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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又一批医疗队员结束 14天隔

离观察。获取健康观察解除告知单后，他们拿
着行李陆续离开酒店。这批上海支援湖北医

疗队员共有 700多人，于 3月 31日返沪，是
包括上海首批医疗队、第二批护理队、第四批

国家中医医疗队、华山医院“国家队”、瑞金医
院“国家队”、第九批医疗队以及疾控、社会办

医等在内的“大部队”。

感谢家人付出
隔离期间，锻炼身心是上海首批援鄂医

疗队队员、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徐璟每天

必做的事。“精神卫生中心的老师会时时关注
我们，还鼓励我们要参与到更多的线上活动

中去。”出征前，徐璟想在春节多陪伴缠绵病

榻的母亲的愿望没能做到，如今她希望能为

家人补上一顿团圆饭———亲手照顾病重的母

亲，用更多的时间补偿这些日子的别离，帮她
提高战胜病魔的信心；这些日子，丈夫将家里

照顾得井井有条，儿子也懂事了许多，“回家
后，一定要好好拥抱一下，感谢他们为我的付

出！”徐璟动容地说。
陈曦是曙光医院麻醉科护士，也是第四

批国家中医医疗队（上海）的一员。两个月前

和同为医生的丈夫谭永昶先后踏上援鄂征
程。武汉的日子过得紧张有序，虽同在一线，

但因疫情防控需要，他们不能随意离开驻地
酒店，只能借助通信工具，在工作之余互相打

气。昨天是陈曦 32岁生日，暖心的工作人员
为她送来蛋糕和生日面，谭永昶在隔离期间

偷偷做了一段沙画视频，回忆他们在一起时
的点滴。“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将是我们一生最

大的财富，我们说好要一起讲述给未来的宝

宝听。”陈曦说。他们也都想尽快回到工作岗

位，“最重要的，是携手同行今后的人生旅程。”

继续传递温暖
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护理组组长、龙华

医院肺病科护士长甄暐还记得，得到返回上

海的消息后，自己兴奋得几夜未眠。“飞机落
地时尽管下着雨，还是觉得上海的空气是如

此的甜蜜，终于可以深呼吸了。”甄暐说，“本
以为能睡个好觉，但第一天还是失眠了。”武

汉的经历已深深在她心中打下烙印，脑子里

浮现的都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北三病区的景
象。她告诉记者，在武汉以及隔离观察点的这

段时间，感受到最多的就是人与人相互给予
的温暖。“以后我会继续努力，传递这样的温

暖。现在非常渴望快点回到医院这个大家庭，

和大家相聚。”
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领队、上海市第一

人民医院副院长郑军华笑着说，回到上海以
后，岁月静好，他还会按照原来的习惯，原来

的思维、原来的工作状态，过好普通又紧张的
每一天。“工作方面，我还是要做好医疗医政

的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安全，同时

我也想尽力为病人做好服务。”
上海市中医医院为解除隔离的逆行者们

举行了一场温馨的仪式。党建共建结对单位，
来自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体操运动

中心的奥运健儿也来到现场，向援鄂医疗队
赠送印有体操世界冠军签名队服的匾额，上

面写着“悬壶济世，执甲逆行，杏林传奇，时代
楷模”的大字。 本报记者 郜阳 左妍

援鄂 700余人“大部队”今解除隔离与家人相拥

回到上海 更珍惜这样的岁月静好

    菜场里，看见西红柿、黄瓜、胡萝卜、白萝

卜⋯⋯一个个圆滚滚、胖嘟嘟，就算戴着口
罩，葛宏彬也忍不住要笑，坚持抗疫，就要这

么供应丰富，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36岁的葛宏彬，黄浦区商务委市场管理

科副科长，作为区商务委防疫工作联络员冲
在抗疫一线。抗疫以来，黄浦区 24个标准化

菜场未发生一例感染，“菜篮子”让人很安心。

最严把守
进大门都要测体温

平常，还有什么地方，比菜场更有烟火
气、更自由自在？没有吧。挑挑拣拣小葱小蒜，

顺带买个葱油饼，要是出门急，穿着拖鞋就进
菜场了。菜场，就这么自由自在！

疫情来了，菜场里不能再这么自由了。
“抗击疫情，人都闷在家，不烧饭的也要买菜

烧饭了，菜场的人多起来了，菜场也是抗疫一

线，请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千万守住！”大年初
二，黄浦区 10个街道 24个标准化菜场，葛宏

彬一个个电话打过去通知到每个菜场负责
人，接下来，一个个菜场反复跑，看看到底管

得怎么样。

疫情之下，原本最自由自在的菜场，也要
变成最严把守的地方，能行吗？

现场一看，不担心了。24个，一个不落，每
个菜场都只开一个大门，关了小门。来买菜

的，个个戴着口罩，进大门前，保安一个不落
先量体温。而且，菜场里限流，出来一批，再放

进一批，没轮到的，就在外面排队候场。管了

十来年菜场，这情形，葛宏彬也是头一回见。
“上海市民真好，关键时候，顾大局守规

矩，原本还担心有人吵架斗气不配合，结果，
秩序井然。”葛宏彬说，市民们这么贴心，他更

要跟大家一道守牢疫情之下的“菜场安全”。

价格平稳
菜篮子不能掉链子

疫情之下，管好菜场，更要保障价格平
稳，防止哄抬物价，防止供应不足。所以，葛宏

彬就要当好价格监测员、保供协调员。

大年初二，他全天在区疾控中心值守，同
时远程关注菜价和各菜市场的运营情况。换班

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去全区主要菜场“转悠”，
争取菜场和经营户的理解支持，协调确保菜场

的出摊率，确保“菜篮子”供应不掉链子。
“幸运的是，今年春节期间，24个标准化

菜场的出摊率保持在八成左右，而往年不过
半成。”葛宏彬说，这样特定时间的高出摊率，

只是一种运气；今后要考虑的是，一旦发生应

急状态，蔬菜供应不能只靠市场化的电商平
台，从供应到销售，政府都要保障要有足够稳

定可靠的供销渠道。“仔细想想，应急状态下
的‘菜篮子安全’，也是这场疫情给城市治理

带来的新课题，要好好未雨绸缪。”葛宏彬说。

首席记者 姚丽萍

    昨天，在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员工宿舍外的采样现场，前来进行新冠病毒
核酸采样的员工小陈接受了咽拭子采样。由

于前期公司已预约登记，整个过程十分顺利。
前来采样的医务人员来自浦东新区人民医

院，他们除了要防控输入性疫情，还要为辖区
有需要的企业提供服务。小陈得知后十分感

动：“核酸检测不仅保护我们自己，也保护身

边的其他人。”
上周，上海宣布鼓励企事业单位对来自

部分地区新到岗位（返岗）员工进行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市卫健委公布了 16个区的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地点和联络方式。记者从多个区
卫健委了解到，根据复工复产需要，打电话预

约的企事业单位络绎不绝。目前，从采样到出
检测报告，常规 8小时可出结果。

在浦东新区，目前已由定点的 2家采样
机构扩充到 4家，分别为浦东新区周浦医院、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浦东新区公利医院、上海
市浦东医院，有需要的企事业单位提出申请

后，即可预约采样。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社会服

务部主任江萍介绍，医院作为指定医疗机构，
4月 11日接到申请后，已与预约采样企业中

国商飞公司充分沟通。由于预约采样的员工

比较多，医院于 4月 12日、4月 13日两天指
派高年资护士长到公司现场采样，两天内共

接待 87名员工。“核酸检测样本需分别对鼻
腔和咽喉进行两次取样，整个过程仅几分钟，

根据操作流程，采集样本将在封存后，由专业
检测机构运回并进行检测，8 小时内可出结

果，当天口头先告知企业，第二天出具电子和

书面报告。”江萍说。
据悉，在浦东新区人民医院也设立了院

内采样点，安排了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在专
门区域采样，医院根据预约企业的具体情况

和采样人数分时段预约。在院内采样点，13日
当天预约了 9家企业共 21人采样，14日也已

分时段预约了 100多人采样。
在杨浦区，有需要的企事业单位可按照

自愿自费的原则，通过预约，由杨浦区卫健委

指定医疗机构采样，并委托具有资质的检测

机构进行核酸检测，杨浦区中心医院安排了 7

名医护人员承担采样工作，常规 8个小时可

出结果，再由区疾控中心统一把检测报告发
到各单位。一旦发现检测结果为阳性，相关部

门将按工作规范迅速处置。4月 9日接到通知
后，杨浦区中心医院总院的核酸检测点次日

便开展了第一批采样工作。约 60平方米的检

测点分为登记区、候诊区、采样区。采样时间
从上午 8时到下午 5时，企业单位根据预约

时间错时到院，每个人有序进入房间，只需 5

分钟即可完成采样离开。记者了解到，截至 4

月 13日 12时，杨浦区中心医院共接受 29家
企业 39人预约；已检测 24人，均为阴性。

在长宁区，有需要为员工进行新冠病毒
检测的企业，可与区卫健委指定医疗机构同

仁医院或检测机构兰卫检验联系，进行预约

登记。目前，每天可接受 200-300名人员预约

采样。同仁医院医务科副科长马骏负责采样
现场的对接和秩序维护。他告诉记者，由于采

样人数较多，采样点医护人员每穿一次防护
服就要持续工作四小时。“在现场，我们要完

成人员信息的核对、采样区秩序的维护，采样
完成后的告知事项等工作。”马骏说。截至 4

月 13日 15时，长宁区共接到政策咨询电话
约 1000个，申请预约单位 66家，预约 200

人。已采样 131人，已检测 29人，阴性 29人。

记者了解到，各区的采样检测信息公布

后，短短几天内均接到了大量来电，其中有企

业咨询，也有个人咨询。针对网友“个人能否
前来申请检测”的咨询，各区均表示，暂时只

接待企事业单位预约，需由专人对接，不接待
个人预约。

本报记者 左妍 郜阳

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其他人
各区企事业单位预约员工返岗前核酸检测有条不紊

管了十来年菜场，葛宏彬这次站上抗疫第一线

“手下” 个菜场无一例感染
    本报讯（记者 易蓉）“为产业
做贡献，一个学科做不起来，需要
交叉多学科协同完成创新和应

用。”说这话的，是上海理工大学校
长丁晓东。昨天，安静的上理工校

园迎来了一批新伙伴，中国商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理工大学

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致

力于科研攻关、人才培养、国际合
作等领域的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是双方合作的重要
部分。在C919大型客机的设计过

程中，上理工杜宝江副教授带领团
队与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

院、上海沪江虚拟制造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的设计团队合作，参与商用

飞机相关结构件的三维虚拟设计，
一干就是7个年头。在这潜心攻关

的漫长时光里，杜宝江团队逐渐吸
引了200多位上海理工学子加入，

有的学生在毕业后继续参与大飞
机研制相关项目。“我们的辛苦付

出不但为商飞解决了技术难题，更
是点燃了这群上理工学子投身中

国大飞机事业的激情，也让‘航空
强国梦’的种子在更多的学子心中

生根发芽。”杜宝江说。
记者了解到，去年上理工就有

百名学生加入中国商飞，今年也已
有52名研究生签约。上理工党委书

记吴坚勇表示，希望在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国际交流等方面进一步探

索合作新思路，助推中国大飞机事

业发展和上理工高水平大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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