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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的礼赞》遇见《我爱你，中

国》，中西方的悠扬旋律叠加在一起，通

过钢琴声向人们传递温暖和抗疫必将

胜利的信心——日前，瑞金医院和钢琴

家孔祥东、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音乐学

院、知音琴行共同组织了一场抗疫线上

钢琴音乐会。

去年瑞金医院闭环管理期间，在

门诊大厅弹奏 《风与风筝》 走红的瑞

金医院超声诊断科医生张宇宁，和钢

琴家孔祥东四手联弹献上了一曲 《爱

的礼赞》。随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参与

闭环管理的三位师生代表、上海音乐

学院钢琴系的三位学生，以及知音琴

行四位热爱音乐的市民继续将“爱的

旋律”延续。

“抗击疫情，好多人说我们医务人

员是英雄，其实，全体市民才是英

雄，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守望相助，争

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疫情控制住，所

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奏响抗疫英雄

曲，希望用琴声来慰藉我们上海市

民。”瑞金医院副院长沈柏用说。

让市民在音乐中感受
到温暖和爱

在这场抗疫线上钢琴音乐会中，主

持人曹可凡介绍，近期上海疫情出现反

复，在跟病毒赛跑的斗争中，广大医务

人员、疾控和所有基层工作人员付出极

大辛劳，上海市民也顾全大局、配合做

好病毒防控工作，希望大家在音乐中感

受到温暖和爱。

孔祥东说，“乐”的繁体字为“樂”，

加上草字即为“藥”；由此看出，音乐也

是一种药，一种可以治愈心灵的药。“作

为一名音乐工作者，我衷心希望在这个

特殊时期，以音乐向我们可敬可佩的医

护人员们、向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们、向所有身在一线参与抗疫的小伙伴

们致敬，向坚守在家配合防疫、静待花

开的市民们致谢！”

张宇宁则表示，“相信只要上海市

民们团结一心，我们终究会战胜它，希

望钢琴曲能带给大家从容和希望”。上

海交大博士生王恒超说，“我正在交大

参与闭环管理，在宿舍里完成了这首乐

曲，希望能为广大市民和医务工作者、

社区志愿者带去心灵的舒缓，我们一定

能战胜疫情”。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吕勃

言感叹，“严峻的疫情让我们每个人的

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尽管在封闭的环境

中，我也希望尽自己的力量为大家带来

爱的旋律，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81岁的市民陈奶奶说：“我今天以

这曲《爱的礼赞》送给奋战在抗疫前线

的医护工作者和志愿者们，向你们致以

最崇高的敬意，也送给所有的朋友，希

望大家从音乐中获得力量，共同抗疫，

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盲童付震东感慨道：“我从小生活

在黑暗中，音乐带给我快乐，让我们一

起用音乐传递爱和抗疫情，共同努力，

上海，加油！”

让艺术点亮灵魂，用
音乐温润心灵

“在上海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阶段，

钢琴家孔祥东携手瑞金医院医生张宇

宁和上海交大学生等共谱抗疫上海英

雄曲，就是要向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

员、志愿者等抗疫工作者致敬，向全市

人民传达战胜疫情的信心。”上海交通

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说，此轮疫情防控

中，上海交通大学得到了上海市各方的

大力支持，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科

学防疫，目前情况全面向好，实现了疫

情防控的阶段性目标。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表示，近

来上海疫情形势反复，值此特殊时期，

瑞金医院发起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张宇宁医生和上音校友孔祥东以及社会

各界爱乐人士共奏《爱的礼赞》，十分温

暖。疫情防控正处于最吃劲的关键阶

段，希望让艺术点亮灵魂，用音乐温润心

灵，让每个人能够守好自己，守好心灵！

瑞金医院党委书记瞿介明说，当下

包括上海在内，全国新冠疫情防控进入

关键时刻，抗疫英雄曲《爱的礼赞》的响

起，更让我们感受到，奋战在一线的广

大医务工作者和上海市民一起，和上海

这座光荣的城市在一起，在抗疫关键时

刻传递信心和毅力，共克时艰，共待春

暖花开。

——记一场特殊的抗疫线上钢琴音乐会

钢琴家孔祥东携手瑞金医院医生张宇宁，音乐疗愈人心温润心灵

近10小时戏曲连播、超过48万观

众在线赏好戏。近日，上海戏曲艺术中

心联合东方网共同推出《“艺”起守

“沪”》云赏戏曲直播活动，并通过多个

平台进行直播。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结

合所属院团自身特色、发挥所长，精挑

细选戏曲“菜单”，加大优质内容供给，

为因疫情防控而居家的市民们送上一

桌丰富的戏曲“大餐”。“希望传播戏曲

魅力的同时，更传递共克时艰的信心。”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裁谷好

好表示。

为给广大戏迷带来优质的线上体

验，上海各家戏曲院团带来了各自的口

碑佳作。上海京剧院推出新创大戏《红

色特工》选段和《大唐贵妃》选段。两部

作品流派纷呈、行当齐全，汇聚了包括

史依弘、李军在内的实力派演员。值得

一提的是，最近延期演出的《大唐贵妃》

此次通过直播方式，满足了观众居家观

摩的需求。精华版《长生殿》是上海昆

剧团的经典作品之一，着墨于唐玄宗与

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同时镶嵌“安史之

乱”前后的历史背景。本次直播中，主

演黎安与沈昳丽在云端唱响“百年离别

在须臾，一代红颜为君尽”的动人爱情。

“敦煌女儿是国家女儿、上海女儿，

莫高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有观

众为原创大型沪剧《敦煌女儿》留言点

赞。《敦煌女儿》是上海沪剧院历经十年

打磨的匠心之作，讲述敦煌研究院名誉

院长樊锦诗一生致力于敦煌研究的人

生历程，讴歌一代代敦煌人坚守理想的

崇高品德。在上海淮剧团的都市新淮

剧《寒梅》中，观众再一次为家国情怀动

容，选段生动诠释一个普通党员在党性

与人情、人性的交织与冲突下始终坚守

的革命信仰，激活观众对英雄人物的再

想象。

10小时的直播里，观众不仅能欣

赏到精湛表演与动听唱腔，也能看到剧

种在当下的发展。载歌载舞的上海越

剧院扶贫题材越剧《山海情深》令人眼

前一亮，直播中的精选片段不仅展现了

作品兼具苗族风情与传统越剧唱腔的

一面，还呈现了融合管弦乐编曲、音乐

剧编舞、实景灯光等跨剧种表演元素。

上海评弹团演绎的评弹剧《医圣》则首

次把“剧”的概念融入到评弹之中，用全

新的手法展现了一代医圣张仲景在

1800多年前抗击疫病的传奇故事，以

此向逆行抗疫的白衣英雄致敬。

直播过后，“云端”戏单的上新仍在

继续：青春跑道“决胜篇”京剧收官汇报

演出、“云上观雅韵”经典昆剧赏析系

列、沪剧优秀剧目及经典唱段展播、越

剧《青年戏谈》直播、淮音雅“云”——追

溯大师戏曲年华光影、网络乡音书苑、

宛平剧院的“一戏一赏”美育活动……

多样化的戏曲作品和服务方式丰富着

市民在疫情防控期间的精神文化需求，

无法亲临剧场的日子，观众继续与好戏

如影随形。

10小时直播吸引超48万观众
在线“艺”起守“沪”

瑞金医院超声诊断科医生张宇宁（前）和钢琴家孔祥东（后）四手联弹献上了

一曲《爱的礼赞》。

▲上海沪剧

院原创大型沪剧

《敦煌女儿》。

 上海昆剧

团精华版《长生

殿》。

买菜App：备货量达日常
3倍

运货车源源不断输送物资，配送员

拎着货物来回穿梭，分拣员在包装台上

迅速备货……位于普陀区长寿路街道的

“叮咚买菜”上海事业部江宁前置仓，一

派忙碌景象。

近一周，江宁前置仓订单量整体上

涨近50%，日均达2500单。为应对需求

高峰，仓内平均备货量达日常近3倍，其

中，重点民生保障商品如蔬果、水产、肉

蛋奶等供应量增长超过100%。

“为满足市民们的需求，我们扩大了

蔬果的包装，比如之前1斤的量，现在有

的扩大到3斤。”江宁前置仓负责人介

绍。“叮咚买菜”还专门租了酒店供员工

居住，以保障运力。在前置仓，不少小哥

手上拎着十几袋待配送物资，“单王”甚

至日均送货180多件，为了能够让居民

早日收到食材，大家都尽全力提高效率。

流动菜点：“春天的味道”
直达社区

芹菜、春笋、豆荚……这两天，家住

建德路附近的居民惊喜地发现，家门口

多了一处流动菜点，“新鲜时蔬一应俱

全，满满春天的味道”。

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通过对接巨鹿

集团，其下属的泰康菜场于22日起在街

道辖区内以“便民流动菜点”的形式，将

物美价廉的生鲜产品配送到社区门口。

目前，泰康菜场共设置了3个流动菜点，

每天上午6点半到9点都会流动供应各

类蔬菜。

泰康菜场也抽调人手，第一时间成

立党员志愿服务队为居民配菜送餐——

制定配送方案，在保证菜品新鲜、营养均

衡的同时，还不时给居民们换换花样。

各方协力各显其能兜住居民“菜篮子” (上接第二版)

在“抗疫套餐”上线之前，枫泾

镇经发办联合市场监督管理所对辖区

内的食品企业开展点对点“摸底”，

“食品加工企业一直是严格监管的对

象，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套餐的，最基

本的标准是企业必须是从未被处罚过

的。”赵艺说。经过甄选，一些当地

优质食品企业分别推出平价套餐，价

格从50至80元不等，一个套餐包含5

至7个预制菜。

“其实，之前从没尝试过零散配

送。但现在是特殊时期，满足封控小

区居民的需求，推出平价套餐还是很

有必要的。”上海长念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负责人汪有文表示。为此，他们

每天专门安排两名销售人员将套餐在

上午9点前送到小区门口。

据了解，枫泾镇除了汇聚辖区内

食品企业产供力量保障民生外，还梳

理了8家地产农产品直送基地，推出

新鲜蔬菜类平价套餐，价格从30至

60元，保证封控小区居民吃上新鲜

蔬菜。

(上接第二版)针对封控小区大量的团购

订单，合作社还专门开启浦小咚小程序

线上商城，用自有车辆集中配货，目前

平均每天接单1000单。另一家新凤蜜

露果蔬专业合作社也在组织人员对蔬菜

进行抢收、抢种，已抢种约500亩，确

保后续蔬菜供应量。

桃咏桃业专业合作社总经理何明芳

告诉记者，疫情期间，物流服务受到影

响，合作社正在用自己的运输车把农产

品送到一个个封控小区门口。据统计，

桃咏合作社已给居民配送1.6万余箱农

产品。

在保供套餐中送上桃花的喜壤小院

则是通过群接龙小程序建立社群，借助

线上为城区内市民配送农产品。

(上接第一版)

90后护士把困难留在心
里，把患者抱在怀里

齐心打好疫情防控这场仗，在瑞金

医院北部院区，医护人员们也更加团结，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护士黄伊娜

在医院护理岗位上已干了八年，但这几

天的阵势，是她从未见过的。

3月20日上午，黄伊娜刚进仓就听

见36床的朱琴（化名）在大声嚷嚷。一

打听，原来是朱琴对走廊上的床位很不

满。“为什么我要睡在走廊？这种床怎么

睡？一翻身就掉下来了。”原来，朱琴的

床位是由一张陪护椅充当的。由于床位

有限，一些患者只能安排在走廊上。

黄伊娜心里很清楚，这样做也是不

得已而为之。由于时间紧、任务重，部分

物资尚未完全到位。但这些困难不能

向患者诉说，更不是推脱责任的理由，

作为医护人员，必须尽最大可能做好安

抚工作。

黄伊娜来到朱琴身边，“朱阿姨，现

在我们医院确实是床位已满，如果有床

位，怎么会把您安排在这里呢？”黄伊娜

事先已知朱琴是肾移植患者，长期服药，

最近又感染了新冠，心情有点烦躁。戴

着两层口罩、穿着厚重防护衣的黄伊娜，

把眼泪汪汪的朱琴抱在怀里，轻拍她的

后背。“阿姨，不要急，您只是感染了新

冠，现在这个毛病关系不大，三五天就恢

复了。如果严重，怎么会把你安排在这

里呢？我们医院正在想办法，应该很快

就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黄伊娜的温柔陪伴和耐心劝导

下，朱琴慢慢平复了心情。眼看已是午

餐时间，黄伊娜顺势把饭盒塞到她手里，

“赶快吃饭，吃完饭提高免疫力。早日核

酸转阴，早日回家！”

一个拥抱打开一个心结，胜过千言

万语。在瑞金医院，像黄伊娜这样默默

付出的医护还有很多，要不是瑞金医院

院长宁光通过监控视频看到这暖心一

幕，或许这样的温情故事永远都不会被

外界所知。

“虽然医院硬件条件有限，但最大的

挑战还是如何安抚好大家。对于抱怨，

首先要理解，要将心比心。其次要学会

沟通，要相信这些感染者也会理解医护

人员的苦衷。只有双方理解，才能化解

矛盾，转变态度。”黄伊娜说。

眼下，随着部分后备医疗机构陆续

启用，一批批医护投入新“战场”。就像

张文宏所说，“现在，团队已经从忙乱中

整理出头绪来了，我们不能假装毫无困

难，但我们在跟着疫情变化不断学习和

改进，争取让患者的感受更好，更快恢复

健康。”

90岁奶奶看到“大白”胸前标识，落泪了

(上接第二版)

紧急动员稳产保供 把春天和希望带给居民

平价套餐售后群里有位特殊“客服专员”

一边是早已提前出局的中国男足，另一边则是刚刚因

为澳大利亚队不敌日本队而提前晋级卡塔尔世界杯决赛

圈的沙特阿拉伯队。今天凌晨完赛的这场世预赛亚洲区

十二强赛B组第九轮比赛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但国足主

帅李霄鹏赛前的一番表态，让外界对比赛有了额外的期

待：“这场比赛中国男足有一个最低目标，我们会用一些比

较硬朗、在场上敢于一拼到底的球员出场，我们要表现出

国足是具备强大意志品质的团队。这场比赛，所有队员要

为中国足球的脸面而战。”

从结果来看，李霄鹏和他的队员们似乎做到了赛前

的许诺，1比1的比分在一定程度上保住了中国足球的脸

面。但若细究比赛过程，国足似乎又毫无变化。只要看

看下面这一组数据对比就能明白：全场比赛射门次数国

足两次、沙特队18次；角球次数1比9；控球率26%比

74%。如果不是全场比赛第81分钟对方球员莫名其妙

在己方禁区内手球，朱辰杰点球一蹴而就，用“一边倒的

半场攻防演练”来形容这场比赛毫不为过，而这个点球也

是全场比赛中国队的第一脚射门。赛后，李霄鹏也不得

不承认这场比赛的结果含有太多的运气成分：“从比赛过

程来看，两支球队之间的实力差距显而易见，我们能拿到

一场平局非常幸运。”

四名巴西裔归化球员无法参赛，武磊同样缺席，李

霄鹏对首发阵容方面进行了大幅调整，此前一直稳坐主

力位置的王燊超和蒋光太坐上了替补席，刘洋、刘彬

彬、高准翼、廖力生等鲜有出场机会的球员则进入了首

发阵容。显然，李霄鹏希望这些球员能珍惜难得的首发

机会，在比赛中展现出硬朗的一面，用斗志和意志品质

来帮助国足摆脱困境。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实际情况

却并非像他所设想的那样发展。

比赛开始后，沙特队很快就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

和娴熟的团队配合占据了场上的绝对主动权，国足队

员虽然很拼，却难以给对方防线施加压力。上半时伤

停补时阶段，沙特队左路开出角球，谢赫里从后插上

前点一蹭，皮球飞入球网。此外，沙特队还挥霍了多

次破门良机，巴布里、多萨里、沙拉赫利等人都获得

过必入球机会。平心而论，只要沙特队的运气稍好一

些，中国男足就绝不可能带着一场平局离开赛场，当

然，这也与沙特队在赛前就已提前晋级世界杯有非常

大的关系。

李霄鹏赛后表示，仅从拼搏层面来说，出场的国足

队员们值得表扬，但这并不是足球比赛的全部：“足球

是靠脚去踢的，从今天的比赛来看，我们的队员在有球

的时候还是不够自信。当然了，这也和他们国际大赛经

验不够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平时出场少的那些球

员，今天他们的心态不错，但是在节奏适应方面还差了

一些，毕竟这是亚洲足球最高水平的舞台。我认为，中

国足球有很多有潜力的年轻球员，一步一步来，会慢慢

好起来的。”

这场艰难的平局，或许能让中国足球稍稍喘上一口

气，3月30日零点与阿曼队的十二强赛最后一战，李霄

鹏和他的队员们将迎来又一次考验，希望那时的球队能

用更有说服力的表现来保住中国足球的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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