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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高温下“煎”守
:;<=>?@ABCDE
7月 1
2日是入伏首日，上海气象局发布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
警信号，面对高温酷暑天气的到来，区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做好防
暑降温工作。本区各部门单位迅速行动起来，根据预案做好一线职
工的避暑降温的同时，积极为社区百姓安然度夏做好各项保障工
作。本报各路记者深入一线对这些情况进行采撷，以供读者了解。

近日，本市出现持续高温天气，
区建交委安质监站立即对辖区内在
建工地全数进行手机短信群呼发
送：通知所有工地负责人做好防暑
降温应急措施，要求各施工单位制
定好应急预案，
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错开高温时段。7月 1
2日，气温更
是突破 37℃，下午，区建交党工委
等领导前往市政养护工地，慰问战
斗在一线的工人。
据介绍，在今年 6月份安全生
产月会议上，区建交委安质监站对
全区建筑工地防暑降温工作早部
署、早落实，要求各单位落实好相关
防暑降温措施；
另外，
通过安全月观
摩活动，进行样板引路，
提高夏季施
工安全管理水平。
为保持城市环境面貌整洁，
徐汇
区环卫工人继续坚守一线岗位，
遵守
“两班制”保洁的承诺，午间也不放
松。为减轻一线环卫工人劳动强度，
机械保洁班组加班加点，
特别是电瓶
车巡回保洁的频次，
以机械保洁补充
人工，
确保城区环境整洁优美。
为保障环卫人员高温天作业安
全，
避免中暑等情况发生，
区绿化市容
局启动防暑降温措施与劳动防护工
作，
组织开展道路巡视、
沿途为职工送
上盐汽水、绿豆汤，关心职工身体健
康，
对身体不适的员工安排强制休息。
黄梅天连着酷热天，连日来，
区
商务委精心挑选准备了“盛夏四
宝”：毛巾、香皂、花露水和绿豆，送
到全区 55个菜市场的一线工作人
员手中，总共发放了 5
00多份，向酷
暑中坚守岗位、保障市民菜篮子的
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在本周橙色高
温来袭中，各菜市场管理公司也启
动了送清凉送慰问行动，向经营户
送上防暑降温用品。同时，区商务委
还向各菜市场发出安全提示，要求
管理公司重视并做好工作场所的降
温、安全、卫生等各项保障措施。各
菜市场也坚持做好每天的日常保洁
工作，货架货品保持规整，加强卫生
宣传，对农残快检、灭蝇设施、卫生
间用品、老鼠笼及垃圾箱卫生等工
作配置到位、
检查到位，
为广大市民
营造文明良好的购物环境。
炎炎夏日，有没有造成病人扎
堆？记者自区中心医院了解到，近日
收治的中暑病人并不多，门诊量也
较为平稳，急诊量略有增多，病人多
集中在皮肤病、发热、感染、腹泻以
及老年人的心脏病等。另两家二级
医院情况也大致相同，均未出现门
急诊量大幅增多的情况。

据了解，各医院都在高温来临
前进行了空调检修，保证门诊大厅
及病区开启中央空调降温，各楼层
增加饮水机，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为
患者提供温馨服务。如市八医院在每
天晚间急诊高峰时段，
会根据病人就
诊情况及时抽调医务人员支援急诊，
同时应保证急诊
“绿色通道”
的畅通，
遇抢救病人或重大突发事件批量伤
员时立即启动急救
“绿色通道”
；
大华
医院儿科则科学分流患者：
门诊实行
候诊人群动态评估（每半小时一次），
合理引导患者分流，同时，
医院提供
预约诊疗服务和多种便捷结算支付
方式，
方便患者就诊。
近日，
上海高温预警频发，
记者
了解到，
区民政局为此积极部署，
层
层落实，
做好老年人防暑降温工作。
区民政部门组织各街镇相关为
老服务部门对社区老年人，特别是
对纯老家庭老人、独居老人、高龄老
人、患病困难老人进行走访慰问，
对
燃气、水电、
家用电器等进行安全检
查，确保消除安全隐患，
预防各类意
外事件发生；开放社区老年活动室
并开启空调，为老人创造一个较好
的避暑环境。值得一提的是，
夏季炎
热，
食品安全同样不容忽视，本区加
强了社区老年人日托机构、老年食
堂的夏季安全和食品卫生工作，严
格把好进货、
操作等流程的质量关，
严防、严禁发生食品中毒。
徐家汇街道向 60周岁以上困
难、独居、孤寡老人发放防暑降温慰
问品。活动共发放 7万元的慰问品，
主要是沐浴露、
洗发水、
花露水、
毛巾
等生活用品，
受益老人有 7
00多位。
同时，
街道老龄委叮嘱各居委要
把老年人的夏日安全工作放在首位，
加强志愿者慰问频率，
提醒老人在盛
夏注意饮食卫生，
保持平和心态。
街道老龄委还专程前往敬老院
赠送防暑降温慰问品，要求院内打
开空调、电风扇，
为每个人床头安装
小风扇。
7月 12日一早，热浪一阵阵袭
来，徐家汇街道 3个文明路口的 2
2
位志愿者在高温中依然准时到岗，
进行一个小时的文明交通志愿行
动。此时，徐家汇志愿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带着盐汽水，一一来到每一个
执勤岗位，向来自居民区和社区单
位的每一位志愿者送上解热解渴的
饮料，
向他们表示慰问和感谢。
连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田林
街道快速反应，多管齐下
“战高温”，
努力保证社区居民凉爽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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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巾帼建功标兵、上海市第二
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看护，及时掌
届十佳家庭医生和上海市五四青年
握动态，严格落实
“零报告”制度；社
奖的高文娟医生就立即骑着自行
区文化活动中心、
“邻里汇”、居委活
车，
按照
“先远后近”的路线，逐个走
动室等场地，在高温期间实行全天
访老人。在云锦居民区，她爬上 5 候开放，开启空调设备，
落实专人保
楼，
看望今年已经 9
2岁的陈燕娇老
障。
人。满头大汗的高文娟医生，一进
高温天，老年人比平常更爱去
屋，就为陈老太量血压，听心脏，询
为老服务机构。为了创造“孵空调”
问老人的饮食和起居，还关心老人
的理想环境，漕河泾街道的乐缘养
居室的通风和降温情况，让老人心
老院用上种种“降温利器”，吃的有
里既感激不已：
“ 高医生这么热的
西瓜绿豆决明子，用的有毛巾香皂
天，还登门探望，我心里真是感激
风油精，常规的有空调，新式的有
啊。”
“防晒网 +降温风扇 +空调”。
近日持续高温，斜土江南邻里
据了解，高温天机构的运营压
汇日间开放供居民避暑。邻里汇的
力比平常增加五成左右。空调开足，
各个房间里不仅凉快宜人，各类精
倍儿凉快，备齐茶水，来嘎讪胡，养
老院和日托机构纷纷启动防暑方
心组织的活动也给居民带来了纳凉
案，为老人们准备了绿豆汤、西瓜，
外更多的乐趣。
发放风油精、
香皂、毛巾等清凉用品
进入盛夏，斜土街道全面部署
等。
高温期间防暑降温工作，要求各个
康健街道各个居民区每个小区
居民区加强重点人员看护，开放避
重点培育睦邻点，建立各自“朋友
暑场所。加强对高龄独居老人、困难
圈”
：康强坊独居老人多的，建“嘎山
胡”小组；康宁坊关心热点的，搞个
读报小组；邻里需要关爱的，成立睦
邻陪伴小组 29号睦邻楼；爱下棋较
多的成立棋牌组；高兴三五一群在
一起发发呆的老人花园聊天组；喜
好唱金剧的建立文娱小组等……每
天下午，居委会活动室里总有十多
个老人围坐在一起聊天，用老人的
一句时髦话“我们没微信，但我们也
有朋友圈”。量量血压、看看电影、吃
点水果、喝点茶水、折个纸呀、一起
看电视、下棋聊天，虽说室外烈日炎
炎，
但是“睦邻圈”却送上丝丝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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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各个居民区纷纷开放居委
活动室，
全面开启空调，
欢迎居民们
前来避暑。同时，
向居民发出温馨提
示，嘱咐老人们减少外出，防止中
暑，并对高龄老人开展上门走访，
发
放高温慰问品。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将设
施对“半托”的老人进行全天开放，
并向老人们提供特制的凉草茶。街
道社区服务办专门组织电工与物业
一起，对街道敬老院内每个房间的
空调进行检修，确保空调 1
00
%功
能完好运作正常，并向敬老院派送
50斤绿豆，为老人们熬上爽口消暑
的绿豆汤。
7月 1
2日，初伏首日，上海的
最高气温已经蹿至 38度，
室外更是
热浪滚滚。龙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家庭医生、恒丰团队的团队长高
文娟早上 7点半就来到了中心设在
丰谷服务点。
一到服务点，这位曾经获得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