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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郜阳）随着全市
复工复产步伐的加快，因疫情受到

影响的就医需求也逐步释放。昨

天，地处徐汇、静安、黄浦三区交界

的瑞金二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恢复线下门诊服务。记者在现场看

到，入院患者需提前预约，并通过数

字哨兵核验。在中心布置的简易门

诊里，接诊医生间隔坐开，患者单向

进出，“不走回头路”。

经过一上午的调整、检查，瑞金

二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昨天

下午2时许迎回了老熟人。患者陈

阿姨早早等候在了中心的门诊大厅

门口，“听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诊

了，我赶紧通过居委会预约，要来谢

谢在两个月的封控时间里，一直与

我微信和电话联系的马婕医生。”原

来，陈阿姨患有糖尿病，平常需要胰

岛素注射治疗，但在封控期间所用

的胰岛素没有了，这可急坏了她。

陈阿姨第一时间求助自己的家庭医

生马婕，可医院药房库存也耗尽，什

么时候才能补充也要看物流。“我突

然想到，分中心还有几支备用的胰

岛素，于是连夜骑车把备用胰岛素

取回来，通过居委志愿者把胰岛素

送到陈阿姨手中。”马婕回忆。

线下门诊恢复服务后，陈阿姨

一来为之前送到家里的药物结账，

二来想当面感谢家庭医生。瑞金二

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缪皓

霞告诉记者，疫情期间，中心“借”出

了大量居民急需的药物。“我们建立

了微信群，主动与周边16个居委会

对接。居委会告知我们居民的配药

需求后，我们就会打包好，交给志愿

者带回小区。”缪皓霞说，“这两天预

约前来的居民中，除了为家中老人

配药外，不少是来为之前的药物结

账的。”截至5月30日，中心共开具

转运单350余张，接听医疗服务热

线2500余次；开出简易门诊处方

1.2万余张，代配药1.3万余次，多方

联动解决2000余人次的医疗需求。

据悉，瑞金二路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将在6月上旬通过线上预

约方式，合理分配号源，控制时间

段，提供全科以及中医全科医疗服

务；此后开设必要的辅助检查科室，

力争尽早全面恢复各项门诊业务工

作。“我们会积极应对疫情形势好转

后出现的就医需求增加、就医负荷

加重等情况，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医疗服务工作，保障社区基本医疗

服务逐步恢复。”缪皓霞表示。

线下开诊前，中心已经完成了

科室内自查、院感科抽查、院领导督

查的三级院感巡查制度，严格落实

院感各项制度力度不减，持续加强

公共区域的消杀和通风工作，保障

群众就医安全。

“我原以为我是将要湮没在黑

暗中的小星星，现在我知道，小星

星也可以用微弱的光去撕破黑暗

的一角，迎来光明。”回忆这两个月

的特别经历，向明初级中学初三女

生小楠（化名）写下这样一段话。

上海疫情暴发，小楠和同学们

开始了居家学习。但她没想到，新

闻里“阳性”“方舱”这些词汇，真的

落到了自己身上。全家三代人相

继中招，她高烧4天，被救护车送至

仁济医院接受治疗后，又被转运至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

前前后后，近两周的时间无法

和书桌相伴。“带着对病情的不可

知，情绪跌到了谷底。”小楠说，自

己也曾经抱怨“为什么是我”，也曾

寝食难安。班级群里老师和同学

不停地打气，陪伴她走过了那段最

难熬的日子。

身体稍有康复，小楠便为自己

排好了方舱每日学习表——早晨7

时起床洗漱；7时30分开始早读半

小时。8时20分，网课开始，持续到

中午；午休后，听20分钟的英语广

播；14时，继续听网课，网课结束后

学校分层辅导，17时30分结束，做

一些简单的体操动作，活动一下身

体；19时到20时，做老师预留的作

业，整理错题集；20时15分，躺在床

上读背30分钟语文、英语教科书。

方舱中，她以床为桌，以盆为

凳，由于上救护车的时候匆匆忙

忙，小楠只能用妈妈的手机上课，

连充电器也是借来的。“虽然条件

有些艰苦，过程有点坎坷，但我相

信越自律越幸运。”小楠说。

“神奇的是，经过了方舱的生

活，孩子好像获得了磁场的叠加，

获得了更多动力，回归正常学习生

活中后，他们学习效率更高了。”小

楠的班主任姚婵敏是物理老师，她

告诉记者，全班29名学生中，好几

个孩子先后中招。面对疫情，全班

每一名家长和每一个学生都保持

了两年多来的坦诚和齐心——没

有人隐瞒病情，也没有人嫌弃中招

的同学。奋战中考的路上，得知

“战友”受伤，班级群充满了“花式

鼓励”——“人生逆旅多断肠,一苇

坚韧以渡江，希望如约而至的不只

是春天，还有疫情后平安的你，期

待复课后和你的再次重逢。”“挑战

很大，我们一定要乐观地坚持下

去，困难也会迎刃而解。”

“好几个孩子的妈妈一开始难

免慌张，也非常担心，会在电话里

哭。”姚婵敏说，她既是老师，又是

朋友，难过的时候，陪着她们一起

哭，哭完再一起想办法。细心的老

师从作业笔迹中发现，有的孩子刚

从方舱回来，投入正常学习生活似

乎有些跟不上节奏，便有意在课堂

上请他多回答问题，送上表扬和鼓

励，很快，孩子状态明显好了很多。

在每日在线沟通时间，姚婵敏

时常和同学们分享自己参与志愿

者的经历，也把家长们参与医疗救

护等一线抗疫的故事讲给大家

听。她希望用行动告诉同学们，与

其紧张慌乱，不如力所能及地做点

事，可以是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也

可以成为时间的主人，为自己的梦

想加油。她也会和大家聊一聊热

点新闻，帮助同学们学会筛选信

息，掌控自己的思维和心绪。

“对于初三的学生而言，中考

分数固然要紧，但成长比分数更有

价值。”姚婵敏说。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方舱生活让她获得“磁场叠加”

汽车生产开启双班
5月27日，上汽临港乘用车工厂启

动双班生产压力测试，机器恢复24小时

不停运转的状态。单班制增至双班制，

这是恢复到疫情前快节奏生产模式的

信号，也是提振生产信心的信号。

“大家干劲很足。刚发布的加快经

济恢复和重振50条举措里，对汽车消费

有非常明确的鼓励政策，车市肯定会回

暖。智己、飞凡、荣威、MG名爵品牌的

订单量正在明显提升。”车身车间生产

经理倪佳华说。

汽车是产业链条长且复杂的产业，

复工复产不可能一蹴而就。整车企业

的产能爬坡也在带动整个产业链上下

游“链式复工”，上汽临港工厂定期动态

摸排供应商情况，对供应商产能、库存、

原材料等进行全面摸底，密切关注下级

供应商的人员动态、生产情况。上海地

区一级供应商复工率已超过98%。

物流堵点也在被打通。智己有不

少零部件是海外生产再运到上海的，由

于原定航线取消，运输受阻。经过上汽

集团统一协调，通过安吉等上汽物流以

及其他整车厂的海外运输资源，已成功

解决供应链的运输问题，首批车辆计划

于6月中旬陆续交付至全国各地用户的

手中。一部分试驾车已经逐步运至北

京、杭州、西安、成都等地的体验中心。

目前，上汽临港生产基地日均下线

数较原先提升了约2.3倍，下线数量恢

复到满产的八成左右。自基地复工复

产以来，截至5月28日已有超过1万辆

整车陆续下线。

机器人加速发运全国
位于闵行马桥的达闼机器人也在

抓紧追回产能。4月底复工复产以来，

工厂从最初的几个人，到现在近百人，

产能恢复到60%。“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

去，生产、物流等问题都在逐步缓解。”

达闼联合创始人汪兵感触很深，4月时，

一个零部件愁坏一群工程师的事情时

有发生。江苏昆山的一个核心零部件

运到上海工厂，花了一两周。5月，复工

复产中的很多难点、堵点正在消失。“最

近，我们从山东发过来的物料，早上开

证，中午发货，晚上就可以到上海了。”

疫情期间，达闼机器人在世博方舱

为患者提供送餐、送药、环境消杀等服

务。近2个月运行期间，各类型服务机

器人累计为近万名感染者及舱内医护

人员提供服务。多款机器人供不应求。

汪兵期待，随着50条举措中的长三

角产业链供应链互保机制的落地落实，

物流、人流更加顺畅，供应链保障更加

有力。“我们正抓紧把造好的机器人产

品迅速发往全国各地，争取在6月达到

100%的产能。我们也期待，疫情后机器

人的应用场景能更加丰富。”

本报记者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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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门诊的第一天就有不少市民前来问诊 本报记者 陈炅玮 摄

账者来为疫情期间药物结账
瑞金二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线下门诊服务恢复

回归岗位的员
工多了，生产线越来
越忙碌了，产品开始
源源不断地从上海
发往外地……上海
制造业正加速复工
复产，开足马力，争
取早日追回产能。

本报讯（记者 袁玮）今
天上午，徐汇区举行重大工

程集中复工复产启动仪式，

西岸金融城、滨江复星中心、

越界锦和尚城、梦中心B地

块项目、“龙华嘴段”防护工

程及龙腾大道云峰油库段贯

通等18个项目复工复产。

今年徐汇区重大工程正

式项目共计46项，涉及产业

发展、民生保障、基础建设三

大板块，这些工程的建设关

系到徐汇创新驱动、转型发

展和社会民生，其中产业类

项目今年计划开工284万平

方米、竣工138万平方米，均

为历年之最。此次首批18

个项目率先复工，一周内再

推动19个项目复工复产，两

周内全部重大工程实质复

工、全面达产。

徐汇区结合地区实际，

科学制定《徐汇区建筑工地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工作方案》，为企业夯实常态

化疫情防控、有序推进复工

复产提供政策支持。严保疫

情防控成效，坚持建筑工地

“人防+技防”同步防控，针

对工地外来人员多、人员流

动大的特点，要求工地对施

工作业和生活区域实行网格

化管理。一是进一步优化施

工组织，明确每日每班组每

作业区域的工作内容，各班

组按照工序进入作业区施

工，不同班组做到无接触换

班；二是生活区以每50-60

人为一个管理单元网格化分

幢，每幢单独设置卫生间和

淋浴间，人员住宿每间房居

住不超过4人，根据同班组、

同作业区、同办公室原则分

配，严禁其他人员随意进出。

针对疫情防控新形势，

进一步改变服务模式，提升

服务水平。一是加强“云服

务”，通过“屏对屏、线连线”

的方式，推动“云咨询”“云发

证”“云招标”等一系列线上

审批常态化运行，实行立项、

用地、规划、施工、竣工验收

等各审批阶段“一表申请、一

口受理、一网通办、限时完

成、一次发证”，保障及时的

咨询服务和审批支持。二是

推动“快协调”，充分发扬“店

小二”精神，以重大办为平台

“一对一”开展项目服务，与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想到一

块”“难在一起”，按下项目建

设“快进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