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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向往的健康生活令人向往的健康生活
——记“美丽庭院”五星户李卫忠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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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保、教女有方。这是惠南镇桥北村村民

对“美丽庭院”五星户李卫忠家庭的一致印象。这

个五口之家不仅创造、维护了绿色宜人的居住环

境，还全家一齐参与到健康、向上的生活氛围营造

中，过着令人向往的生活。

李卫忠家的院子并不大，但院子里种了足足一

圈的花草，将整个院子包拢起来。“我家种花讲究种

类多，院子里 40多盆花草，基本没有重复的品种。”

李卫忠自豪地说道。而在他家这幢 3层小楼中，绿

化也遍布各个角落，配合窗明几净的居家环境，令

人心情愉悦。

这些成功主要归功于李卫忠的女儿李英，她是

一名花草爱好者，多年前就开始自学花草种植知

识，并一盆盆地栽种培育。“伺候这些花花草草，是

我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件事，花草很娇弱，对待它

们就像对待一个个小孩子一样，而照顾好了它们，

它们也会用鲜艳的花朵来回报你。”李英说。

村民都知道李卫忠家爱好种植花草，自己遇到

什么栽培上的问题，都会上门请教，李卫忠一家人

也会耐心地讲解教授。尤其是“美丽庭院”创建工

作开展以来，一家人集体出动，不仅积极投身到自

家“美丽庭院”星级户的创建中，把庭院内外整理得

干干净净，还带领邻居一同开展卫生整治，用美丽

的花草妆点村庄。

“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这句警语被

制作成标牌，悬挂在李卫忠家的大门外，而这也正

是一家人对自己的警醒。“这句话提醒我们做任何

事情都要有分寸，不能沉迷其中，就比如说种植花

草，虽然这是一个陶冶人心的兴趣，但也不能一门

心思地投入其中，一家人的生活要经营，我们也有

孙辈要培育，这些都是更加重要的事情。”李卫忠

说。

除了蔓延的绿色外，李卫忠家中的墙壁上、楼

梯上，随处可见十字绣作品，这些都是李英另一个

身份——女红达人的展现。“我生活的重心在家中，

因此也培育了各种各样的兴趣，来充实自己的生

活，而我觉得十字绣这门手艺，不仅能让家庭变得

更加温馨，也能锻炼我的耐心与审美。”李英说。

时而操弄绣针，时而伺弄花草，同时不忘干家

务、教育孩子，李英就这样过着充实的每一天。而

更令人敬佩的是，一家人多年来还一直保持着健康

的生活理念，这不仅体现在少油少盐、细嚼慢咽的

饮食习惯上，还体现在一家人的运动观念中。

在李卫忠家三楼，藏着一间迷你健身房，里面

不仅有专业的跑步机，还有各种运动器械，李英还

有一片自己专属的瑜伽区域，让自己的身体与心灵

在锻炼与冥想中得到放松。

如今，“美丽庭院”创建活动已经家喻户晓，李

卫忠一家五口也在继续用他们积极健康的生活方

式，影响着身边的村民，一同过上健康向上的生

活。

□本报记者 赵天予

■本报通讯员 许君 江萍

本 报 记 者 严静雯

11月 9日晨，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收治

的一位病人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患者居住地祝桥镇营前村被列为中风险地

区。从收治到确诊及防控，浦东新区人民

医院展开了一场与病毒赛跑的战“疫”急先

锋行动。

当日凌晨，医院护理部、医务部、院办、

医学装备部、后勤保障部等职能部门迅速

反应，组织全院护士储备和紧急救援队后

备力量，组建起紧急采样队储备力量。清

晨6点，护理部主任江萍接到通知，需紧急

派 30名护士组成采样队前往祝桥营前村

采样。“半小时后出发！”指令下得很急。不

容多想，江萍和值班护士长金霖拿起电话，

一一通知采样队核心队员。

睡梦中的消化科护士小王接到金霖的

电话：“收到，护士长，我洗个脸刷个牙就出

门。”

电话那头急了：“还洗什么脸，穿上衣

服就出来！”

就这样，30名带着“起床气”的队员从

四面八方奔向医院。联系现场、整理、搬运

物资、集合、上车、出发，到达营前村后，本

有些倦意的队员们立即精神抖擞，投入到

采样工作中。现场分区、穿好防护服、核对

登记信息、采样、清点转送标本、维持秩

序。队员们按部就班，连续工作了 7个多

小时，完成了采样任务。

除了采样任务，这群先锋队成员还要对

村民做好心理疏导。“阿妹呀，我们就这样被

‘关起来’了，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是不是

会得这个病呀，现在儿子女儿也进不来，怎

么办呀？”营前村的吴奶奶面露愁容，向带队

的周艳诉起苦来。周艳是护理部副主任，曾

多次担任隔离点领队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抗

疫经验。她安慰老人：“奶奶，你不要急，这

个病毒也不是这么可怕的，接下去14天，每

天都会有人关心你，会给你们送吃的东西和

生活用品，你每天照样可以在村里晒晒太阳

唠唠嗑，不过你一定要戴好口罩哦。”

令江萍感动的是，每次接到采样任务，

护士们都主动报名。“最近上海早晚温差很

大，经常出发的时候阳光明媚，回程时已华

灯初上甚至凌晨三四点，气温要相差10多

度。”她多次安排替换人员时，队员们都表

示要坚持下去。江萍虽然在后方值守，但

是她每次都在医院等着队员们回来，“是我

安排她们出去的，所以他们不回来我也不

能休息，总盼着她们能早点回来。”在联系

院部、工会提供物资保障，做好一系列后勤

保障工作之外，江萍每次都要在办公室烧

好热水等队员们回归，让她们能在第一时

间暖暖身子。

11月 10日-24日，医院又陆续派出了

十组采样人员，共采样数千人次，祝桥营

前、六团储店、机场、祝桥新生小区、金湾佳

园……这支战“疫”急先锋队伍一次又一次

深入到各个场所甚至中风险地区开展紧急

采样任务。

近日，医院又发起招募令，向全院党支

部、团支部、各科临床科室、行政后勤各部门

发出倡议，计划组建一支300人的采样队。

■本报记者 章磊

几天来，不少康桥镇居民关注最多

的，就是周浦明天华城小区的动态。与

中风险地区相距不远，大家心态如何？

日子过得怎样？11月25日，记者前往康

桥镇多个公共场所实地走访。

上午 9 时许，沪南路上的康桥镇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一片繁忙景象。入

口处，两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维持

着秩序，提醒前来办事的市民戴好口罩、

隔开一米距离、出示随申码、测量体温。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副主任陶

培红告诉记者，每年 11 月至 12 月都是

市民办理业务的高峰期，最近人数未见

减少。

市民林佳杰前来更换儿子的就医记

录册。取号、等候、办理……一系列流程

进展十分顺利，几分钟内就办理完结。

“人流分散得比较好，防护、检测什么都

蛮好的，很放心，没有太多顾虑，大家都

做好分内事就行了。”他对记者说。

市民姚瑜磊则选择了在工作人员

指导下，到自助服务区的自助机上更换

就医记录册。“自助服务不用排队，比较

方便，还能减少与别人接触，更加安

全。”她同样对服务中心的防疫措施感

到很放心。

上午10时15分左右，记者来到位于

秀沿路上的康桥镇文化服务中心。入口

处，多位乒乓球爱好者正排队接受测温，

并扫描二维码验证。

文化服务中心主任计红告诉记者，

中心恢复开放后，包括乒乓球室、篮球场

在内的各类场馆都采用预约制。

没多久，位于 5 楼的乒乓球室就传

出了乒乓球跳动的声音。家住康桥老

街的张继香和丈夫都是乒乓球爱好者，

几乎天天来打球。在她看来，多运动锻

炼身体，增强免疫力，也是防疫的一种

方式。“这里有测温、消毒，都很齐全。”

她说。

位于二楼的图书馆，则不像乒乓球

室那么热闹，稀稀拉拉坐了五六位市民，

各自占据了一张桌子。一名戴着手套的

工作人员，在整理着书架上的书籍。

张建民从外地来到康桥带孙子。发

现了这个图书馆后，他几乎天天都会过

来看看书、杂志。“大家都戴着口罩，防疫

做得挺好，没什么好担心的。不过，这几

天的确人少了很多。”他告诉记者。

计红介绍，确诊案例公布后，文化服

务中心进行了研究，最终决定保持各类

场馆开放，以此满足周边居民的文体活

动需求，同时加强消毒、控制人数等防疫

措施。“不过，我们的文体团队活动和大

规模活动都暂时停止了，将更多精力用

在防疫和满足居民需求上。”

■本报记者 李继成

连日来，上海市本地疫情发展受到

了各方关注，精准防控，做好“流动”的

闭环管理显得更为重要。杨高公交就

有这么一群转运“急先锋”，昼夜不停地

投入在防疫转运任务中，执行着闭环管

理的关键环节。

退伍不褪色 困境显担当

11月20日深夜11：45，杨高公交周

浦分公司 451 路驾驶员徐颜结束了一

天的营运工作，刚进场熄火停车准备回

家时，得知公司正在召集应急转运人

员，他不假思索，立马找到了当值线长，

要求加入转运队伍。

“线长，召集驾驶员转运工作也算

上我一个，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你一天营运下来很累了，要 24小

时待命，吃不消的。”线长关心地说。

“没事，我年轻扛得住，当过兵的啥

苦没吃过？你就让我加入吧。”这位退

伍的年轻小伙深知“疫情就是集结号”，

在他的请求下，线长最终同意了他参加

这次紧急任务。

凌晨 1点，工作了一天的小徐和伙

伴们出发，驱车赶往指定任务地点，他

们开着保障车一车次、两车次地来回，

直到上午 10 点多，才有机会躺在休息

室的躺椅上小眯一会，时刻准备着出下

一趟任务。

集结号一响就出发

11月 21日这晚，对于A3实习驾驶

员沈云来说非常特殊，原以为只是旁观

者的自己，在那一夜也成为了转运队伍

里的一员。

这天由于公司刚刚接到相关转运

任务，作为实习驾驶员的沈云原本只需

要完成协助发放防疫物资的工作后就

可以回家。但随着夜幕降临，沈云发现

转运人员还缺 1 名，集合时刻迫在眉

睫，此时，他主动向公司领导提出愿作

为一名转运“急先锋”，与其他同事一起

前往防疫一线。

在听取了执行任务的具体工作要

求，学习完个人防护知识后，当晚，小沈

就和其余 9 名第一批转运人员一起出

发，从当晚22时至次日中午12时，14小

时连续作战，小沈和他的团队共完成39
个转运班次，安全运送536人。

“这是我第一次穿防护服，和平日

开车最大的不同就是这 14个小时中不

能喝水、吃饭，连厕所也不能上，穿防护

服唯一的好处就是能稍微抵挡一下冬

日夜晚的寒风吧，没想到我也会成为一

名公交转运人。”沈云说，“只要集结号

角一响，我就会出发！”

时隔6个月再赴“战场”

11 月 21 日晚，当公司转运任务发

布的一刻，85路驾驶员金辰再次穿上了

他熟悉的那套防护服，踏上了那条他熟

悉的转运路。

“在接到任务的那天，我还在 85路

上当班，虽然知道秋冬季疫情有可能会

反复，没想到来的那么快，在机场应急

的那段日子回忆起来仿佛还在昨天。”

金辰表示。

金辰是今年公司第一批前往机场、

守护东大门的转运人员，从3月5日到5
月11日。从机场回到线路上那一刻，平

静而有规律的生活让他从心底感到幸

福，他说：“只有畏惧生死才懂得生命可

贵，只有经历过危难才知道生活不易。”

时隔 6 个月，穿隔离服、车辆例行

检查、等候转运人员、送到指定地点、回

场消毒这套流程金辰做起来仍旧非常

熟练，一辆车 3班倒，24小时不间断作

业的工作机制，都是当初在机场应急时

做惯的，这次不同的是接送医院的工作

人员。

“再次回到战场，我仍然会打起 12
万分精神，这是一场和时间、和病毒比

输赢的战役，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信

念，团结一心，我们一定能行！”再次出

现在战“疫”一线的金辰，更添了一份笃

定和信心。

公交司机勇担防疫转运任务

“集结号一响，我就会出发”

与病毒赛跑，采样队半小时集结完毕
——记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战“疫”急先锋行动

加强消毒 控制人数

周边居民办事休闲未受影响

防疫不松劲

市民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自助办理业务。 □闵迪 摄

杨高公交司机整装待发。 □杨高公交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