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打印考卷
物业帮解“云上学”孩子急需

居家隔离期间，“云上学”的孩子急需学习资料怎么办？

这几日， 闵行区梅陇镇曹行居委管辖的小区迎来了境外返
沪的沈先生一家。沈先生女儿正读初二，有些作业必须打印
出来完成，居家隔离期间无法外出，自己家里又无打印机。

物业经理了解情况后，通过微信和沈先生沟通，下载了相关
文件，将试卷、练习资料等全部打印好送到沈先生家门口。

2 帮忙遛狗
社区派志愿者充当“铲屎官”

对于部分“铲屎官”隔离户定期遛狗的需求，有的社区
会派志愿者上门帮忙遛狗，有的则直接联系附近宠物店，把
狗狗临时寄养在那儿，解决了遛狗的问题。

3 ?接头暗号”

居委上门服务先“敲两下门”

为避免引起其他居民不必要的恐慌， 有居委会干部想
出了与居家隔离居民约定“接头暗号”的方法，让居家隔离
人士平稳度过这14天。 每当要代收垃圾、代购生活必需品
等上门服务时， 普陀区长寿路街道逸流公寓居委会干部都
会在居家隔离户“敲两下门”作为“接头暗号”。

4 直播健身
教练直播满足居家“云健身”

不少隔离人员是健身爱好者， 对他们来说， 居家隔离
14天如何“不让6块腹肌变成1块腹肌”，是一大挑战。据悉，

一些暂未复工的健身教练开通了直播课， 通过同好者的分
享，让居家人士在家也能利用手边的生活物品，如矿泉水桶
等，实现“撸铁”，每日“云健身”。

5 邻居送菜
村民“分享”自己种的蔬菜

张家阿姨摘了青菜、 沈家大伯拔了萝卜……在青浦区
重固镇福泉山村， 当地村民将自种的蔬菜拿出来与隔离人
员“分享”。 这让居家隔离人员王先生感慨万分：“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村民不仅不嫌弃我们，还关心我们的生活。 ”

6 发“融情包”

送防疫物资和健康管理小贴士

对于境外返沪居民，长宁区虹桥街道社区“三人组”和
志愿者在护送其回家时，会送上一个“融情包”，里面包含健
康监测记录册、防疫“融情卡”，以及口罩、消毒片等防疫物
资，还有一枚小贴士提醒居民少出门、戴口罩、分餐分食、勤
通风、自测体温等7项健康管理要求，甚至还有一张涵盖周
边超市、商户、多个外卖App的信息卡。

7 挂图作战
实时调整标贴色显示居民情况

作为最直观防控方法，有些居委采取挂图作战模式，通
过对标贴颜色的实时调整，动态显示每户居民情况，极大提
高了社区防控工作效率。长宁区新泾镇天山怡景苑的居委干部
就将1458户住户用9种颜色作为分类： 黑色代表未离沪居民，黄
色代表在外地尚未返沪，粉色代表在境外尚未返沪，绿色代表解
除隔离居民，针对重点国家来沪正在居家隔离的居民以五角星标
注……除了黑色块不变，作战图上的其他色块每天都会更新。

8 STOP标记
时刻提醒居民隔离期不能出门

每当居家隔离户打开房门， 一眼就看到铁门上贴着张
“STOP”（停止）标记。 这是虹口区欧阳路街道某辖区民警送给
居家隔离户的“小礼物”，时刻提醒大家隔离期间不能出门。

9 视频连线
每天随时联系确认隔离人员在家

每天任意时段，居委干部会通过视频连线与隔离人员联
系，一方面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生活需求，一方面请所有隔
离人员都到镜头前露个脸，确认所有隔离人员均在家中。

10 命题传图
实时“出题”确认隔离人员在家

在居委会干部的安排下，居家隔离人士在家玩起了“命
题作文”拍照传图游戏：请左手比“耶”拍照、坐在椅子上自
拍、爸爸坐在中间妈妈和你一左一右合影……实时发布“题
目”，有效确认所有该隔离的人员都在家中。

11 格式体温
纸上写日期体温名字放体温计

对于居家隔离人员， 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医师每
天上门测量体温， 有的居委会要求隔离人员每天以固定格
式拍照上报体温———在一张纸上写上日期、体温，并摆放显
示温度一侧的体温计，最后再落款签名。

12 定位打卡
居委随时微信“定位”隔离人员

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 居委会干部通过微信请居家隔
离人员发送实时定位，隔离期间每天“打卡”。 “实时定位是
骗不了人的，通过这种方式确认对方在家是比较有效的。 ”

一位居委书记告诉记者。

13 报纸隔离
家门口拉出一米安全“隔离带”

在居家隔离人士家门口一米线外，用报纸拉出一条“隔
离带”，提醒周围居民保持距离的同时，也为上门送货、收取
快递的志愿者设置安全距离。

14 比对水电
一旦发现数据不符上门再核查

为做好返沪入境人员居家隔离实际情况，普陀区社区民
警在上门一一核实的基础上，还会结合住户水电煤使用情况
进行比对，一旦数据发现不符，社区民警将会同社区卫生中
心、居委干部上门开展再次核查，确保无漏登瞒报的情况。

15 感应门磁
隔离人员开门会触发信息警报

绝大多数居家隔离户家门口安装的智能门磁感应器，也
被称为“新门神”———住户每次开门，都会生成短信自动发送给
居委干部，以便其快速介入掌握情况。 有些智能门磁感应器还
匹配了二维码， 住户每次开门前只要扫描后填写开门事由，

即可提前申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即使没有二维码，多数
隔离人员已与接收开门信息的居委干部添加微信，开门前多
会提前告知。 考虑到门磁感应器通常在安装后一天才能触发
信息警报，有些居委会在获悉有入境人员返沪后，即提前上
门安装该设备，并进行调试，以便及时获取信息。

16 贴条封门
“土办法”方便做好群防群控

配合感应门磁， 沪上不少小区还在居家隔离人员家门上
张贴封条作为“双保险”———当居委会干部上门送生活物资、

快递时可以从外侧把封条揭开， 当居民收下物品关上大门，

工作人员在门外重新贴上封条； 而当居民从内侧开门时，封
条就会被破坏，居委干部了解情况后会重新张贴新封条。 比
较简单的封条样式为“居家隔离+居委会落款及印章”。

17 爱心封条
防止随意开门凸显人性关怀

有些封条制作精美， 既起到防止居家隔离人员随意开
门的作用，也凸显人性关怀。

闵行区梅陇镇中梅苑朱梅小区党总支书记胡颖介绍，他
们在张贴封条时采取了人性化的暖心措施，专门设计了爱心
形状的粉色封条，写上“隔离不隔爱、在家就是战斗”的话语，

勉励居家隔离人员的同时，也消除给邻居们带来的恐慌。

18 同层消毒
保洁人员每天固定时间消毒

在不少小区，每天固定时间安排物业保洁人员，或是在
上门收取垃圾时，为居家隔离户所在楼面消毒，打消住在其
隔壁邻居的顾虑。

19 公开信息
门牌号隔离期限贴在告知栏

有些小区将隔离户门牌号、 隔离期限贴在大楼告知栏
内，在请隔离人士自觉的同时，也请全楼居民一起监督。 如
果发现有人擅自外出，可以直接打电话至居委会。但对于隔
离人家的其他信息，居委会一律“无可奉告”。

20 温暖群聊
居委会为隔离户组建微信群

有的居委会为小区的隔离户们特地组建了微信群， 方便
大家及时沟通交流，对隔离户提出的需求，社区干部也尽己所能
提供帮助，让居民居家观察的日子有温暖，呼应有回应。 虹口区
欧阳路街道建设居委会干部就与入境返沪人员建了群，群
友实时更新，有欢迎也有欢送。

21 隔空投递
“送菜小分队”保障隔离生活

“菜给您放门口了，等我走了，您再出门取！ ”为保障好
隔离居民的居家生活，很多社区成立了“送菜小分队”，“隔
空喊话”和“云通话”成为大家上门送菜的方式。

22 来者皆关
进入居家隔离场所者一同隔离

日前， 长宁区某小区一家境外返沪人士中午刚开始居
家隔离， 下午小区物业发现， 男主人一直在上海的老母亲进入隔
离场所， 随即在联防联控工作群里汇报了这个信息。 民警与居委
会干部赶紧上门， 正遇上老人准备离开。 民警耐心解释了按规定
该户居民已承诺进行 “一家一户” 的居家隔离， 她进入居家隔离
场所就意味着需要一同进行隔离。 老太太起先执意要走， 民警对
其批评教育， 并告知其若离开， 将会被依法处理， 老太太最后同
意留下。

23 志愿代办
“你下单、我跑腿”随叫随到

青浦区华新镇星尚湾社区通过支部党员群、 双报到党
员群、 楼组长群等进行志愿者招募， 组建一支 “志愿代办”

服务队， 开展 “你下单、 我跑腿” 志愿服务， 24小时在线，

随叫随到。

志愿者接到居家隔离居民的电话要求后， 将居民所需
的外卖、 快递等物品从小区快递柜、 出入口送到居民家门
口， 通知隔离居民开门取物。 如需采购物资， 志愿者也会
详细记录居民所需物品， 外出帮忙采购， 提供详细的购买
单据给隔离居民方便结算， 满足隔离户日常需求。

24 防疫登记
告知本楼组居民有人正在隔离

普陀区甘泉路街道在居家隔离人员家门口张贴防疫贴
士，在楼栋口更新“双色”防疫登记表，告知本楼组居民该户
正在实施居家隔离，加强群众监督。

25 收取垃圾
每天专人定时定点上门清运

隔离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已开辟独立回收通道， 每天
有专人定时定点上门清运。

26 心理疏导
每天嘘寒问暖掌握隔离人员状况

战“疫”中，居委干部是冲在一线的“战士”，也是给隔离
居民带来温暖的“家人”。宝山区顾村镇，居委干部们不仅给
居家隔离的居民送菜送水果、倒垃圾，也通过电话、微信，与
他们保持紧密的联系。即使居民没有需求，居委会值班干部
每天也会和居家隔离居民通过微信进行交流，嘘寒问暖，掌
握对方的心理状况，疏导集中隔离居民的情绪。

27 实时跟踪
居委干部每天电话微信关注

对于重点国家和地区来沪正在居家隔离的居民， 居委
干部每天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重点关注，一旦住户健康状
况异常，居委会便可协助及时上报。

28 专属微信
社区干部专班组24小时在线

很多社区都结合自身实际， 为居家隔离对象构建起专
属的微信群———社区干部组建专班工作组，一方面24小时
关注隔离对象动态需求，另一方面实时为其释疑解惑、提供
帮助。在这些微信群的背后，一个动态的数据系统支撑着抓
实做实社区闭环管控，形成隔离人员“动态管理清单”，以服
务来介入，实现更为细致、精准的全方位监管。

29 一天不少
14天不满居家隔离不解除

日前， 长宁公安分局虹桥路派出所社区民警接到了辖区
内一名已居家隔离13天的入境人员电话， 称想提前一天结束
隔离。 民警询问情况后得知，原来该人士当天需要签署一份重
要合同，且其尚未成年的儿子次日将从英国抵沪。 “首先，我要
强调的是，你还没有解除隔离，是不能随意外出的。 无论合同
多重要，不能违反居家隔离规定。 ”民警向其解释，孩子可以与
他一同居家隔离的，但解除隔离的日期将会顺延。 该人士后同
意不外出，并待其儿子回来后续签承诺书，在家中照顾孩子。

30 第一哨兵
发挥楼管家楼组长志愿者作用

充分发挥楼栋管家、楼组长、楼宇志愿者的作用，落实
“第一哨兵”责任，在为隔离人员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做好监
督工作。 滨江壹号苑是黄浦区五里桥街道辖区的高档住宅
小区，小区共14栋楼，每栋楼都配备了1名楼栋管家，负责
楼栋日常物业服务。疫情期间，楼栋管家承接起居家隔离对
象的服务需求和日常对接工作。

31 “云”端报到
通过线上渠道提前申报信息

人还在国外，就将入境日期、转机地点、航班号、返沪人
数等重要信息，通过线上渠道提前申报。

浦东新区花木派出所推出了一款“云报到”小程序，当
派出所涉外社工获悉有境外人员即将返沪的消息后， 首先
会请还在国外的该人士在“云报到”填写相关信息，并及时
跟进人员动态。 社区民警还会将这些信息提供给浦东机场
临时登记点，以此形成信息互通。

32 严格审核
多方核实是否满足隔离条件

目前， 大多数街道已落实入境返沪人员提前报备制度。

收到信息后，居委会在一户一档中查找同住人数，并通过联
系本人、物业和楼组长等对其居住房型进行核实，判断该人
员是否满足居家隔离条件。 昨天下午，虹口区欧阳路街道建
设居委会书记王勇接待了辖区内一居民，月底其妻女将从境
外重点国家回沪，由于不愿陪同隔离，该居民打算让太太和
女儿住在自家对面的亭子间。 当王勇了解到该亭子间没有独
立卫浴，有污染公共空间的风险时，提出这样安排仍不具备
居家隔离的条件，最终说服他同意妻女去集中隔离点隔离。

33 民警“绑定”

确保每户都有1名责任民警

上海近日进一步升级了居家隔离管控措施， 公安民警
成为管控的中坚力量。记者昨天从市公安局获悉，上海公安
建立专项工作机制，确保每户都有1名责任民警，对居家隔
离人员按“一人一户（家）”标准，严格落实管控措施，确保居
家隔离措施落实到位。

若发现居家隔离人员违反规定， 警方将根据有关法律规
定，按不同违法情节予以行政拘留、罚款、警告处罚；引起新冠
肺炎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的，依照《刑法》等有关规定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对拒不执行居家隔离措施的，公安机关将依法
及时进行处置。 同时，协助居（村）委会加强对重点国家入境人
员返回小区的信息登记和排摸等工作，做到全覆盖、无遗漏。

34 上门核查
社区民警按照名单逐一核查

据市公安局介绍， 为避免入境人员出现逃避集中隔离
措施而谎报、瞒报居家隔离条件等情况，堵住社区防疫可能
存在的漏洞， 社区民警按照分局出入境办下发的名单逐一
上门核查，对重点国家入境人员居住地为短租房、网约房、

非独立煤卫住所、 酒店式公寓等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居
住场所，一律立即变更居家隔离为集中隔离，统一送至本区
指定隔离点实施集中隔离。

35 民警巡视
全天巡视居家隔离人员居住地

每天9点到21点， 普陀社区民警都会在辖区社区工作
人员的配合下，巡视居家隔离人员居住地。交接班同时属地
交巡警会及时补位， 并充分发挥小区智能安防系统，24小
时无缝衔接。

36 “一人一档”

做好入境隔离人员信息登记

为应对当前境外人员入境数量持续上升的态势， 切实
抓住疫情防控工作的窗口期， 全面真实掌握本区实有人口
的底数， 黄浦属地各派出所扎实做好所有入境后隔离人员
的信息登记，包括同住人的信息等，并建立“一人一档”。

■本报记者 单颖文 何易 周渊 蒋竹云 顾一琼 邵珍 张晓鸣

境外入境人员 100%核酸检测后 ，除了集中隔离者外 ，检测结果阴性者将通
过闭环转运至社区进行居家隔离。 近日，上海进一步升级了居家隔离管控措施。

上海居家隔离到底有多严？一扇门之隔，有多少硬核措施，有多少民间智慧？本报
记者走进沪上各大社区， 看看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民间 36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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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解决之道在民间 “上海居家隔离36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