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廖惠兰 通讯员 陈敏健

“每一个你啊 迎难而上不惧
怕；每一个我啊 擦亮黑暗等你回
家；平凡的我们 聚成疫情之下熊
熊之火⋯⋯”

昨天，一首隔空合唱的抗疫主
题歌曲 《人世间》 感动了无数宁波
人。宁波合唱团成员隔空发声，和
谐美妙、深情隽永的歌唱，艺术化
地再现了“逆行者”的平凡与伟大。

短短半天时间，转发点赞超过
5000 次，不少网友留言：“每一个
版本都让人热泪盈眶，合唱的魅力

无可代替！”“等疫情散去，我要回
老家吃海鲜。”“看到还有身穿防护
服的成员在合唱，瞬间泪奔！”

记者了解到，这首歌是由国内
知名的彩虹合唱团的张士超老师，
改编自热播剧 《人世间》 主题曲，
授权给宁波合唱团演唱。

“4分多钟的作品要求大家在短
时间内快速学唱、录制，难度比较大，
不过我们有了前年歌曲《不要怕》的
云 录 制 经 验 ，这 次 录 制 就 顺 畅 多
了。”宁波合唱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有人穿着防护服录制、有人在
抗疫一线发来录制好的视频、有人

通宵赶制视频⋯⋯隔离期间录制合
唱歌曲，要面对不小的挑战，难度
和工作量均陡增。

“成员们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一遍不行，就录制几遍，有的成员
甚至录制了上百遍，从早上开始一
直录制到下午。”据介绍，在录制
条件和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达
到更好的和声效果，94 名成员不
知疲惫地反复录制。

全程参与 《人世间》 制作的宁
波文化馆艺术培训中心主任汤俊杰
深有感触：“我们收到一条条传递
着爱与温暖的音频后，心里踏实

了。这次合唱的成员还包括了被隔
离在奉化的马媛姗、中山小区的毛
丹丹、宁波大学的王湖清等人，成
员虽然身处不同的地区，但是大家
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了这首作品，
这样的团队精神和迸发出的力量让
人感动。”

“受疫情影响，我们合唱团也
有两个多月没办法集体排练，我
也 非 常 想 念 大 家 。 这 次 云 合 唱 ，
成员们抢着上，大家都希望尽自
己的微薄力量向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工作者致敬。”合唱团成员马媛
姗说。

致敬“逆行者”的平凡与伟大

宁波合唱团94名成员隔空唱响《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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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感觉心力交瘁。可能因
为自己太紧张了，不仅动手打了孩
子，还让孩子的情绪也变得很紧张。
不知道该怎么办？”昨日，“战疫心理
疏导公益热线”接到了一位母亲李
女士（化名）的求助电话。

前段时间，李女士居住的小区
查出确诊病例，这让她很紧张，担心
8 岁的女儿被感染，在家里也让女
儿戴上口罩，并频繁要求其洗手。女
儿不愿意，还吵着想出去玩，李女士
一着急就动手打了孩子。不仅如此，
因为李女士的紧张心理，其女儿也
开始变得小心翼翼，甚至会问她：

“一出门是不是就会死？是不是再也
不能去游乐场？”

对此，宁波市康宁医院心理咨
询师金娜表示，这样的情况并非个
例。非常时期，为减少外出感染的风
险，很多人选择待在家里。有的孩子
因为想出去玩，和家长产生激烈冲
突；有的家长自己焦虑，又把情绪传
递给孩子。

那么，被疫情困住的亲子关系，
该如何“解围”？

金娜表示，母亲担心孩子的安
危是本能反应，她的应激性焦虑的
反应也是正常现象。遇到此类情况，
家长首先要让自己的情绪平稳下
来，接纳自己的焦虑反应。同时，也
需要理解孩子的行为表现。

“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面对疫情
都会有不安全感与失控感。由于儿
童心理发展的特殊性，疫情下，孩子
也可能会承受一些非理性的内疚情
绪。比如‘这些糟糕的事情一定是因
为我不乖引起的’等。”金娜说，家长
需要告诉孩子，疫情并不是任何一
个人的错，为疫情所作出的生活调
整也和他们的平时表现无关。

同时，家长要教孩子表达自己
的感受。当孩子行为不当时，不要马
上责备孩子，可以先从孩子的情感
入手，如可以表达“你是不是觉得憋
得慌”“是不是想小伙伴了呀”。

此外，不要批评他们暂时出现
的一些幼稚行为。允许他们哭泣和
表达悲伤，不要强求其勇敢或坚
强，也可以和孩子谈论病毒，但避
免让他们暴露在过多的负面信息
中。

家长可以在家和孩子一起做一
些活动，一起设计有趣好玩的室内
游戏，也可以教导孩子参与家务劳
动。在能力范围内让孩子自主选择
活动内容，可以让他们感觉非常时
期各种安排都是“可预测”和“熟悉”
的，建立安全感。

（记者 董小芳 整理）

战疫心理疏导公益热线：
0574-81859666（24小时开通）

战疫心理疏导日记 ④
被疫情困住的亲子关系
该如何“解围”？

记者 王岚

采访阿杰时，他给记者推荐
了尚未满员的海鲜美食群。但由
于忘了第一时间点“同意进群”，
两天后，记者发现已被人“抢先一
步”：群又满员了。

阿杰组建的美食群就是这样
火，目前已有 4 个。

阿杰全名钟鑫杰，是名“90
后”帅小伙，地道宁波人，在江
北区优乐惠孙家菜市场经营着一
个海鲜摊位，同时还在菜市场里
开了个小饭店，提供堂食，但更
多是为“马大嫂”们提供外卖。

见到阿杰时，他正在炒菜：
“请的两名厨师因为疫情居家隔
离了，现在我亲自掌勺。”只见
他娴熟地转腕、颠勺、上佐料、
翻炒，不一会工夫，一份雪菜炒
目鱼、肉糊辣和平底锅蚕豆煲就
做好了，计价 82 元。

帮 手 小 李 把 3 份 菜 装 进 袋
子里，对了下微信群里接龙名单
后即刻出发送菜。“订菜的是家

住附近小区的一位老顾客，以前
都自己来取菜，现在因为疫情关
系，她就约定时间在小区门岗
取。”小李说。

炒完菜的阿杰，脱去帽子，
整理好衣服，走了出来。清瘦的
身材，一袭黑色修身厨师服，黑
边框眼镜，搭配精致的发型，浑
身上下透着时尚感。

阿杰是甬江职高烹饪班的高
材生，毕业后直接进了航空公司
后厨。不甘于按部就班的生活，
4 年后，阿杰跳槽到了哈根达斯
连锁店任店长。“从后厨走向前
台，除了学习到两家大企业优秀
的内部管理，还让我积累了不少
营销经验。”他说。

职场上做得顺风顺水，但阿
杰心中目标不灭：开一家海鲜类
饭店。2019 年，离开校园后的
第 10 年，他在惊驾路租了一个
500 平方米店面。

会采购、懂经营，现场管理
对标国企和知名品牌连锁店，没
多 久 ， 阿 杰 的 店 就 火 了 。 但

2020 年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打乱了阿杰的创业计
划。“海鲜价格高，经不起囤，我
只能忍痛割爱把饭店关了。”说到
这里，阿杰显得十分平静，因为他
相信没有什么可以难倒年轻人。

颇有生意头脑的他，为了每天
采购的海鲜能物尽其用，选择在优
乐惠孙家菜市场驻点，卖起了海
鲜，并组建团购群，搞起了海鲜订
购服务。

每天深夜，他会收到熟悉的船
老大发来的到船信息，然后亲自驱
车前往象山码头采购。早上 6 点，
新鲜出炉的海鲜采购清单在群里晒
出，群友自行接龙下单。

海鲜生意稳定了，开饭店的心
又萌动起来。不同的是，这次他想
把饭店开在菜市场里。“这个菜市场
对面是学校，接送的家长来去匆匆。
周边是新小区，年轻住户多，我做餐
饮代加工，既能有效利用菜市场新
鲜菜品，又能切实解决周边居民的
吃饭问题，岂不是两全其美？”

“小伙子特别诚信，他烧的菜

一定要品尝品尝。”一位居民说。
于是，买海鲜的、逛菜市场

的，不少人成了阿杰饭店的“打包
客”，而菜市场里的经营户也时常
会拿来自家的菜交给阿杰，然后围
坐在一起，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

“团圆饭”。
可正当阿杰的生意风生水起

时，疫情警报再次拉响。
“考虑到顾客的安全，我暂时

停了海鲜业务。”阿杰说，住在江
北洪塘的两个厨师也意外“歇业”，
原本他打算休息几天，陪陪年幼的
女儿。“但架不住菜市场周经理和
群里各位老朋友的‘呼唤’，我只
能亲自上阵。还好，大家反馈说我
做的菜味道还不错。”至于送货，
阿杰跟周经理开起了玩笑，“实在
来不及，菜市场管理团队的 11 个
人，都是我的‘红马甲’。”

如今，阿杰与菜市场的关系更
像是一个共同体，与群员更像是朋
友。他跟周经理约定，要将这种菜
市场加菜品代加工模式固化，并肩
出行，一起开拓新的市场。

再辛苦也要守住百姓餐桌上的“烟火气”

防范区里的温情防范区里的温情
鄞州潘火街道金桥水岸花园小区16日从管控区调整为防范区，小区2600余户居民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两天一次进出小区

采购生活物资。昨天，记者来到该小区，发现小区内渐渐热闹了起来，有带孩子下楼玩耍的，有在路边喝下午茶的，也有在

跑步健身的。为了解决防范区里居民的外卖需求又保证大家的安全，“大白”化身外卖小哥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大白”化身外卖小哥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小朋友和爸爸一起踢球。 （许天长 邱煜 摄）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万
鲁宁） 为贯彻落实市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做好
当 前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的 通 知》（以
下简称 《通知》） 精神和上级有关
养老服务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昨
日，市民政局就进一步严谨有序做
好当前养老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工
作，发布最新通知。

《通知》 要求，严格做好养老
机构工作人员管理。养老机构工作
人员实行轮班制，严格执行入院各
项规定。落实工作人员“非必要不
出市”和“两点一线”要求。

严格做好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
工作。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检测频率
按照每周 2 次、每次间隔 2 天以上，
医养结合机构工作人员检测频率按
照每 2 天 1 次执行，对因各种原因未
按要求接种疫苗的工作人员须调离
一线岗位。鼓励和引导符合接种条
件的老年人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严格做好养老机构内部管理。
严格控制院内聚集性活动规模和频
次，除非必要工作外，继续谢绝外
来人员、志愿者入院组织活动以及
各类参观访问。继续强化养老机构
内部管控，做好内部通风、消毒、

院内老年人和工作人员每日体温测
量记录、异常症状报告等工作。继
续禁止快递进入养老服务机构。

严格做好新入院和在院老人服
务。新入院老人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且 14 天内无市外旅
居史，并书面承诺 14 天内无市外人
员接触史。暂缓收住 14 天内本市封
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内老年人。

按要求，家属探视实施预约
制，暂缓有市外旅居史家属入院探
视。严格落实进院人员测温、登
记、扫“场所码”和核验行程卡等
工作，探视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并全程佩戴口罩。院内
合理设置探视室和探视路线，不与
老年人活动场所发生交集。

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范围
内的养老服务机构及活动继续实行
封闭管理。

此外，在落实服务人员定期核
酸检测、健康防护措施的基础上，有
序恢复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老年食
堂、助餐点鼓励开展外带服务，开展
堂食服务的，要严格落实就餐人员
测温、登记、扫“场所码”和核验行程
卡等工作，须加大座位间距，控制同
一时间就餐人数，实行错峰就餐。

养老服务机构疫情防控新规发布

通讯员 卓 璇 刘晓飞
记 者 黄 程

“接下来，‘三区’会逐步调
整，咱们要继续打起十二分精神，
守好逸嘉北区的‘小门’！”昨天一
大早，在江北洪塘街道逸嘉社区北
区的物业办公室里，每天一次的逸
嘉北区临时党支部支委会准时召
开。临时党支部书记孔建与其他几
位成员快速梳理当日工作后，分头
开始忙碌。

4 月 12 日，洪塘街道逸嘉社区
南区发现 1 例新冠阳性感染者，由
于该社区办公点在南区，所有社工
被划入南区加强重点区域管控，位
于防范区的北区成了无人管理的

“真空带”。孔建与几名街道干部临
“危”受命，赶赴逸嘉社区北区，
为北区 980 户 2100 余名居民筑起疫
情防控严密防线。

支部建起来，党旗飘起来，党
员站出来。疫情发生后，江北吹响
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战

斗号角，将临时党支部作为抗疫
“桥头堡”，筑起一道道坚不可破的
红色防线。

“退休不退岗，这里的群众我
都熟，我是党员，必须带头上！”
年近七旬的老党员潘信法主动申请
加入队伍，成为核酸检测点“点
长”。在宁波大学出现 1 例确诊病
例后，一路之隔的孔浦街道双桥社
区 6 人班底中 4 人隔离办公，只剩
下两位不会使用电脑的老同志。街
道紧急组建一支由街道干部、江北
区铁建中心下沉干部、社区党员志
愿者等组成的党员先锋队，成立双
桥社区临时党支部。虽是临时组
建，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集中隔离点是抗击疫情的“特
殊战场”，也是隔离人员的“温暖
港湾”。江北每个隔离点都成立了
临时党支部，党员们用贴心的“你
呼我应”、知心的“情感陪护”、暖
心的“私人订制”，温暖着隔离人
员的心。

抗疫一线临时党支部
使命担当不“临时”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徐濂江 劳汝佳）设置 2 个核酸临
时检测点，两个小时就完成了 16 个
项目 1721 名建筑工人的核酸检测，
实现了东部新城核心区在建项目建
筑工人的核酸检测全覆盖⋯⋯记者
昨天从东部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获
悉，4 月 15 日和 18 日，指挥部协调
属地福明街道联系附近医院为辖区

工地送上核酸检测服务。
重大项目往往工人众多，自行

前往核酸检测点检测，面临排队、人
员聚集等问题。为此，经过前期各方
对接以及场地、人数排摸，东部新城
开发建设指挥部与属地福明街道统
筹组织，确定以中山路为界，在南北
片区分别设置一个临时检测点，分批
次分时段分点位安排建筑工人检测。

东部新城在建工地
1721名工人完成核酸检测

红烧猪蹄、红烧对虾、清蒸鳗
鲞……昨天 11时许，镇海骆驼街道
船老大餐厅又开始了爱心餐供应服
务。店员将 6道菜依次端出，三荤三
素，供有需要的群众自行挑选领餐。
船老大餐厅共有 2 家门店，分别位
于骆驼街道和庄市街道。从上周开
始，每天 11时至 12时半、17时至 19

时两个时间段，生活一时有困难的
群众均可前去两家门店免费领取爱
心餐。无独有偶。位于庄市街道启迪
科技园（宁波）的迪亿加智慧餐厅，
也面向环卫工、保安等人群，推出了
免费爱心餐。

图为市民来船老大餐厅领爱心
餐。 （汤越 沈孙晖 摄）

镇海两家餐饮企业推出爱心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