祭扫”，市民可通过鲜花祭扫等文

明低碳方式进行祭扫。

不过，记者看到，现场依然有市民带

来了锡箔等祭扫物品。为此，界龙古园

专门在入口处设置工作人员，并准备了

红色纸袋，劝说市民将带来的锡箔等物

品各自装入袋中，由工作人员在晚些时

候集中代为焚烧。

这样的举措，获得了市民的理解和

配合。“现在讲究文明祭扫，墓园有这样

的人性化措施，挺好的。”市民陶女士说。

周勇泉告诉记者，希望通过这样的

方式，让文明祭扫的做法更加深入人心。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丁宏奇）

今年的清明祭扫不同于往年，墓区周边道

路交通会出现哪些变化？出行需要注意

什么？日前，浦东警方发布了出行提示。

警方预计，今年重点时段将出现在清明小

长假3天——4月4日至6日。届时，祭扫

人群叠加踏青游客，总体车流量仍会对道

路交通造成较大压力，长桥山庄、乐乡公

墓、永安公墓等主要墓区周边道路，G1503

高东收费口等高速公路道口，野生动物

园、世纪公园等景区周边道路仍有可能出

现拥堵。

对此，浦东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会同属

地派出所，围绕各大墓区、踏青场地等预

判可能出现拥堵节点，针对性制定“一点

一方案”；对高速道口强化疏导，对应车道

“应开尽开”，最大限度减少拥堵时间、降

低拥堵程度；在重要节点路口合理部署牵引

施救力量，确保交通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

完成事故车辆、抛锚车辆牵离。同时，依托

远程视频管理系统、无人机高空巡查等“非

接触”形式，强化重要节点路段人流、车流

监测，对闯红灯、违法停车、高架匝道口倒

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从严查处。

警方提示：疫情尚未结束，仍应注意

防控，减少聚集。特殊时期下的清明祭

扫，建议市民响应市政府号召，未经预约

不要前往现场祭扫；已通过现场祭扫预约

的市民，仍需在出行前实时关注路况，合

理规划交通路线，错峰出行；驾车注意交

通安全，严禁开车使用电子设备、占用高

速公路应急通道，随意变道、酒后驾车等

交通违法行为；遇到交通拥堵，有序排队、

交替通行，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堵车不堵

心；抵达墓区后听从公安民警及墓园工作

人员引导，提前准备随申码配合查验。

■本报记者 严静雯

如何在全面复工复产的同时，保护好

员工的健康安全？高东镇相关企业把好

应急管理“责任锁”、疫情传播“绝缘锁”、

内部管控“群防锁”，为复工复产按下“加

速键”。

疫情防控不松劲
市场供应不停歇

位于高东工业园区的上海都乐食品

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装

配着水果等产品。复工以来，这家“超级

水果工厂”疫情防控不松劲，市场供应不

停歇。

据统计，疫情期间，公司从上海港口

每周进口果蔬超过100柜，从上海向全国

关联公司调拨产品日均约 150吨。值得

一提的是，在武汉封城期间，都乐武汉配

送中心及时响应当地商场、超市订单需

求，竭尽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疫情发生后，都乐食品建立了完善的

疫情防控管理机制，涵盖生产、人员、运输

等多环节，对全体员工行程进行摸底，引

导落实外省市返沪员工进行14天居家隔

离。都乐配送中心实行防疫责任制，通过

实施轮班轮岗，在人员紧缺的情况下坚持

生产和配送，尽全力稳定供应，保证持续将

新鲜果蔬供往家乐福、沃尔玛、盒马鲜生、

叮咚买菜等民生终端市场。

制定应急处置预案
签署个人行为承诺书

同样位于高东工业园内的西门子（上

海）电气传动设备有限公司，在疫情发生

后第一时间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切实保障

员工生命健康，有序恢复企业正常运营。

此外，公司成立应急反应小组领导疫情期

间的紧急事件处置，负责重大问题决策，

确保各项措施落地。

公司要求，湖北地区员工暂缓返沪，

其他外省市返沪员工严格落实14天居家

隔离观察，全体员工签署疫情期间员工个

人行为承诺书。对所有入厂员工进行体

温测量和“随申码”检查，体征异常有疫情

症状者第一时间前往指定医院进行病毒

检测排查。公司建议，部分非生产现场的

办公人员居家办公，减少会议室使用频

率，控制会议时间，保持人员间距，尽量使

用网络会议形式；暂时取消打卡考勤，由

各部门主管登记到岗情况；提供员工口罩

防护，明确佩戴场景。食堂配餐调整为一

次性餐盒，统一配送，建议员工自备消毒

餐具，分散就餐。

设置员工专属通道
所有员工自带餐盒

上海金杨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是

中国主要的电池零配件及原材料的专业

制造商之一。 疫情发生以后，公司紧急

采购一次性医用口罩等防护物资，制定疫

情防控应急预案，分级分工布置任务，大

力推进复工复产。

如何保障员工开开心心上班，安安全

全下班？公司对每位员工进行体温检测

登记，做到实时跟踪，确保信息的实效性

和准确性。同时，设置员工专属通道，确

保公共区域消毒到位，特设临时隔离室用

于应急处置。

此外，用餐方面公司也有特别的做

法：所有员工自带标记姓名的餐盒，按所

属部门放入保温箱，食堂收取保温箱后进

行消毒、分餐，各部门安排专人领取保温

箱、分发餐盒至员工岗位就餐，各办公楼

层设置餐厨垃圾桶统一收取。公司还严

格管控快递、外卖及外来人员进入厂区，

安保人员每日定时对快递等外包装进行

消毒。防控小组每日对各班组工作区域

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并用

微信群向全体员工宣传防疫知识。

■本报记者 赵天予

防输入关键时期，“闭环”管理成为本

市疫情防控的重要措施。在南码头路街

道，一群社区幕后英雄化身“摆渡人”“翻

译官”“服务员”，坚守社区防控一线，护好

“闭环”。

“摆渡人”圆了英雄梦

3月28日零时起，绝大多数入境来沪

人员均要实施为期14天的集中隔离健康

观察，但老人、未成年人、孕产妇等一些特

殊人群，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可居家隔

离，他们会由街道派专人专车接回社区。

南码头路街道办事处有6名年轻公务员，

承担了这样的“摆渡”工作，2人一组24小

时随时待命。

“原先压力非常大，街道正准备加人

手，28日起需‘摆渡’的居民少了许多，我

们6人计划继续坚守岗位。”说这句话的王

成龙和张明霞组成了搭档：一个负责留验

点、隔离点、居民区现场沟通联系；另一个

负责与被接送者交流沟通、心理建设。从

核实入境人员身份、办手续，到联系居民

区……每次任务他们都至少要花4个小时。

面对这个“高风险”的岗位，他们非但

没有退缩，甚至还颇感自豪。“我非常羡慕

驰援武汉的英雄们，如今能以‘摆渡人’的

身份冲锋在抗疫一线，穿上防护服的那一

刻，有种战士般的豪迈。”王成龙说。

被接送者大多在机场经历了长时间

的等待，难免会有些怨气，对此张明霞非

常理解。她在车辆内配备了一些点心、零

食，用真诚的言语与对方沟通。她觉得自

己当下做的是一件非常温暖的事，值得铭

记终身。

“翻译官”温暖异乡客

境外返沪人员中不乏不擅汉语的外

籍人士，为了能与他们顺畅地沟通，南码

头路街道广泛动员、挖掘了一批语言类志

愿者，且这些“翻译官”24小时提供服务。

一天深夜 12点，日语志愿者王莹接

到了一通电话。原来，她服务过的一名日

本居民因故滞留在留验点，水土不服导致

腹泻，由于语言不通，又无法向留验点工

作人员求助，情急之下拨通了王莹的电

话。

“半夜接到电话，我想他一定非常需

要帮助。”凭借熟练的日语，王莹了解现场

情况后，迅速联系留验点为这名日本居民

提供帮助。接下来几天，留学生每每遇到

困难，总是联系王莹，而王莹再忙也会尽

力帮忙，“孤身一人来到异国他乡，语言又

不通，这种无助完全可以理解。”她说。

“服务员”贴心又周到

“闭环”管理中，管理与服务环环相

扣，而“从严从紧”的居家隔离措施，并没

有削减社区服务的温度。南码头27个居

民区的社工倾情守候，随时迎接居民回

家。

在龙馥居民区，居委根据前期排摸及

居民自主申报的情况，提前掌握近期将有

5户居民回国，提前做好了居家隔离条件

核实等工作。这些居民抵达小区后，社工

立即与社区民警、社区卫生中心医生一同

上门告知相关隔离要求。而隔离期间的

生活问题，如一日三餐、生活垃圾转运、快

递收发等，也由社工帮忙处理。

东方二期居民区先后有近 20户居民

居家隔离，居民区同样做好他们的生活保

障服务。居民李先生需要长期服用处方

药，隔离期间他的药物正巧吃完，无奈只

得向居委求助。向社区卫生中心询问并

明确该药物只有中山医院可以配发后，社

工帮助居民联系医院及时配药，贴心的服

务让居民大为感动，表示一定会配合好相

关隔离工作。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符佳）3 月

28 日上午，临港开放市民大学平台

（http：//lg.sou.edu.cn/）正 式 上 线 。

上海电机学院和上海开放大学整合

两校优秀教师和优质学习资源，首

批推出 6 门公益课程及 100 门精品

线上课程资源，在疫情防控期间助

力市民居家防疫和线上学习。

临港开放市民大学成立于去年

11 月 20 日，由上海开放大学和上海

电机学院联合汇聚多方资源共同打

造，致力于探索高等院校开展社区

教育的办学模式，努力打造公益性、

开放性、融通性的学习平台。

此次上线的 6门公益课程，采用

线上报名组班、录播加互动的授课

方式，主讲团队中不乏名师教授。

“诗意文学选讲”课程的主讲者吉文

斌教授是上海市教学能手、上海高

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获得

者；“轻松快乐学摄影”课程的主讲

者，则是上海开放大学人文学院副

院长冯毅，其幽默风趣的教学风格

吸引了众多粉丝。此外，“生活花

艺”“气质女人形象管理”“尤克里

里”“创意绘画之旅”等课程均邀请

卓有建树的业内专业教师主讲，服

务在职人员、老年居民、在校大学

生、青少年等临港新片区各年龄群

体。 6 门公益课程每班学员名额

20-50 人不等。另有 100 门精品线

上课程资源同时上线，满足市民多

元学习需求。

记者获悉，临港开放市民大学

联合上海市终身教育学分银行，探

索市民学习成果的认证和积累制

度，学员完成课程学习后，学分可

纳入个人的终身学习账户。未来，

临港开放市民大学将跟踪首批公益

课程的社会反响，调研临港新片区

重点人群的学习需求，对教学方式

进行动态调整，定期发布新的课程

菜单。

本报讯 （记者 曹之光）3 月 28
日，上海野生动物园迎来了恢复开

放后的一件“大喜事”——公园首只

红猩猩宝宝“炸毛”的 1 周岁生日。

作为上野“动物萌宝节”的重要活动

之一，园方不仅为“炸毛”准备了特

制的生日蛋糕，还诚邀观众为它取

大名，为公园及浦东旅游行业复工

复业增添喜气。

当天公园开放之初，不少游客

直奔园区的红猩猩馆。他们透过内

笼舍的玻璃，看到一只小红猩猩依

偎在大猩猩怀里，这就是“炸毛”和

它的母亲“五毛”。到了上午 11 点

05 分，保育员唐亮端着一个特制的

生日蛋糕，走进内笼舍。不一会儿，

“五毛”就抱着“炸毛”来到蛋糕面

前，但令游客意外的一幕出现了：

“五毛”竟自顾自地把蛋糕往嘴巴里

塞。直到快吃完时，“炸毛”才吃起

蛋糕上的几个葡萄，以及雕刻着数

字“1”的胡萝卜。

“宝宝吃得很少，这其实在意料

之中。”唐亮介绍，红猩猩和人一样，

婴儿时期喝奶水。“炸毛”在 8个多月

后，表现出了对水果的兴趣，开始尝

试舔咬。但是，红猩猩要到 2、3 岁

时，才会彻底断奶。

上野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全国

动物园内，红猩猩宝宝成功繁育的

案例极少。“炸毛”作为上海野生动

物园建园以来诞生的首只红猩猩宝

宝，自 2019年 3月 27日出生以来，就

因蓬松而有趣的毛发，备受游客的

喜爱，并因此获得了“炸毛”的乳

名。当天启动的取名活动中，园方

为“炸毛”提供了三个候选名：“安

安”“元元”“葡萄”。游客可将贴纸

贴在印有名字的展板上，数量最多

的将成为“炸毛”的大名，投票将持

续一周。

据悉，春天是鸟类出生的“旺

季”，而在前一年的秋天，园区还出

生了许多兽类幼崽，这些“动物萌

宝”目前都能与游客见面。

▲部分市民通过鲜花祭扫等文明

低碳方式进行祭扫。

□本报记者 章磊 摄

◀预约祭扫的市民正在接受民警

及墓区工作人员的相关检查。

□浦东公安 供图

清明现场祭扫首个周末秩序井然
墓园人性化举措推广文明祭扫

浦东警方发布清明祭扫出行提示

高东镇把好“三把锁”

企业按下复工复产“加速键”社区幕后英雄多角色护“闭环”

临港开放市民大学
平台正式上线
6门公益课由名师教授主讲

上野首只红猩猩
迎来周岁生日
园方邀请观众投票取名抗疫·凡人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