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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飞机看小叔

父亲兄弟四个，大伯、二叔和父亲都
在家门口转悠，几乎一辈子没出过远门，
排行老四的小叔就不同了， 年轻时就离
开家远到东北当兵。

上世纪５０年代末，仅有小学文化程度
的小叔报名参军， 那时小叔还不足２０岁。
据说小叔离开我爷爷奶奶时，就跟刚断了
奶的孩子一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舍不
得离开爷爷奶奶， 可是到最后还是牙一
咬、脚一跺，甚至心一横，上东北了。

我读小学一二年级时， 小叔回来探
亲，据爷爷奶奶和我爸爸妈妈说，此前小
叔探亲都是一个人，那次探亲是两个人，
那个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是小叔结婚不
久的妻子， 也就是我的小婶。 小叔长得
帅， 跟上世纪非常有名的电影演员达式
常一样。小婶长得怎么样呢？我们一看到
小婶，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赞叹不已，

小婶就跟电影里王成的妹妹———王芳一
样长得非常漂亮。

小婶是朝鲜族人， 在沈阳一家学校
当音乐教师，能歌善舞。她见到我爷爷，
铿将有力地对爷爷说：“爸爸好！”就举起
右手给爷爷敬个军礼。小婶见到奶奶了，
也是铿将有力地对奶奶说：“妈妈好！”随
之也给奶奶敬个军礼。 叫得我爷爷奶奶
不知说什么好了。 当时小婶随着小叔探
亲，我们都觉得小叔小婶是天外来客，稀
奇得不得了，我们一个个嚷着：“小婶，你
唱歌给我们听吧！” 小婶就真的唱歌了，
唱的是《松花江上》。我们拍手叫好！

小婶歌唱得好听，舞也跳得好看，我
们一个个都忘记了吃饭。那时小叔３２岁，
小婶３０岁。我想，小叔和小婶要是不走，天
天在我们苏北老家多好。又过几年，我们从
爸爸妈妈嘴里得知小叔已是军转干到沈阳
就职。不知什么原因，探亲机会越来越少
了，有时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也是来去匆

匆，等我们从学校回到爷爷奶奶身边时，小
叔已打道回府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结婚生子，小
叔也退休了。 那时我想这回小叔和小婶
应该有时间探亲了吧？ 谁知退休不久的
小叔因脑溢血卧床不起。 那时奶奶已离
开人世，爷爷也９０多岁了，父亲兄弟几个
没有把小叔的病告诉爷爷， 我们倒是突
然有了到沈阳看望小叔的想法。爷爷１０３
岁时去世的， 这个消息父亲兄弟几人也
没有告诉小叔， 主要是考虑到小叔身体
欠佳， 担心小叔知道爷爷去世的消息承

受不了打击。
今年小叔８０岁了，７０岁的小姑有一天

对我说：“到沈阳看看你小叔啊！”小姑说，
小叔在小婶的精心照顾和护理下，已像正
常人一样行走了，也能和人交流了。我兴
奋不已，欢喜异常，一口答应。我们那儿有
开往沈阳的汽车， 也有开往沈阳的火车，
还有高铁，怎么去呢？小姑说：“我们坐飞
机吧！”到了沈阳飞机场，小姑一眼就认出
小叔和小婶， 他们也很快就认出了小姑。
大家一致感叹：“现在真好！ 再远的距离，
眼一眨就到了。”

记者 王怀诗 通讯员 庄文斌

本报讯 为将物管小区疫情
防控工作落到实处、 抓在细处，日
前，市住建局物业行业疫情防控督
查组于夜间（19:30—21:30）对海州
区部分物管小区落实疫情防控工
作情况进行随即抽查暗访。督查发
现，大部分物管小区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个别小区存在未逐一测
量体温、查看苏康码等管控松懈问
题。针对督查结果，市住建局分别
给予北京龙城兴业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连云港分公司、江苏鼎尊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通报表扬，对江苏博
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
司、江苏喜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连
云港分公司、江苏淮海大地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连云港市九龙世贸城
有限公司四家物业服务企业通报
批评。

督查组此次主要督查了新月
园、阳光园、福园名邸、香阁里拉、

景山秀水二期、世纪凤凰城等12个
物管小区。“督查发现，上海之春二
期和河畔花城的管控情况较好，在
管企业分别为北京龙城兴业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和江
苏鼎尊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其中，
上海之春二期门岗2名秩序维护员
一前一后严格查看进入人员苏康
码、行程卡，逐一测量体温，且服务
态度好，组织有序，能够让进入人
员耐心等待，有序通过；河畔花城
西大门机动车道、行人通道分两组
严格查看进入人员苏康码、 行程
卡，逐一测量体温，且项目经理也
在现场和值班人员一起落实防控
工作。”督查组工作人员表示。

本次督查还发现四家小区存
在较大管理漏洞。其中，江苏博威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
在管的博威·江南明珠苑东区未逐
一测量体温、查看苏康码，管控松
懈。江苏喜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连
云港分公司在管的东方领秀二期
（辉腾新天地）门岗形同虚设，暗访

人员可随意进出小区，相关人员未
落实查看苏康码、测体温等疫情防
控工作。江苏淮海大地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在管的枫林湾小区暗访人
员可随意进入小区，行人通道处秩
序维护人员正在旁边接打电话，未
对暗访人员进行测温、查看苏康码
等。连云港市九龙世贸城有限公司
在管的九龙城市乐园东区门岗秩
序维护员同样未落实测温，查看苏
康码、行程卡，西大门机动车道道
闸敞开，车辆、行人随意进出。

督查组指出，对暗访督查发现
的问题，已要求各物业服务企业自
查整改，举一反三。各物业服务企
业要进一步强化认识，切实将当前
疫情防控工作作为 “头等大事”落
实 ， 严格做到门岗查看进入人员
（包括进入车辆上的所有司乘人员）
苏康码、行程卡以及测量体温一样
不漏，强化“门岗过问”制度和外来
人员、车辆识别，严格落实登记管
理。市住建局将不定期开展暗访督
查，对现场发现的问题予以曝光。

海州区市场监管局加强食品经营环节疫情防控检查

“3+模式”为消费者守好食品安全防线
记者 侍敏 通讯员 刘静

本报讯 近日，海州区市场监
管局与乡镇、街道配合，积极开展食
品安全风险排查和疫情防控检查，
采取“市场监管+网格员”织牢排查
网、“白+黑” 织密监督网、“指导+查
封”织密保障网的“3+模式”，为消费
者守好食品经营环节安全防线。

海州区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
加强小餐饮、小食品及外卖平台食
品安全风险排查工作的通知》，依
托食品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划片
包干、责任到人，重点对小食品店、
60平方米以下餐饮店，外卖平台站

点开展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和疫情
防控网格化检查。截至目前，已梳理
7521家小餐饮店、小食品店和17个
外卖站点。联合乡镇、街道，以社区
为单元网格， 对203个社区网格明
确网格员、检查员，开展相关工作。

该局建立白天日常巡查+夜晚
督查的“双查模式”，辖区市场监管
各分局配合乡镇、街道开展联防联
控检查。 一方面日常检查不间断，
要求食品经营从业人员和进店人
员戴口罩，对进店人员测温、查验
健康码和行程码；督促食品经营从
业人员接种疫苗。督促美团和饿了
么两家外卖平台17个站点，增加送
餐容器消毒频次，要求送餐人员加

强个人健康管理， 全程戴口罩，全
部接种疫苗， 全员参与核酸检测，
鼓励外卖人员无接触配送。另一方
面启动夜查模式，每晚督查。对发
现不执行疫情防控要求的责令改
正，通报所属镇街，督查改正。

此外，成立由城管、公安、市场
监管、 社区组成的联合执法队，对
各类经营场所检查指导，督促经营
单位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自7
月20日以来，海州区市场监管局累
计检查食品餐饮商户3600余家次，
对责令整改后拒不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的食品经营户采取查封措施。
截至目前，共查封8家食品经营户、
4家餐饮经营户。

我市17名专业医务人员
驰援扬州

记 者 庄婷婷

通讯员 王思琦 吕菲

本报讯 8月12日下午，
我市17名院内感染控制人员
出发前往扬州支援。 截至目
前，我市累计派出805人次医
疗卫生工作者驰援南京和扬
州， 其中支援南京532人次、
支援扬州273人次。

出发前，这批人员在市
一院高新院区进行了集中
培训。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支援扬州责无旁贷。 疫情就
是命令， 接到通知后我第一
时间报名。 院内感染控制是
疫情防控的重要一环， 我们
将发扬伟大抗疫精神， 带领
大家积极配合当地做好相关
工作。” 本次援扬州领队、市
第一人民医院主管护师祝加
红说。

“之前有同事去扬州支

援，我们大致了解相关情况，
又进行了集中培训， 大家都
做好了相关准备， 医院也给
我们准备了相应物资。 得知
我报名支援扬州， 家人都很
支持。到扬州后，我们会保质
保量完成任务， 展示港城医
务工作者的精神面貌和使命
担当。”援扬州队员、市二院
主管护师周伟说。

“我是第一时间报名支
援扬州的。面对疫情，作为医
务工作者， 奋战在一线是我
们的责任。 我们将与扬州人
民共同奋战、 共克时艰。”援
扬州队员、 市妇幼保健院主
管护师赵慧说。

据了解， 此次支援队伍
由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
赣榆区每家3人， 市一院、市
中医院、市二院、市妇保院、
市东方医院每家1人组成。同
时，我市还组建了两批次144
人医疗梯队， 做好随时驰援
扬州的各项准备。

连日来，连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对辖
区内药店下架退热、止咳等“四类药品”进行拉网式检查，重点
检查销货台账、封存方式、有无“隐藏”上架药品等，对违法违
规行为从严查处，维护疫情防控药品经营市场秩序。

记者 王健民 通讯员 王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