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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章磊

“我高烧2天了还没有退下来，居

委有药提供吗？”“我家也没药，有什么

办法吗？”……近日，高桥镇富特三村

小区内陆续有居民感染新冠病毒，感

染者反映普遍存在高烧不退、疼痛难

忍，外加市场上涉疫药品缺货、断货，

引起了不少居民的恐慌与不安。

为此，富特三村居民区党总支

发出倡议，“邻里间多互助、共担

当”，发挥业主群“帮帮团”作用，化

身“药品互助群”，让有限的药品资

源发挥最大作用。

倡议一出，居民们纷纷点赞，居

民郑大江当即在群里表示：“需要什

么，大家群里说一下，群策群力，抱

团共渡难关。”随后，一幕幕暖心的

送药画面在富三业主群里开始延

续。

孩童、孕妇感染新冠病毒后，深

夜发高烧不退，一条条紧急求药的

信息在业主群里发布：“救急，群里

有美林吗？高烧泰诺吃了降不下

来”“有儿童退烧药的吗，急用。”“请

问一下大家家里有泰诺林或者对乙

酰氨基酚的吗？家里孕妇今天测

阳，发烧了。”

群里的业主们看到后纷纷伸出

援手，有支招多喝水的、有建议推拿

按摩的，有提议毛巾包冰块冷敷的。

更有不少人主动贡献家中的药物，

“我支援你半瓶美林”。“我一半你一

半”的分享精神，足以温暖求助者的

心。邻居们关切的言语、温暖的举

动，让原本素并不熟悉的邻里之间变

得亲密，也让整个社区变得更融洽。

富特三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沈

晓颖说，随着各地不断优化调整疫

情防控措施，医疗用品需求激增，特

殊时期，希望居民们不要焦虑、理性

应对，建议适度备药，合理用药。“除

了用药，对抗疾病更需要好好休息，

多喝水，保证营养，适量运动等不断

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而且大家一定

要做好个人防护，进出公共场合要

规范佩戴口罩、减少接触、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与此同时，富特三村居民区党

总支也呼吁，接种新冠疫苗是预防

新冠病毒感染、降低新冠肺炎发病

率和重症率最有效的手段，尚未接

种疫苗的适龄人群、未完成全程接

种的人群，特别是 60岁以上符合接

种条件的老年人尽早尽快完成疫苗

接种，共同努力构建群体免疫屏障。

■本报记者 张诗欢

12月 20日，26岁的餐饮店厨师

刘尹，一早没有去餐厅上班，而是来

到了一家叮咚买菜前置仓报到。她

工作的餐厅今年提前放假，让员工

返乡过年，在朋友圈看到叮咚买菜

招聘一线临时工的消息，她便立即

报名了。

寒潮叠加疫情等原因，上海市

民线上买菜的需求迅猛增加。在刘

尹上岗的这个前置仓，这两天的订

单环比上周上涨超过 50%，周末的

订单量更是增长了一倍，面临较大

的人手缺口。

第一天报到的刘尹，主要任务

是帮助分拣员理货、分拣商品，提升

站内运转效率。

据叮咚买菜人力保障负责人介

绍，为了应对订单上涨，更好地服务

民生，叮咚买菜已经加大配送员的

招聘力度，扩大人员储备池，同时通

过员工内部推荐、招聘临时工等方

式，增加人员储备。

32岁的湖南邵阳人艾鹏程和26
岁的彭程，都是通过“员工内推”的

方式，刚刚加入叮咚买菜的新配送

员。他们此前在老家做快递工作，

前几天专门驾车数百公里，从湖南

老家来到上海。

艾鹏程说，他的一个同乡好友

在上海做叮咚买菜配送员，得知他

们最近想外出工作，就帮忙推荐给

了叮咚买菜的招聘部门。艾鹏程和

彭程通过了线上面试，到了上海，办

理好健康检查、入职流程等。到记

者发稿时，他们已经在浦东的北蔡

站熟练地给用户送单了。

艾鹏程说，他们打算长期留在

上海做配送员，过年期间也会留守

上海，因为叮咚买菜正好有“过年不

打烊”的活动，过年期间送单的收入

更高。“再说，总要有人留下来送菜

嘛。”艾鹏程笑着说。

据悉，像这样通过各种渠道补

充的配送员、分拣员等一线员工，已

经有数百名，有效补充了叮咚买菜

前置仓的一线人力缺口。

为确保上海市民菜篮子不断

供，叮咚买菜成立了专门的保供专

项小组，在采购端加大备货量的同

时，也针对分拣员、配送员等紧缺岗

位，采取多项措施确保人力充足。

各站点也会储备充足的消杀及防疫

用品、药品，保障骑手送单安全。同

时，叮咚买菜开启“大时段集中配

送”方式，将之前的半小时达，暂时

改成2小时送达，保障充足的运力。

“未来，叮咚买菜大部分站点一

线人力紧张的态势会得到缓解，建

议上海市民无需囤菜，按需下单。”

叮咚买菜人力保障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公布第

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其中，由上海市

委宣传部选送、著名作家孙甘露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千里江山图》荣获图书类优秀作品奖。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千里江山图》热忱描绘波澜

壮阔的历史进程，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谱系，是上海文

学界、出版界向党的二十大献礼的重点作品，也是孙甘露酝酿多

年、潜心创作的一部以文学笔触为时代存真、为人民放歌的作品。

《千里江山图》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惊

心动魄的历史故事。1933年，腊月十五，一场秘密会议突然被冲击，

一半与会者被抓。一个叫陈千里的党的地下工作者临危受命，继续

执行绝密计划，在众目睽睽之下展开一场事先张扬的转移险战。

整部小说节奏极快，情节密度高，语言动感强，形成了一种

激情美学叙事的动态结构。同时，隐蔽战线里每个人物的内心

世界跃然纸上，他们是父亲，是爱人，是兄弟，他们的身影掩映

出没在上海、广州、南京的市井街巷。他们以忠诚与信仰、勇毅

与牺牲，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上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较

量，成就了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红色传奇。

作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

席、浦东新区文联主席，孙甘露被认为是“先锋派”作家代表。在创

作《千里江山图》时，他已然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小说的题材、人物

塑造、叙事方式都呈现了很大的变化，从扑朔迷离的先锋叙事转向

了朴实平整的现实叙事，为革命历史叙述提供了新的艺术可能。

“从根本上说，百年来，这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涌现了多少

人，多少思潮，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从这样一个角度切入写作，

从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切入写作，从这些风华绝代的人物切入写

作，是作者的幸运。”孙甘露在创作感言中表示，这个故事发生的时

代已经逐渐远去，那些隐姓埋名的烈士，那些以假名或者外号出生

入死的烈士已经长眠地下。缅怀他们，记述他们的事迹，使其传之

久远，其旨意正是内在于文明的结构之中。江山千里，绵延不息，

田野上、城市间劳作的普通人，擦拭汗水时，当会心怀感念。

《千里江山图》先后入选中宣部全国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

版专项规划、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选题规划。图书出版后产生

了广泛社会反响，获本届“五个一工程”奖外，先后入选月度“中

国好书”“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好书荐读书目等重要榜单。

■本报记者 黄静

40多年前，一对好心的夫妇收留了胡晓萍，用无私的爱温

暖着她。40多年后，这个女孩已成家立业。她刻苦学习、努力

工作，在长达20多年的临床护理工作中，先后担任监护室、急诊

的护士长，并成为浦东新区优秀医学人才，先后发表论文 8篇，

核心期刊5篇，负责并参与的课题有5项，拥有国家专利证书一

项，技术发明5项。

胡晓萍还承担了大量的护理教学任务，个人临床带教护理

本科生 300余人次、大专生 400余人次、护生 80余人次，为社会

培育出一批批优秀的护士。同样也是“白衣战士”的丈夫，既是

资深临床医生，又是行政干部，加班加点是常态。然而，他对待

工作没有丝毫松懈，病人和同事无一不对他伸出大拇指。这对

医务伉俪携手同行，家庭美满和睦。

夫妻二人还秉持着孝亲敬老的家风。即使工作再忙，胡晓

萍也不忘照顾年过七旬的公公婆婆、养父养母和八十多岁的亲

生父亲。养母半月板损伤，走路不便，胡晓萍和丈夫坚持每周

推轮椅带养父母外出，为老人做可口的饭菜。胡晓萍的亲生父

亲患有智力障碍和帕金森症，但她和丈夫不嫌脏不嫌烦，坚持

照料父亲。胡晓萍与公公婆婆同住，忙碌一天回家已很疲累，

可她说什么也不让老人家们多做家务，夫妻俩互相帮衬，坚持

轮流操持家务。亲戚朋友们每每谈起这一点，不善言辞的公公

婆婆都赞不绝口。

胡晓萍家庭平凡却温馨，点滴间传递着朴实的人间大爱。

■本报记者 李继成

“报告值班长，北线 NK2+980
发生两车事故，车辆已经起火。”值

班长：“收到，立即启动《火灾应急预

案》。监控员，立即通知 110、119、
120……”

浦东大道地道将于 12 月 23 日

24时正式通车。为落实浦东大道地

道开通后的应急管理，提升城市防

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

置保障能力,切实保障城市运行平

稳有序和人民出行安全，12月 20日

下午，多部门联合开展了浦东大道

地道通车前应急演练。结合浦东大

道地道的实际情况，演练以应急预

案为基础，共设置两个科目。

演练科目一为延安东路隧道发

生车辆事故，造成交通严重拥堵。浦

东大道地道通过切换北线情报板提

示车辆绕行，展现浦东大道地道与延

安东路隧道应急联动处置能力。

演练科目二为浦东大道地道车

辆火灾事故。浦东大道地道内北线

民生路进口至福山路出口之间，两

辆轿车追尾相撞引发火灾事故。浦

东大道地道管理中心中控室立即启

动应急处置机制，110、119、120闻讯

出动，隧道内消防水喷淋、广播、情

报板、信号灯、风机同步联动开启；

应急救援队伍及交警在第一时间到

达事故现场后，对各道口进行临时

围封，疏散现场人员及社会车辆并

开展救援，消防队伍组织人员营救，

并现场灭火；医疗急救人员对伤员

进行前期处理后，送往医院进一步

治疗；应急救援队伍将事故车辆牵

引带离地道、清扫现场后，事故现场

处置全部完成。

演练检验了交通、消防、公安及

卫生等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战机

制，多方应急联动平台的实效性和

可操作性，将有效提高浦东大道与

延东隧道事故联动处置、车辆火灾

事故的实战处置能力。

浦东大道地道全长 6.1公里，西

接延安东路隧道，沿世纪大道、陆家

嘴东路、浦东大道，向东延伸至浦东

中环线，形成全长8.3公里一体化隧

道。通车后，浦东大道地道将成为

浦东新区最长的公路地道和重要交

通走廊。为保障地道运营，2022年7
月，浦东新区城道中心联同城市运

营集团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前置启

动对接项目建设工作。全面开展项

目资料收集、现场踏勘，积累项目建

设期数据，提前编制各项运维方案；

完成项目设施设备量标准化、规范

化整理，实现通车同步上线浦东大

道地道全生命管养平台。目前，维

养人员、车辆已全部到位。

据悉，浦东大道地道的总体管

养思路以运维管理一体化、应急联

动协同化、维养管理数字化为核心，

采用基于数字治理的超长地下通道

全生命周期智慧运营模式。

特殊时期邻里互帮互助 群策群力共渡难关

小区业主群化身为“药品互助群”

市民线上买菜需求迅猛增 平台多重举措保障运力

厨师到前置仓报到 外地“小哥”赴沪做骑手

孙甘露《千里江山图》
荣获第十六届“五个一工程”奖

甘心奉献的医务之家
——记上海市文明家庭胡晓萍家庭

通车在即 以练备战

浦东大道地道开展应急演练

工作人员正在分拣产品。 □叮咚买菜 供图

工作人员为“起火”车辆进行灭火。 □浦友 摄

本报讯（记者 黄静）今日冬至，冷空气返场。浦东气象台

预报，今晨有较强冷空气开始明显影响本区，气温将显著下降，

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可达6-8℃。

昨天清晨，由于高空槽快速过境，出现了短时小雨。有了

云层的保温作用，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回到了 5-6℃附

近，最高气温大多在 11℃上下。不过，刚回暖了两天，冷空气

就再次出动。北方一股较强冷空气已经南下，昨天 8时它的前

锋到达河套地区东部，预计今天早晨开始影响本区，气温将明

显下降，并伴有 6-8级西北大风。

巧合的是，今天正值二十四节气的冬至，“数九寒天”正式

拉开帷幕。今起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可达6-8℃，23日早晨本

区最低气温零下 3℃，有冰冻，同时陆地最大阵风 7-8级，沿江

沿海地区8-9级。降温叠加大风的影响，可谓冷上加冷，外出穿

上厚外套防风防寒不可少。气象部门还提醒，空气仍比较干

燥，相对湿度在70%-35%，要注意适当补水及用火用电的安全。

今日冬至 冷空气返场
注意防寒及用火用电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