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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注意了：现在有两架来自意大利
和伊朗的航班马上要进站……”

“上 海 已 经 准 备 完 毕 ！”“ 江 苏 准 备 完
毕！”“浙江准备完毕……”

这是3月初以来，在上海浦东和虹桥两大
国际机场内，几乎每隔几十分钟就要出现的
一幕幕紧张而有序的场景。

“现在我们就是严防疫情境外输入的最前
线，虹桥、浦东两个机场每天光承接来自疫
情重点国家的航班就达数十架次、人数最多
时高达上万人！”机场内，穿着防护服的上海
海关防控人员一边气喘吁吁地奔跑，一边翻
着“地勤日志”介绍说。

“想一想也够惊心动魄的：本来我们上海
到了2月下旬就已经连续好多天新增确诊病例
为零了，哪想到2月26日宁夏发现了1例自伊
朗输入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患者在沪时间
长，活动轨迹涉及 86 名密切接触者，我们得
立即对这些人进行医学观察和集中隔离。”上
海市疾控应急处负责人黄晓燕说，“也正是第
一个境外输入病例的出现，把我们上海一下
推到了严防疫情境外输入的最前线。要知
道，浦东和虹桥两个机场，每年光从国外入
境的人数就达 8000 万人次，是名副其实的中
国重要的‘空中国门’！”

黄晓燕眼睛瞪得大大的，说着地道的上
海话，“侬代阿拉告诉全国人民：放心好了！
阿拉上海保证为大家守牢国门！”

自 3 月初以来，我一直在上海的“国门”
前沿采访，所见所闻让我深切感受到这位上
海老乡说的话是可信的。因为——

一
上海人民用自己的精气神，垒

筑起一道道严丝合缝、比肩联袂的
钢铁长城。
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国际性大城

市，上海浦东与虹桥两个机场的境外载客流
量人数占全国境外载客流量的60%以上。它已
成为严防疫情境外输入的最前线。

“在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严防死守到底，
绝不出现一点漏洞！”上海人发出庄严誓言。

“欢迎回家！”从韩国大邱市来到浦东的
崔先生在飞机落地后的第一时间，听到中国
防疫人员进机舱说的这第一句话时，激动地
举起双手跳了起来。

“请问先生您是从何处来？来之前到过何
处？在上海干什么？”

“我是韩国人，但我是回家来的！我孩子
十几岁了，是在上海出生的，我和夫人都在上
海工作十几年了！”崔先生用熟练的中文说。

“好。我们先给您测体温，然后请您填写
入境信息卡。如果没有合适的口罩，请换上我
们为您准备的新口罩……”这是入境后，身穿
防护服的机场海关防控人员向崔先生等机上
乘客提出的几条要求，而后在查询其护照及登
机前几天的“活动轨迹”之后，根据不同国度疫
情情况及乘坐飞机前往中国之前的活动情况，
在其护照上标贴“红”“黄”“绿”不同标识。

车轮滚动，向浦东新区某酒店行进。在
约 40 分钟的路途上，崔先生细数了一下自己
出机场的整个过程：过了十多道“关口”
吧？他那颗悬空的心平静了一半。其实，他
还并不了解全部：那些普通境外来客在出关
时，同样需要经过边防海关、航站楼和上海
市中心转运等3道严格的检查程序。

“我真的回家啦！”崔先生打开自家房门
的那一瞬，高呼了起来。

“崔先生辛苦了！我们还有几件事请您配
合。”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说，“一，请社区
医生测温和遵守相关居家隔离要求，因为你
来自疫情重点国家，需要在家隔离 14 天；
二，隔离期间，在生活方面和其他方面有什
么要求，可以委托我们社区和志愿者来帮忙
做；三，隔离时需要每天向我们报告你的身
体情况。”

“行！只要你们说到的，我都会做好！”
崔先生爽朗道。

然而并非所有入境者都像崔先生那样顺
利。而无论哪种情况，上海防控线上的工作
人员都能做到既理解宽容，更认真耐心并一
丝不苟地按照防控要求严格守好每一道关口。

这是 3月初的某一天下午 4时左右，虹桥
机场一下来了数架从意大利、澳大利亚、韩
国和美国飞来的航班。五组海关防疫小组6名
工作人员穿着臃肿的防护服再度出现在刚刚
打开的机舱，而此刻，他们已经连续六七个
小时没有喝一口水、没上一回厕所了！

3月12日，上海市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宣布：从 3 月 13 日零时起，所有中外人
员，凡是在进入上海之日前 14 天内，有过韩
国、意大利、伊朗、日本、法国、西班牙、
德国和美国等国家旅行或居住史的，一律实
行 14 天居家或集中隔离健康观察。上海同时
对所有疫情严重国家 （地区） 的入境者实施
100%的流行病学调查。入境者必须如实填写
相关信息，如有隐瞒或虚假填报，造成疫情
传播的，将被依法追究责任。

3月14日一早，上海市卫健委通报：13日
上海新增确诊病例4例，均为从意大利回国的
中国公民，其中1例为上海人，3例为浙江人。

二
“流程”暖意融融。你有说得

出的缝隙，我有拿得出的纳米级匠
心。

“是花木街道吗？我是机场转运中心，现
在通知你们：你们的联洋小区和牡丹小区有2
位从俄罗斯来的意大利入境者和3名从韩国来
的客人，要在半小时后到达这两个小区，请
你们立即组织接应和防控准备。”13 日夜晚，
驻守在浦东机场 T1航站楼的浦东新区转运组
的几位工作人员自3月5日入驻机场以来，这
已经是第七个通宵达旦了。

自 3 月 5 日以来，上海全市组织了万人队
伍，开赴浦东与虹桥两大“国门”前线，筑起了

“总指挥-总联络-驻场指挥-驻场工作组-各
区县（包括周边省市区指挥部） ”五级组织运
行体系，而后又分设“海关-航站-安保-医
疗-物资-转运车场-特殊旅客安置”等十多个
职能队伍，形成“国门”口的战“疫”体系。

与此相配套的是各区县也针对所属地区
内承接的疫情重点国家来的入境者管理，对
应设立了“指挥部-转运中心-治疗中心-集
中隔离酒店-街道转运站”等防控运行体系，
而这一系统连同街道与社区人员有近十万
人，他们每天 24 小时，全天候地工作着，组
成了防止疫情境外输入的一道密不露缝的防
线。这支队伍的每一个人都清楚：从海关和
机场到各区县、到入境者所居住的小区，也
许仅有一个小时的车程，然而这一过程中稍
出一点差错，后果将不可估量。

花木街道下面有个联洋小区，是浦东新
区第一个“国际社区”，在此居住的外籍人士
达16000多人。这段时间以来，几乎每天都有
从疫情重点国家回来的居民。

“你们能保证小区的防疫万无一失？用什
么来保证让人放心呢？”采访花木街道防控指
挥长、花木街道党委副书记李嘉宁时，我直
截了当地问他。

“我用大数据回答你。”这位年轻的街道
防控前方指挥长从容地打开他的“宝贝”，如
数家珍地告诉我：“武汉疫情暴发后，我们街
道就建立了一个大数据库。我现在可以负责
地告诉你，我们街道管辖的范围内，每一个
社区、每一栋楼房、每一个楼道和每一个单
元里，在哪个方位，房子结构是怎样的，里面
住了多少人，每个人的年龄和性别，他们是常
住居民还是租户、外籍人还是本地人，他们最
近是在家里呆着，还是在外工作……我们街道
掌握，小区的居委会掌握，防控小组掌握。如
果他是隔离人员、外籍人员，那么我们还知道
他是哪国人，何时来此，当天的身体状况如
何，甚至每日的体温和生活供应情况、垃圾
处理如何，等等，只要你说得出的事，我们
都可以从大数据里找到。”

“也就是说，每一个可能和可疑的疫情，均
在你们掌控之中？”我问。“对的。”李嘉宁说。

“没有衔接上的任何缝隙？”我问。“当然
有时会有，但我们会及时采取措施堵上，确
保真正的滴水不漏。”李嘉宁说，有一个隔离
者已经居家隔离 12 天了，但按照市防控领导
小组新颁布的规定，她需要被集中到区一级
的集中隔离点。可是这女士身边有一个才两
个多月的婴儿，我们动员她去集中隔离点
时，她就是不去，说再坚持三天就到了隔离
结束时间，现在去了她孩子谁管？这样的情
况确实很特殊。居委会书记一次次亲自上门
做工作，但就是做不通。

“必须守住这一环，不能让这里漏出一滴
水！”居委会的小丁书记白天派人在这位女士
门口坚守，晚上由他亲自值班。小丁书记在
人家的楼道里蜷缩着身体，连续度过了3个漫
长的寒冷之夜，一直等到这位女士隔离完毕
并报平安时才撤了“夜班”。

“就在前天深夜一点左右，我正好在这里
值班，突然接到联洋小区居委会蒋冬梅书记
求助，说他们地段医院接到市里通知，要他
们马上在小区内找出前一天从伊朗经俄罗斯
到浦东的一例确诊者的两名伊朗籍密切接触
者，并将其护送到区集中隔离点。可是地段
医院的医生到小区门口后，保安不让进。我抄
起电话就与联洋居委会的几个职能部门协调，
又马上派出街道防控队员前往小区协助行
动。当 120 救护车把这两名密切接触者送走

时，天已蒙蒙亮了。但到了早上，听说‘昨晚有
伊朗患者被拉走了’的信息后，许多社区居民
着慌了。我们街道干部立即将那两名密切接
触者的活动轨迹，在小区内进行了公示，又详
尽介绍了那例确诊者的相关情况。小区居民
这才放心。”花木街道防控小组副指挥长张晓
山向我讲了另一个故事。

在上海，像花木街道所在地的联洋国际社
区有十几个，有些小区的外籍居住者比中国居
民还多。如何防控，是整个战“疫”最艰难、最
繁琐的工作，甚至有些看起来很小的生活琐
事，有可能就是一个“漏水”和“裂缝”的环节。

“我们有办法。”李嘉宁说，“在所有的小
区内，尤其是外籍人士居住的国际小区，我
们对所有居住者的身体状况了如指掌。每栋
楼、每个楼道，都设了楼长和楼道长，他们
负责每座楼宇和每个楼道居民的生活所需与
防控事务，细到对每个单元、每个居住者一
天的吃喝拉撒归档入表，哪家哪人提出吃的
披萨、喝的咖啡，来自哪家商店、哪个品
牌，我们都能掌握！”

“有这么神吗？”“是这样。”李嘉宁自信
地告诉我，“因为我们的所有居委会和小区在
这之前已经通过调查并根据外籍人士的生活
习惯与爱好，准备了足够量的生活和食物清
单，他们在隔离和正常生活的日子里，基本
上都按照我们提供的‘菜单’所需购置。而
小区的物业、快递员、保洁员、保安等，还
有巡逻员，都是24小时值班。”

“如此大的工作量，谁能担当得起啊？”我
觉得不可思议。“党员、干部和小区的居民们
呀！”李嘉宁说，“在疫情紧急时刻，我们街道和
居委会的所有干部都冲到了前线，几乎都是从
大年三十坚守到现在，没有一个人下过岗位。”

“这段时间，我们人手越来越不够了。社
区就先在党员中、后来又在普通居民中请大
家申报志愿者，结果一下有 3000 多人报了
名。于是我们就将这支队伍编排成上千个防
控小组，每个小组由党员领队，他们编班排
队，分配工作任务，成为最接地气的小区防
控城墙。”李嘉宁说到这里，嗓门突然哽咽起
来，“我们培花社区第九居委会党支部书记薛
梁英，是个‘80 后’好青年，战‘疫’拉响
不久，就倒下了。遗体告别的时候，街道和居
委会的许多干部想去，可又不能前往，最后只
有我和另一位街道领导为小薛送别。”

李嘉宁的手机响了，他站起身接电话，
“市里说我们这边又发现一例被确诊的浙江籍
入境者，跟他同一架飞机回来的人中有我们
街道好几个人，需要马上对他们进行隔离。”
李嘉宁急忙朝楼下奔去。“这些日子，几乎天
天这样，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冒出新的疫情
来。”留下继续接受我采访的张晓山说。

我手机上一条信息是市府防控部门的朋
友发来的，他告诉我，市领导刚刚给各区和两
个机场的负责人开会下达“军令状”：疫情境外
输入越来越严峻，上海必须全力以赴、不惜一
切代价，为 2400万市民守住“城门”，为 14亿中
国人民守住“国门”，绝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漏
洞。为此，特别提出要“严格依法防控、联防联
控，措施要精准，流程要优化，预案要周全，工
作要细密。确保环环相扣，无缝衔接。”

我给这位朋友回发一句问话：可不可以
向上海以外的海内外朋友转达你们说过的一
句话：“上海可以让大家放心？”

“当然！我们上海一定而且保证能让大家
放心！！！”他马上回答我，并且加了3个感叹号。

三
“上海是有温度和温情的国际化

城市，所以我们愿意把家、把心都
留在这里！”
多数人到上海的第一站，就是虹桥。因为

它是上海最大的交通枢纽，年客流量达4.5亿，
平均每天有123万多人次路过此地。虹桥还是
中国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块国际招标批租
地、第一批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之一、第一家国
际级专业展贸中心等等“中国第一”。

3月 12日，我来到这里。现在它正式的名
字叫“虹桥街道古北国际社区”，居住着外籍人
士 28000 多人，其中韩日籍占 60%，欧洲人士
20%，其余为港台人士。“我们古北社区居住的
外籍人士数量在全上海最多，他们分别来自
60多个国家，所以有‘小联合国’之称。”正

带领街道干部和志愿者在古北社区帮助防控
工作的虹桥街道党工委书记胡煜昂介绍说。

一到社区门口，就遇上了给我测量体温的
一对韩国父子。“这里是我家，家里有了事，就
要出来帮帮忙。”文先生语气中带着真情，“我
们韩国前阵子疫情严重的时候，上海朋友包括
我们古北社区的人听说后，通过我和其他居住
在这里的韩国人支援大邱市等地方。现在我
们古北社区面临的防控任务重，我就跟儿子一
起报名参加这里的志愿者，每天出来值几个小
时班，很开心，也很骄傲。要感谢中国，感谢上
海，给了我们一个安全幸福的家。”

“这个小包叫‘防疫融情包’，凡是居住
在社区内的居民人手一个，一进门就可以知
道如何做好自我防疫。”“80 后”的荣华居委
会第一书记盛弘，递给我一只小包。“‘融’
代表的是我们古北社区荣华居委会的意思，

‘融情包’则表示每一位居住在这儿的人只要
按照里面的每一项提示，就可以正常防疫和
正常生活。你看，它有不同语言。”

我打开小包，首先看到的是一张由虹桥街
道所在的上海长宁区政府致全体外籍人士的
一封温暖的“疫情告知书”，上面写着上海市自
3月 3日起对来自境外疫情重点地区和国家的
人员实施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要求，以及隔离
期间的相关事宜和隔离人及家庭在医学、自检
和生活等方面的联系电话。最后有句话很温
馨：“让我们共同守望、齐心协力、共克时艰！
希望您安全度过隔离期。”这是上海人民给每
一位来沪的外籍友人送去的一个“感情包”。

“上海是有温度和温情的国际化城市，所
以我们愿意把家、把心都留在这里！”负责这
个国际社区的上美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方耀
民是香港人，到这里已 33 年了。方先生说：

“我不仅见证了这个社区发展的全过程，而且
最长时间地感受了上海人民对我们的温暖之
情。这些天从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地区回来
的人告诉我：眼下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安
全、更放心。”

“仅凭一个感情包是远远不够的。用我们
社区干部和志愿者的话说：你还得每天靠一
双腿去跑。”盛弘指了指身边的社区医院医生
张梦娇说，“你问问她现在一天跑多少步？”

瘦弱的张医生羞涩地说：“2万到2万5步
吧！”张医生她们是穿着十多斤重的防护服在
小区各栋和各个楼道里上下奔跑呵！

“ 必 须 这 样 ， 而 且 你 还 得 提 起 精 神 来
跑。”张梦娇医生告诉我，“3月 3日上海第一
天开始对境外疫情重点国家实施隔离后，当
天我们负责的社区就有280人从韩国和日本回
到这边社区，这么大的工作量从前没有遇到
过。社区医院 50 个人全部出动，挨家挨户去
核对和做好上门防控服务，基本上每个人都
需要花半小时以上。后来作了统计，这一天我
们共上门169户，对365人进行了防控相关医务
工作。那整整十几个小时里，我们既不能脱
防护服，又不能吃饭，上厕所也不行，所以
得戴尿不湿。”张医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对我们来说，最初碰到的困难还有语言
不通，只能靠临时现学的几句‘塑料英语’
去跟外籍人士对话，常常一怕时间拖得长，
二怕出差错和误会，所以格外累人。这两天
古北小区共有 516 名境外人士需要做医学观
察，我们现在是安排 10 个医生每天负责上门
两次对他们进行检测。”张医生说。

袁艺是TEC驻上海的运营官，她所在的单
位专门帮助来沪外籍人士在上海“建立一个远
离家乡的家”。袁小姐给我讲了一件事：在春
节前后上海疫情吃紧时，TEC 机构主席 Linda
Painan(中文名徐凌娜，新加坡华裔）亲自到一些
国家采购口罩，准备捐给中国，但发现这些国
家基本断货。她便火速赶到印尼，通过熟人购
置了 10万只口罩和 1800只白血病儿童患者医
用口罩。当时多数国家通往中国的飞机已停
运，徐女士又亲自护送这批口罩运到新加坡，
在机场交给正在登机的一位朋友带到上海。

这批口罩对当时的古北国际社区非常重
要。听到虹桥街道干部们赞扬和感谢时，袁
小姐说：“要表示感谢的是我们，因为首先是
上海让我们在这里有了一个幸福安全和美满
的大家园，所以我们 TEC 和所有外籍人士又
在这里建了自己的小家。我们越来越感到：
家在上海是件多么幸福的事！”

这就是今天的上海，处处安全有序，春
暖柳绿，白玉兰争相开放。

董江城在方舱医院住了半个多月
后已痊愈，明天终于可以出舱了！与
病友朝夕相处下来，结下了深厚的友
情，还真有点儿不舍，尤其是小刚、阿
峰、小宝几个高中生，早已把他当成
了“伢们王”（孩子王之意）。

他天生一副娃娃脸，常带三分笑，
看上去就像刚毕业的大学生。其实，
他已接近而立之年，在师大毕业后去
加拿大深造，获得硕士学位，又拿到教
师证书，在多伦多已当了 5 年高中数
学老师，深受学生喜爱。

刚踏进 2020 年的第一天，董江
城的父亲在爬楼梯时不慎摔倒，断了
几根肋骨。作为独子，他火速飞回武
汉，悉心照料父亲。一周之后，老董
伤势略有好转，但突然又发起了高烧，
咳嗽不止，经过 CT、核酸检测，确诊
为新冠肺炎，马上住院治疗。3天后，
江城的母亲也“中招”，住进同一家医
院。江城每天去探望双亲，希望他们
早日渡过难关。没想到，年过六旬的
老两口都没能熬过春节，前后相差一
天撒手人寰。江城悲伤得几乎崩溃，
每天捧着双亲的遗像度日。

此时，董江城只能在家隔离、等
待。远在多伦多的女友每天在视频中
给他鼓励，成了他最大的安慰。到了
2月初，他开始咳嗽、发烧，到医院
检查，也未能幸免，火速住进了方舱
医院。由于他属于轻症，每天服用中
药汤剂、抗病毒药物，医护人员每天
观察他的体温等生命体征。

入院后，他得知数个病友的家庭
均遭受了灾难。他决定再也不能消沉
下去，必须面对现实，强逼自己忙碌起
来，也想借机让自己从双亲去世的痛
苦中走出来。他做起了医院志愿者，
每天帮助护士分发食物、照顾患者生
活起居、将患者的心声转达给院方。
几个高中生患者得知他是加拿大的老
师，便请教他数学、英文问题，他总是
有问必答，耐心辅导。更出奇的是，
他还是一个电玩高手，每天都会与孩
子们在手机上玩游戏，迅速与他们打
成一片，给生活带来了光亮和笑声。

入住十多天后，江城经过两次核
酸检测均为阴性，血常规、CT检查
也属正常。结合临床诊断，专家组会
诊认为他已达到出舱标准。今天院方
正式通知他，明天将由社区对接安排
到隔离点，继续观察两周。

江城正在收拾行李，小刚的妈妈
走过来。见她欲言又止的样子，江城
问：“小刚妈，有什么事需要帮忙
吗？”“小刚后天也可以出舱了，我暂
时还出不了院，他爸在北京工作，进
不了武汉，家里又没人照顾他……”

江城打断她的话：“我可以照顾
小刚啊！过了两周观察期就住我家，
一直到你出院。”“我可以付你钱。”
江城有点儿生气：“大姐，讲钱我就
不干了。”“那太感谢你了！”

“放心！我每天会督促小刚做功
课，还会辅导他，也会控制他玩手机
的时间。”

小刚的母亲走后，江城征得院方
同意，召集病区的几十号大人碰头。
江城：“大家都知道，我明天出舱
了，你们也快了。我刚才答应小刚的
妈妈，在她没出院前照料小刚。”小
刚母：“董老师真好！”江城：“我们
的命都是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救
的，我只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众人竖起大拇指，江城继续说：
“不知其他人是否也有这个需要，我
同样愿意效劳，完全免费。”

阿峰父：“我们家也碰到这个问
题，就是不好意思向你开口。”

小宝母：“咱们家正在想法子，
可能也要麻烦董老师。”

江城：“那统统由我来照顾，反
正暂时也回不了加拿大。”

阿峰父：“你不是真成‘伢们
王’了吗？”江城：“我本来就是啊！
我喜欢与小伢在一起。”

雷鸣般的掌声萦绕在屋顶上，各
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小小说◎小小说

方舱医院的

伢们王
孙 博（加拿大）

白玉兰的春天
何建明

◎中国战“疫”·报告文学

●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国际性大城市，上海浦东与虹桥两个机场的境外载客
流量人数占全国境外载客流量的60%以上。上海，已成为严防疫情境外输入的最前
线，上海人民用自己的精气神，垒筑起一道道严丝合缝、比肩联袂的钢铁长城。

●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国际性大城市，上海浦东与虹桥两个机场的境外载客
流量人数占全国境外载客流量的60%以上。上海，已成为严防疫情境外输入的最前
线，上海人民用自己的精气神，垒筑起一道道严丝合缝、比肩联袂的钢铁长城。

疫
情
就
是
命
令
（
油
画
）

孙
立
新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