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后”城管

解决队员“头等大事”

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 外出剪头发既

不方便又耗时， 对忙碌的城管队员而言更是如

此。 近日， 松江区洞泾城管中队的队员们享受

到了不出单位就能剪头发的福利， 而理发师就

是身边的同事———中队队员王利敏。

一件雨衣、 一把剪子、 一个剃刀、 一把梳

子……2 月 14 日中午， 刚吃完午饭， 王利敏

便早早准备了起来。 平时在家为孩子剪了几年

头发的她显得略微紧张： “水平有限， 大家可

别嫌弃。” 有人笑着给她鼓劲： “能帮我们解

决理发的难题已经很好了， 我们哪还会挑剔？”

也有人干脆地回答： “剃个平头得了， 方便。”

这段时间以来， 王利敏所在的城管中队已

组建了一支 34 人的志愿者队伍。 从除夕开始，

中队全体队员就一直加班加点、 24 小时连轴

转。 一方面， 队员们手头上的工作很多， 没时

间剪头发； 另一方面， 许多

理发店已暂停营业 。 大多

数队员都是春节前剪的头

发 ， 转眼已过大半个月 ，

许多人的头发又长又凌

乱。 有居家剪发经验的王

利敏看此情景 ， 就提出要

帮同事理发。

不一会儿工夫， 副队长

杨伟锋第一个剪好了头发 。

他特地跑到镜子前照了照 ：

“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剪过头发了，

也找不到地方剪， 效果还不错， 跟

我在理发店剪的差不多。” 从中午 11

点多忙到下午 1 点半， 王利敏共为 5 名队

友理了发。 解决了 “头” 等大事， 大家明显精

神了许多。 “清爽利落的城管形象， 不仅让人

看着舒心， 也更能让群众放心。” 中队教导员

徐兰评价道。

“50后”老艺人

非遗扁担戏“加油武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 ， 它四处游荡喳喳呼呼 ，

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 ， 没啥

事可别出屋， 出门一定要戴口

罩， 人多的地方别凑热闹。 没

事你就洗洗手……”

坐在高脚凳上， 崇明扁担戏

第三代传承人朱雪山手戴木偶套 ，

在红色绒布帷幔前的戏台里录着他的

扁担戏。 这是他最新创作的剧目———《让

那病毒快离开》。

崇明扁担戏， 是流传于上海崇明的民

间木偶戏。 老艺人一人一台戏， 既是演员，

又当伴奏， 手指演绎角色， 嘴巴演唱台词、

模拟口技。 “现在正是抗击疫情关键时期，

我想尽一份力 ， 宣传疫情防控相关知识 ，

引导村民自觉佩戴口罩、 减少外出活动。”

朱雪山说， 春节期间， 本应是家家户户最

热闹的时候， 也是自己演出的繁忙期， 但

今年受疫情影响， 大家基本都不出门， 自

己同样也没出门表演。

身闲心不闲， 宅在家中的朱雪山展开

了新剧创作。 他介绍， 这部 《让那病毒快

离开》， 从最初的构思到内容的确定， 再到

配音的选择、 木偶的服装， 以及后续的编

排演绎， 总共花了两天的时间。

因为没法出门演出， 朱雪山让儿子把

节目录制下来， 在微信朋友圈、 抖音上发

布。 很快， 朱雪山就收到了粉丝们的点赞

与留言： “音频通俗易懂、 节奏明快、 琅

琅上口。 朱老师这个剧真赞！” “这种宣传

方式不错 ， 效果杠杠的 。” 看到大家的反

应， 朱雪山高兴地表示： “看来大伙儿都

很喜欢这种宣传形式， 希望自己的新剧能

为抗击疫情作贡献。”

一副扁担， 一头挑起锣鼓钟磐金石之

声， 一头挑起生旦净末丑粉末春秋———最

近几年 ， 朱雪山铆足了对事业的热爱和

拼劲 ， 时常走入田间地头 ， 向大家讲述

扁担戏的历史故事 ， 传授表演技巧 ， 甚

至还把自己家改造成集表演 、 展览于一

体的民间艺术微型展览馆———“扁担戏之

家 ”。 这几天 ， 朱雪山又排了部新剧 《加

油 ， 武汉 》， 并将美好的期许裹藏在质朴

的歌词里。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少不了民俗乡音。

身为崇明扁担戏屈指可数的继承人， 已过

花甲之年的朱雪山使命在肩： “等我们战

胜疫情， 我还要继续在家门口， 去崇明岛

外演出， 让更多人了解崇明扁担戏。”

“80后”物业阿姐

开出免费打印作业“快闪店”

在松江区方松街道， 负责华亭新苑的物业

不仅主动包揽了小区孩子们的打印任务， 还帮

忙将打印出来的文件递送到家， 赢得了家长们

的点赞。

“因为疫情很多商家未开张，给学生学习带

来了不便，我们物业可以免费打印学习资料，有

需要的业主可以直接扫描二维码。 ”2 月 17 日

一大早 ，上海新贵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0 后

负责人冷春红发布了这样一则信息 ， 华亭新

苑业主报修微信群里很快就热闹起来。 “太及

时了！ ”家住珠江新城的陈女士说 ，最近女儿

班级的老师在家长群里发了寒假补充作业 ，

她正发愁没有地方可以打印。

免费打印的消息一经发布 ， 冷春红和物

业公司工作人员顾玉琴就忙开了 。微信群里

不断有业主发来学习资料 ，顾玉琴负

责打印 ，冷春红负责装订成册 ，并按

照具体家庭住址编号分类 。 “周末很

多学校都下发了寒假生活补充作

业 ，小顾上午一直在打印 ，午饭随

便扒了几口 ，就又接着忙活了 。 ”冷

春红表示 ， 从上周起 ， 物业公司工

作人员就了解到 ， 不少业主有需要

打印作业的诉求 ，考虑到打印店不开

门 ， 他们就决定主动为业主们提供打

印服务 。

“打印出来之后，我们会把资料统一放在

小区门口，有特殊情况不便出门的，还可以送到

家中。 ” 冷春红告诉记者， 他们已经打印了约

20 份学习资料，所有打印服务都是免费的。 据

悉，该物业公司负责的阳光翠庭、珠江新城、华

亭新苑、湖畔天地、安信商业广场等小区都已陆

续提供打印服务。

■本报记者 王嘉旖
通讯员 丁艺婕

“00后”小暖男

为“小巷总理”买来防护物资

面对严峻的防疫形势， 为守护居民的健康

与平安，社区干部们连续奋战 20 多天。 虽然辛

苦，但居民们简单的话语“你们辛苦了！”“一定要

保护好自己！ ” 都会让社区干部们感到心里暖暖

的，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许多社区居民们还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小巷总理”们的工作。

家住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广水居民区的

“豆宝”（化名）小朋友，特地用自己的零花钱买

来 84 消毒液、一次性手套、消毒湿巾、雨衣等防

护物资送到居委会， 还写了一封慰问

信，为居委会的叔叔阿姨们加油！

今年 10 岁的“豆宝”是上海市众心

公益注册志愿者 ， 也是一位公益小达

人。 别看他年纪小， 却已经做了 5 年公

益。 他曾跟着同样热心公益的父亲去过

江西婺源参加公益活动、到过江西于都助

学，还把自己的压岁钱、零花钱存起来 ，资

助贫困地区一位“小姐姐”读书。 在送给居委

会干部的慰问信里，“豆宝”的笔迹稚嫩却认真，

他一笔一划地写着：希望你们保护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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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医院是疫情防控前方战场， 那么社区防控就是大后方， 这是最基层的关口， 却也是最不能垮

掉的关口。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阻击战中， 无数普通人并肩互助的暖心画面， 正呼应了那句耳熟能详的歌词：

“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从 “00 后” 到 “50 后”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有的是为 “打硬仗” 的社工送上热气腾腾、 可口饭菜

的厨师， 有的是包揽了帮孩子们打印作业的暖心物业工作人员， 还有非遗传承人、 文化工作者纷纷推出

新作， 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防疫知识……

这些是来自战 “疫” 大后方的真实故事， 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位普通人， 他如你我一般平凡， 却是

照亮、 驱散阴霾的点点微光， 每一缕光亮都让我们更添一份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力量。

凡人战 “疫” 点点微光
致敬平凡的力量

■本报记者 王嘉旖
通讯员 王梅

■本报记者 史博臻

“70后”大厨

要让一线扛得住硬仗

在抗击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中，那些为防疫一线人员提供

餐食的工作人员，虽然没有冲锋

一线， 却是一线工作人员背后

坚挺的支柱。

嘉定区真新街道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与真新街道养

老院联合，在保障养老院老

人一日三餐的基础上 ，为

奋战在一线的社工们准备

社工餐。 社工餐配送范围为

18 个社区和三中心（真新街

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真新街

道残联、真新街道社会组织公

益实践园 ）， 每日送餐数量在

280 盒左右。 每天早上，养老院的

六名食堂工作人员开始准备原材

料，争分夺秒制作餐食，赶在 10 点之前

进行包装和出餐。

一开始接到任务，1971 年出生的“炊事

员”朱俊感觉还是有压力，毕竟要多烧将近

300 份客饭，“而且我平时一直是烧给老人

们吃，生怕自己烧的菜，不合年轻社工的口

味。”为此，朱俊特地问了养老院里年轻人的

饮食喜好， 并调整菜谱，“现在是特殊时期，

社工们在一线挺不容易的，中午这顿饭一定

得让他们吃饱吃好。 ”

为确保在一线奋战的社工们吃上放心

的饭菜，养老院的后厨，配餐和送餐等各环

节都严格把关。 为保证食品安全，厨房的工

作人员严格做到“四个必须 ”：一是采购、烹

饪、送餐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每天必须检测

体温，佩戴口罩，做好防护措施，才能上岗；

二是厨房必须每天做好环境消毒， 餐具消

毒；三是购货渠道索证索票齐全，保证菜品

源头质量；四是烹饪必须确保肉、蛋、禽类全

熟，合理调整菜品（一大荤一小荤一素菜），

让社工们吃得更营养、更安心。

饭菜新鲜出炉后，工作人员会将烧好的

饭菜先装入一次性饭盒， 再放到周转箱中，

转运至等候在养老院门口的送餐车上，由三

名固定送餐人员装车后立即配送，保证社工

们能吃到热饭热菜。 每天出门送餐前，工作

人员还会对送餐人员测体温、消毒双手。 送

餐前后，送餐车均会进行消毒。 虽然比平时

忙了，但大家心中只有一个朴实的想法———

齐心为奋战在一线的社工们做好后勤保障

服务。

■本报记者 薄小波

“60后”上海爷叔

唱火“神曲”《勿去棋牌室》

“今年过年不一样，新型病毒侠结棍；多蹲

屋里少出门，偏偏有人想麻将……不怕中一萬，

就怕万一中；东西南北中，发财在家中。 ”近日，

在闵行区浦江镇，“60 后”上海爷叔郁正德把一

首本地说唱《勿去棋牌室》唱“火”了。 地道的本

地说唱，搭建起疫情防控宣传的桥梁，以琅琅上

口的形式劝说那些想聚在一起打牌、 搓麻将的

居民及时“收手”，很快在当地居民中走红。

这首抗疫“神曲”的问世，其实是来源于一

次儿子对父亲的举报———1 月 27 日，浦江镇某

小区一位老伯偷偷溜出家门去棋牌室过牌瘾，

儿子发现老爸“苗头”不对，立即上前劝

阻 ，可老爸怎么都不听 ，心急如焚的儿

子于是拨打了 12345 热线……

得知这一消息后， 浦江镇文体中

心防控工作小组的成员们，想到了用老

百姓喜闻乐见的地方说唱形式宣传防

疫工作。 说干就干， 小组成员们集思广

益， 仅用一天时间就编出了这首本地说

唱《勿去棋牌室》，浦江镇文联戏曲专委会

成员郁正德老师第一时间为这首说唱配

音，幽默直白的话语琅琅上口，寓教于乐。 细

心的工作人员又迅速制作了视频和音频两个版

本， 通过浦江镇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开展新冠肺

炎预防宣传，劝导居民安心宅家。

■本报记者 周渊
通讯员 樊姝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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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嘉旖

“90后”志愿者

20米的路，他走出了 1万步

2 月 11 日， 天空还下着淅淅沥沥

的小雨，“90 后”志愿者赵郑瑜第三次

来到 G60 枫泾道口 ， 穿上橙色

一次性雨披后 ， 再一次加入

工作。

一句“辛苦了 ”，赵

郑瑜从上一班志愿者手

里接过额温仪 。 “加

油！ ”两个素昧平生的

人， 就这样建立起了

友谊。晚上 6 点，天色

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

原本已经停的雨又重

新开始下了起来 ，道

口最忙碌的时候也已

来到。 “请出示一下二维

码。 ”“请问您 14 天内是

否途经湖北？ ”……赵郑瑜与医护人员配合

默契，复核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完成一辆车的复核，值守道口的赵郑瑜

需要走的路不过 20 米。但就这段不到 20 米

的路， 赵郑瑜每天要跑无数个来回，4 个小

时就走出了 1 万步。

这一天，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辆外地

来沪车辆，车上的一家人因通讯信号不佳无

法展示二维码等相关信息。 于是，赵郑瑜和

医护人员立即将他们引导至复检区，并提供

了纸质版表格。 在数分钟的耐心指导后，一

家人顺利完成了信息填写。 临行前，小朋友

们用稚嫩的嗓音说：“谢谢哥哥姐姐，你们辛

苦了。”短短的一声道谢，让赵郑瑜在这个黑

沉沉的雨夜感受到了温暖。

晚上 10 点，8 个小时的值班任务结束，

赵郑瑜把“接力棒”交给了下一班志愿者。临

走时， 他回头望了望那条走了无数次的 20

米道路———那未尝不是他的成长之路。

■本报记者 王嘉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