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善超市来了一群“小当家”

在曹家渡街道，孩子们走进社区做公益，在增强职业体验的同时奉献爱心

接受企业和个人捐赠的慈善超市，

暑假里为孩子们“开门”。

上周日，上海的气温骤然升至 35 摄

氏度。 下午两点，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

位于延平路 488 号的曹家渡街道善淘慈

善超市， 迎来了几位手提大小袋子的小

朋友，身后跟着的还有家长。

慈善超市做了另一番精心安排：除

了接纳来自这些孩子的捐赠， 还指导孩

子们围上了绿色的工作围裙， 当起了慈

善超市里的“小当家”。

掌握定价权， 小志愿
者参与慈善超市运营

今年暑假， 由曹家渡社区慈善帮扶

协会联合曹家渡街道善淘慈善超市开展

的公益活动， 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宝贵

的体验机会。 通过招募热爱公益的小志

愿者， 让一些生活在社区周边的中小学

生，有机会在周末走出家门，参与到慈善

超市的运营。

小学生张乐菲走进慈善超市时，她

的手提袋里装着 20 个不同样式的毛绒

玩具。 这些“宝贝”都是女孩近年从娃娃

机里“钓”上来的。 同样以志愿者身份现

身慈善超市的孩子，有的背来了彩纸、识

字卡、彩笔、钢笔等文具，有的则带来了

睡衣、玩具、书包、文具……

“同学们，很感谢今天大家为我们超

市带来这么多捐赠品。 这些东西售卖后

所得的营业额在扣除了店员工资和运营

成本外，都会全部用于公益事业。 ”慈善

超市负责人章璐耐心地介绍起工作流

程。按照要求，小志愿者在出售捐赠的物

品前，首先要完成清点、登记的工作。 然

后，要完成对各类物品的定价。

通常， 慈善超市在对受赠品进行定

价时，会由两名工作人员共同讨论决定。

有趣的是，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志愿者们

清点完物品后，在接下来的定价环节，并

没有完全接受成人的定价方式。

在现场， 几位小志愿者经过协商后

决定：可以按照物品的大小，来决定它们

的价格。万航渡路小学一年级学生罗艺诚

是当天志愿者中唯一的男生，他自告奋勇

地带着几位小妹妹开始了物品的定价工

作。 “小玩具车，2块吧”“卡通手表，4块”

“这套水彩笔好大，30块行吗？ ”孩子们你

一言我一语，对各自的宝贝进行估价。

给每件物品定完价后，再用打价枪把

价签打到物品上……看似简单的环节，在

叽叽喳喳的讨论声中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一旁的父母们则无数次笑出了声。

“我女儿暑假后就要上小学了。今年

疫情后， 她和好几个同学几乎没去幼儿

园，好久不见面了。”活动现场，一位家长

告诉记者， 这次活动的信息是在孩子幼

儿园的家长群中获悉的， 大家都觉得这

个公益活动非常有意义，果断报名。

走出家门走进社区 ，

小小善举可以帮助很多人

在完成商品的清点和定价工作后，

小志愿者们很快就要成为慈善超市的店

员，售卖物品了。章璐继续给孩子们布置

新任务： 慈善超市的商品有原价和现价

两个价签，小“店员”须按照要求，为最新

一批企业捐赠的衣服更换上慈善超市的

价签，若是发现衣服不够平整的，需要动

手熨烫一下。

章璐话音刚落， 店里的工作人员就

给小志愿者们做了示范， 带着孩子们用

挂烫机熨起了衣服。

大半天的体验结束， 主办方给孩子

们每人送上了一张证书和一份小礼物作

为纪念。没想到的是，忙碌一天的小志愿

者罗艺诚却拒绝了这份“礼物”。“我的家

里已有类似的礼物了，就不需要拿了。我

这次来最大的收获是， 今后买东西时要

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 千万不要随意浪

费。 ”罗艺诚说。

据章璐介绍，上周末两天，慈善超市

已陆续来了近十位小志愿者， 从幼儿园

到高中，各年龄段的孩子都有。 为此，主

办方也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特点，为

他们设计了不同类型的实践任务， 协助

店员一起分拣捐赠物品， 参与定价、整

理、售货等工作。

“上海 17 家由善淘网运营的慈善超

市都雇有残障人士作为店员， 对于店里

的工作流程，他们同样非常熟悉。通过这

样的活动， 一方面可以让小朋友增强职

业体验，另一方面，也能让我们的残疾伙

伴通过担任指导老师的机会增强自信，

实现更多自我价值。”曹家渡街道副主任

张善琴告诉记者，从即日起到 8 月下旬，

每个周末都会有青少年志愿者加入到慈

善超市的运营之中。

目前， 主办方在考虑邀请社区内一些

患有自闭症的青少年一同加入。 “希望大家

能在参与公益活动的过程中奉献更多爱

心，在保有一颗慈善之心的同时，结识更多

小伙伴，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张善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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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星

沪千余名教师参与高考评卷
评卷工作将于 7 月 22 日前完成，23 日公布成绩

本报讯 （记者储舒婷）2020 年上海

市普通高校招生统一文化考试 （以下简

称“统一高考”）有约 5 万名考生参加，目

前，评卷工作正在平稳有序进行中。和往

年有所不同，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高考评

卷工作呈现新变化。 昨天，记者在上海高

考数学科目评卷点现场看到，入口处有防

疫人员对每一位进入的工作人员进行测

温，现场还备有口罩、免洗消毒液等防疫

物资。 在评卷教室里，阅卷老师全程佩戴

口罩，两两之间保持着一米以上距离。

今年，上海共有 1000余名评卷教师和

工作人员参与评卷， 整个评卷工作将于 7

月 22日前完成，7月 23日公布高考成绩。

评卷点相关负责人介绍，除盲卷外，

评卷工作全部采用网上阅卷。 网上评卷

前， 由高速扫描仪将考生书写的答卷扫

入计算机存储， 计算机将答卷按设计的

条块分割成若干部分。 今年答卷总量近

15 万份，扫描题块数量近 160 万个。

评卷时，计算机将分块的答卷随机发

送到评卷教师的电脑屏幕上，一切过程都

在计算机网络系统上进行。据评卷点负责

人介绍， 每一题均由两位教师分别评阅，

两位教师的评分误差在规定范围内，即取

平均值；若超过规定范围，则计算机再将

试题发送给第三位教师评阅， 以此类推。

同时，答卷的保管、传送、登分、加分等步

骤均在计算机网络上进行，使得网上评卷

工作做到安全、可靠。 据介绍，各评卷点

参照《评卷点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结合

实际情况，制订本评卷点的防控方案，形

成“一评卷点一方案”，并积极落实防疫

物资、按防疫要求布置评卷场所、开展应

急准备与演练。

副市长陈群视察高考数学科目评卷

点评卷工作，并慰问评卷教师和评卷点工

作人员。

同一病症历经五次丧子，两兄弟迎来健康子代
国妇婴凭借 PGT 技术成功阻断一罕见遗传病家族传播

去年 3 月，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

幼保健院 （下简称 “国妇婴 ”）曾报道全

球首例通过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技

术（PGT）阻断 Schaaf-Yang 综合征这一

罕见遗传病的家族传播，让先后遭受两

子夭折、一子脑瘫的张先生夫妇生育健

康子代的消息。

昨天 ，记者从国妇婴获悉 ，同样与

张先生有类似痛苦经历的弟弟小张，也

迎来了自己的孩子。 时隔 16 个月，这个

罹患 Schaaf-Yang 综合征家族终于迎来

了两个借助 PGT 技术出生的健康宝宝。

先后六次怀孕，生下的三个孩子中

长子和幼子在两周内不幸离世，幸存的

次子出生一周后被诊断为脑瘫———在

漫漫求子路上，张先生一家可谓历经坎

坷。 最终，在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

保健院院长、国内生殖安全领域专家黄

荷凤院士的帮助下 ， 致病因素找到

了———张先生家族中的 MAGEL2 基因

发生了变异， 并诱发了 Schaaf-Yang 综

合征。

黄荷凤介绍 ，Schaaf-Yang 综合征

主要临床表现为新生儿肌张力低下伴吮

吸困难、发育迟滞、智力障碍等。

据了解，张先生的父母共育有三个子

女，张先生是老大，其下还有弟弟和妹妹。

MAGEL2 基因属于父源表达母源

印记的基因，具有明显的父系亲缘性遗

传特征。 张先生的母亲虽携带该变异基

因，但张先生及弟弟两人并不发病。 而

当张氏两兄弟将变异基因遗传给男性

后代时，MAGEL2 基因变异显现而引发

疾病。也正是这一罕见的家族遗传病，导

致了张先生及其弟弟遭遇先后五次丧子

的梦魇。所幸，张先生的妹妹所育子代均

未发病。

现在医学的进步，让张先生一家从

绝望中重燃希望。通过 PGT 技术和产前

诊断， 张先生夫妇于 2019 年 3 月在国

妇婴产下了一名未携带 MAGEL2 基因

致病变异的健康宝宝，如今该宝宝已 16

月龄，各项发育指标正常。 看着哥哥迎

来健康宝宝，弟弟小张和弟媳程女士也

来到国妇婴寻求帮助 ，这一次 ，黄荷凤

再次向这个家庭伸出了援手。

小张夫妇的辅助生殖和 PGT 过程

十分顺利，首次移植后程女士便成功妊

娠，但之后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据介

绍，程女士孕早期超声显示，植入的胚胎

着床后发生卵裂，由单胎变双胎。两个胎

儿从妊娠 9 周起， 又表现出发育不均衡

的现象，在妊娠 12 周时，其中一胎发育

停止了。 这无疑为这个好不容易看到曙

光的家庭又蒙上一层阴影。

就在小张夫妇焦虑担忧之时，国妇

婴生殖遗传科、辅助生殖科、产科、产前

诊断中心、营养科等专家组成的医院多

学科诊疗团队陪在她的身旁，为她精心

制订了保胎方案。

面对诸多高危因素和来之不易的

新生命 ， 国妇婴多学科诊疗团队联合

“作战”。 在生殖遗传科、辅助生殖科、产

前诊断中心 、 产科等团队的共同努力

下，这个不再带有家族梦魇的宝宝终于

顺利降生了。

■本报记者 李晨琰

慈善超市工作人员在给小志愿者演示如何使用打价枪。本报记者 王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