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连线

一起往前冲，一起战斗，一起回家
上海三批援鄂医疗队领队及部分专家会师武汉金银潭驻地，交流心声

昨天下午，上海三批援鄂医疗队领队与部

分专家会师于武汉金银潭驻地。 “上海首批医

疗队可以说是目前来得较早、救治出院最多的

队伍。 ”首批援鄂医疗队领队、上海市第一人民

医院副院长郑军华表示。 三位领队齐聚首，共

同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工作展开了热烈

交流和讨论。

上海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领队、瑞金医院副

院长陈尔真告诉记者，专家们总结了上海援鄂

医疗队前段时间的工作情况，针对所遇到的一

些个性及共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交换了各方

在救治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欣慰： 两例患者预计很快
可以出院

自 1 月 26 日下午正式开始收治病人算

起，不知不觉间，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的救治

工作已开展整整一周。 郑军华告诉记者，目前

金银潭医院两个病区共收治 55 名患者，其中，

北二楼的 31 名患者中有 10 名属于重症患者；

北三楼的 24 名患者中有 4 名重症患者、20 名

危重症患者。

值得高兴的是，有两例患者目前核酸检测

已连续两次呈阴性，预计很快可以出院。 “对于

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病人出院更值得高兴的

事。 ”郑军华说，尽最大努力救治尽可能多的患

者，是上海医疗队驰援武汉的初衷，大家都是

为这个目标而战。

连日来，医疗队员的生活保障、物资供应

一直牵动着大家的心。 “从出发到现在，我们收

获了来自家乡的无数关心。 目前，上海援鄂医

疗队物资供应到位，防护用品也已到位。 上海，

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陈尔真说。

1 月 28 日晚，上海第三批援鄂医疗队 148

名队员携 11.7 吨物资抵达武汉。从与武汉市第

三医院对接、组织防护培训，到正式进驻武汉

三院， 第三批医疗队已全面接手各科室工作，

包括普通病房、重症病房，涉及检验、治疗等。

可以说，短短几天内，第三批医疗队已基本形

成有序工作机制。

郑军华告诉记者， 上海援鄂医疗队采取了

最高级防护等级， 尤其是进入污染区的医护人

员，均按最高等级穿戴 N95口罩、护目镜、防护服

等。 他强调，对于一线人员一定要做到最严防护。

感动：严防感染，护士们含
泪剪去长发

“自从第二批医疗队增援金银潭医院后，

我们的工作‘轻松’了不少。 ”上海市第十人民

医院骨科康复护士许虹对此很感动，原先 8 小

时一次的排班因为援军到来而恢复到 4 小时。

除了悉心照护病患外，严防感染是护理团

队最为认真对待的事。 “我们的原则是，穿好防

护服后，一根头发丝都不能露在外面。 ”许虹

说，为了确保安全，这几天姑娘们纷纷用队员

自带的剪发工具在卫生间相互剪发。

自进入武汉以来， 首批医疗队已有 10 余

名队员陆续剪去长发。 这几天，也有志愿者上

门为第三批医疗队队员提供理发服务。 想到漂

亮的长发就要剪短， 有人不舍地流下了眼泪，

但护士们还是义无反顾，齐耳的短发成了抗疫

前线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动人的瞬间还有许多。 瑞金医院北院护士

叶夏莉和叶倩茹， 为了挽救重症病患的生命，

在 ECMO（体外膜肺氧合 ）上连续工作了七个

小时。 出来的时候，两人的衣服全部湿透。 “在

这数小时连续工作期间，不能吃、不能喝，也不

能上厕所。 ”上海市第五康复医院护士吴海燕

说，为了能够连续工作数小时，她们上班前基

本都只吃“干粮”。 长时间连续工作的痕迹在松

江区方塔中医医院护士邢丽莎的面庞上清晰

可见———护目镜变成了万花筒，清秀的脸庞被

口罩“挤扁”。

在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全体党员动员大会

上，陈尔真动情地说：“不破楼兰终不还！ 出发

时我就已经说过，我们要以最坏的打算、最大

的努力，实现最好的结局。 ”

一起往前冲， 一起战斗， 一起回家 。 这

是上海三批援鄂医疗队最朴素、 也是最动人

的心愿！

■本报记者 李晨琰 赵征南

■本报记者 祝越 首席记者 顾一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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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约登记，不用一早去排队

昨天上午 8 点 10 分， 记者来到静安区
天目西路街道和泰花园居委会， 发现门口并
没有人排队。 “我们这次仅限现场预约，从头
到尾没有出现过大排长龙的情况，周边 12 个
居民区问下来情况也差不多。 ”该居委会工作
人员说，“说明大家现在购买口罩比较理性。”

8 点 15 分，第一位预约居民来到现场。

在进口处，工作人员先对她进行测温，确认无
恙后查验了她的户口本和身份证， 而后向她
发放“和泰花园口罩预约登记号 001 号”。工
作人员说，如果预约者的户口不在此地，则需
提供这里的房产证。

“001 号”居民领完号后，穿过走廊进入
居委会活动室， 这里有一大片空旷区域被暂
时辟为等候区。她在一张放着“和泰花园登记

处”台卡的乒乓桌前落座，再次将身份证、户
口本交给工作人员， 由其在打印好地址的表
格上核对填写信息及预约号。

之后，“001 号”居民再移步后一张乒乓
桌 ，在这里用 “001 号 ”票券领取 “预约凭
证”。 在凭证上，写有预约药房的具体地址和
领取方法。 “阿姨，我们居委会会电话通知您
去药房买口罩的。”工作人员说，“这张预约凭
证收收好，不能掉了噢！”随后，该居民在工作
人员引导下，从另一扇门离开。

记者昨天在现场发现，8点 30分之前，仅
6位居民提前到来。午饭时间人流相对集中，但
最长的队伍也就排了三四人。 最早来登记的居
民 8点 15分到达， 最晚的下午 4点 15分前
来。据了解，和泰花园居委会全天在现场共计发
放预约凭证 211张，其中，33户居民已接到药
房通知，今天即可前往购买口罩。

微信预约后，他们礼让购买份额

昨天起，上海实行“居村委会预约登记+指
定药店购买” 的方式优化口罩供应。 预约登
记的首日， 很多人在登记购买口罩， 也有些
人却礼让购买份额， 甚至捐赠储备的口罩，

小小一个口罩映射出浓浓的“邻里亲情”。

昨天一早开放口罩预约后， 静安区汾西
路 88 弄居委会便接到一个电话， 小区老党
员、老“三八红旗手”赵阿姨来电表示，自己年
纪大了，尽量不出门给大家添麻烦，愿意将自
己家的购买份额让给那些要上班的年轻人或
急需用口罩的家庭。

闻喜路 251 弄黄阿姨主动将此前单位分
发给她的 50个防护口罩捐到居委会，并提出将
预约口罩的份额让给小区其他有需要的居民。另
一边，住户唐阿姨一早来到居委会，说自己母亲

最近因病住院，每天都需要不少口罩，现在家中
口罩已断货，正急着四处寻觅购买。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 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小区微信群里告知
大家，首批口罩数量有限，望居民礼让相助。 消
息一出， 立即得到 12号楼一位年轻居民的回
复，表示此次可将份额让给唐阿姨。

临汾路 375 弄郭阿姨是 80 岁的社区老
党员， 在疫情防控期间默默地将家中近 50

个口罩无偿发给楼组和小区中有需求的居
民。 而居民沈大哥则主动将家里积存的 65

个口罩送到物业保安等人员手中。

该弄 363号楼的楼组长周阿姨也用自己
的方式传递着“口罩情谊”，她长期结对关心楼
组里的独居老人———88岁高龄的姜阿婆。 阿
婆长期患慢性病在家，没有口罩，出门看病极
不方便。 得知可以微信预约购买口罩后，周阿
姨第一时间跑来居委会请教如何操作。

■本报记者 单颖文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沪上217.5万户居民完成口罩购买预约登记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昨天是上海各居

村委会开始受理口罩预约登记的第一天。 经

过市、区相关部门和街镇、基层社区日以继夜

工作， 全市 16 个区 215 个街镇 6077 个居村

委会均如期启动预约登记，首日工作总体平稳

有序。 来自市民政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昨天下午 5时， 全市已有 217.5万户居民完

成预约登记 ， 占全市常住人口总户数的

26.25%。 按此速度，预计四天内全市有购买口

罩需求的家庭基本都能完成预约登记。

为了做好预约登记工作，本市各区、各街

镇抽调大量机关事业单位干部或派出所、城

管、网格工作人员充实到基层社区一线，帮助

工作、疏导人流。 各社区也做好了充分准备，

尽可能选择较为宽敞、相对隔离、通风良好的

场所作为预约登记点，并强化清洁、通风、消

毒等卫生防疫工作。 预约登记启动后，各社区

居村普遍采取“定点定距”的排队方式。

在此之前，各区、各街镇、各社区也采用

贴公告、发微信等方式，引导居村民群众错峰

登记、错时登记。 不少有些口罩储备的居民群

众发扬邻里互助精神， 自觉谦让急需口罩的

邻居先行登记。 不少社区老年人表示，原本他

们无力到药店排长队购买口罩， 现在有了预

约登记购买的举措，也能确保买到了。

在细致做好预约登记点线下登记的同

时，各街镇、各社区在确保以户为单位、排序

公开公平的基础上，也试行了小程序、电话、

短信等多种线上预约方式。 此外，有些居村委

会还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推出为社区老年人、

居家隔离人员、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众“代预

约”甚至“代购”的暖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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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口罩筑起大大的安全防线，希望能暖到你！
樊丽萍

小小一只口罩， 如今成为很多邻里间寒

暄的热门话题。 “去居委会登记了吗？ 登记好

了等通知才能到药店去领。 ”

除了善意的相互提醒， 还有很多温情藏

在口罩的背后。

这两天，在医院，好几位医生被不经意间

“暖”到了。 原来，各大医院正常门诊眼下都已

陆续恢复。 为做好发热病人的分流，医院方面

自然有预案；但有些人考虑到，不管坐诊看什

么科，医生接触疑似病人的概率总比”宅”在

家的普通人要高， 所以就毫不犹豫地给自己

多年不曾联系的“救命恩人”寄去了口罩。

在社区， 除了大家看得见的有序排队登记

购买口罩的场景，还有一些“暖流”，在人们的指

尖流淌、传递。 在一些小区，楼组长和居民自发

呼吁：家里有口罩的可以缓一缓登记，让有急需

的先去登记；在有的楼组微信群，有人想到了邻

居，主动“请缨”：“隔壁阿婆 90 多岁了，我去问

一下，能否拿着她的身份证去代领”……

一只小小的口罩，照出人性的光辉，照出

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常言道，千百次锦上添花，比不上一次雪

中送炭。 大疫当前，人们猛然发现，除了“逆

行” 在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一次次让我们泪

目， 在身边， 很多普通素人———他们不是干

部，不是志愿者，就是住在隔壁的不怎么熟的

邻居，可他们的微小善举，就像阳光一样，温

暖着周边的人。

除了自助，还有互助；风雨同舟，共渡难

关！ 眼下，在全市各条线联防联控、共同抗击

疫情的时刻，这道“防线”因为有了更多人的

参与，显得更有力量。

可能，从现在开始，每个人从进出小区，

到进商场、超市，再到坐地铁出门……“防线”

的设立让大家每天排队的次数增加， 等候的

时间变长，但请记得，不给人“添乱”“添堵”，

遵守秩序、文明礼让，拿出更多的耐心和理解

也是一种美德， 小小的善举也可以迸发强大

的力量。

众志成城， 我们必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战！

上海援鄂医疗队临时理发室内， 遍地都是队员

昔日的长发。

（上海第三批援鄂医疗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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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预检， 进入居委办理预约。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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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到安全 温情互助
上海启动“居村委会预约登记+指定药店购买”口罩供应方式，基层社区有益探索让人眼前一亮

“间隔两米排队”“微信小程序”“电话预约”……

上海昨天全面启动 “居村委会预约登记+指定药店

购买”的口罩供应方式。 如何在满足市民需求、确保

公正公平的同时，尽量减少人员聚集等待、降低交叉

感染风险？ 上海基层社区工作者进行的不少有益探

索，让市民群众眼睛一亮，赢得不少点赞。

排队井然有序：自觉形成“安全距离”

一个视频昨天上午冲上了微博热搜： 视频中，

正在等待预约登记的大家自觉隔开两米左右的距离

排成队伍， 场面井然有序。

据了解， 视频记录的画面发生在闵行区吴泾镇

紫竹半岛居民区， 居委会书记魏兆梅向记者还原了

当时的情景———视频大约拍摄在上午 9 点， 当时陆

续前来预约登记购买口罩的居民， 还是像往常参加

社区活动一样， 自觉排成 S 形队伍。 魏兆梅和工作

人员看到后， 便引导居民绕着居委会门口的花坛排

成一列， 彼此间隔两米左右。

魏兆梅说： “居民们都很配合， 我们一说， 大

家就自觉把距离拉开了。 虽然队伍拖得比较长， 排

得也松， 但秩序还是很好的， 没有人插队。 虽然来

居委会登记， 居民要多出门一次 ， 但都能理解配

合， 对工作人员、 志愿者也是客客气气的。”

昨天， 紫竹半岛社区居委会共完成了 75 户居

民预约登记购买口罩 。 为了避免居民扎堆前来登

记， 居委会前一天晚上通知居民可以预约时， 特地

提示请大家分散前往， 并且还做了预案， 昨天早上

6 点多就有工作人员到现场准备。

微信小程序助力：每秒 60 人次登记

在静安区临汾路街道， 开始办理的 5 分钟内就

已经有 1200 人完成了预约。 这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与街道定制的 “临汾版” 微信小程序分

不开———以居民区为单位进行线上预约， 居民足不

出户就可以扫二维码完成预约登记， 速度快到每分

钟预约数峰值可达 380 人次左右 ， 每秒 60 人次 。

在线下， 街道请药店帮忙把口罩先行运到居民区，

居委会干部按照预约时间先后顺序通知居民购买，

实现 “少跑一段路， 少排一次队”。

事实上， 近几天来， 街道防疫工作领导小组已

就 “口罩如何合理分配”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

究， 他们引入 “民情日志” 分析系统， 对区域内人

员情况、 近期整体防疫工作及未来情况进行预判。

据分析， 临汾地域面积较小， 人口密度较高， 中老

年群体比重大， 如果简单照搬居委会预约、 药房购

买的方式， 必然会因排队造成长时间人员聚集， 给

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一定风险和压力。 同时， 街道也

听取了部分居委会和职能场所的意见和建议， 既要

方便居民预约， 又要减少因排队造成的人员聚集，

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最后， 街道决定开发微信小程

序， 进行线上预约登记。 同时， 招募一批青年志愿

者， 为小区内部分老人、 盲人及其他自行登记有困

难的居民提供代预约或上门服务。

电话预约：方便不同人群登记购买

“请再确认一下身份信息， 没问题的话， 我们

会上门发放购买凭证。”

昨天上午 8 点 30 分， 临港新片区滴水湖馨苑

居委会启动口罩预约登记， 却没有出现热闹的排队

场景。 为了减少居民因排队造成的人员聚集， 降低

交叉感染风险， 居委会采取了电话预约方式。

首个电话登记在两分钟内完成， 在一一记录下

居民住址、 姓名、 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之后， 居委

会工作人员完成了预约手续。

采用这样的预约方式与此前防疫工作中开展

的调研有关。 为避免居民现场登记预约购买口罩

造成不必要的人员聚集 ， 他们决定取消现场登

记， “考虑到小区里还有很多不会用微信等网络

平台的独居老人， 我们一开始就决定 ， 只接受电

话预约， 根据电话打进来的顺序排先后 ， 这也比

较公平。”

居委会核实信息后， 每天将根据指定药店供货

量， 按照预约登记顺序发放凭证， 让居民分批前往

购买。 记者在现场看到， 每个 “预约购买凭证” 都

有相应的编码， 上面注明 “接到购买通知后， 请于

购买的当日及第二日持本凭证购买， 逾期失效， 待

下一轮重新预约， 本凭证遗失不补， 购买后交药店

收回。”

定点定距
电话微信

代约代购
礼让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