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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1 月 22 日 15 时，市
疾控中心举行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第 91 场新闻发布会，邀
请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
市民政局副局长曾群、市疾控中心
主任付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市疫
情防控的最新情况。市政府新闻发
言人尹欣主持发布会。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

介绍最新情况：“截至昨天 24 时，
本市有 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昨
天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病例 1、2、3
的情况，下面，我将新增的病例 4、
5、6向大家介绍一下。”

病例 4 与病例 2 为亲戚关系，
常住黄浦区。作为病例 2 的密接
者，经排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
性。经市级专家会诊，结合临床、影
像学表现和实验室核酸检测结果，
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病例 5 系外地来沪人员，是病
例 3工作酒店的住客；病例 6 系病
例 3同事，工作地在黄浦区。作为
病例 3的密接者，病例 5、病例 6均
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

目前，6 例确诊病例均已在市
公卫中心治疗，其中 5 例普通型，1
例轻型，病情平稳。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

关要求，经市防疫指挥部研究决定，
将中福世福汇大酒店列为中风险

地区。
邬惊雷透露，中福世福汇大酒

店是病例 3、病例 6 的工作地，也
是病例 5 的暂住地。此外，邬惊雷
还表示，仁济和肿瘤医院已确诊
的两位工作人员没有接种过新冠
疫苗。
此外，新闻发布会上传递出信

息：上海还进一步强化了现有城乡
社区疫情防控措施。对非本居住区
的人员，必须验码、测温后才能进入

小区；对春节返乡的人员，还要检查
是否持有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并落实好登记信息、健康监测、
异常情况处置等工作，并督促其落
实个人防护措施。
同时，还要严格落实网格化、

精细化管理责任，提倡近期“喜事
缓办、丧事简办、宴请不办”，尤其
是柔性劝导相关村民群众不办“流
水席”，最大程度地减少人群聚集
活动。

中午时分，前往中福世福汇大
酒店送外卖的外卖员络绎不绝。酒
店门口两侧已经拉起警戒线，只留
一侧玻璃门用于防疫人员通行和传
递外卖。

矿泉水、水果、纸巾、餐食、脸
盆，还有大大小小的快递件……门
外的三张桌子摆满了外卖和快递，
几名酒店工作人员不停地告知外卖
员，把房间号写在外包装上，并把写
好房间号的外卖拿进酒店。
“我送一下行李，不上去。”一

位拖着行李箱的阿姨告诉记者，“我
女儿和朋友在这个酒店开了个房间
聚会的，没想到被隔离了，我给她送
了一些她要的生活日用品过来。”送
完后，这位阿姨快速离开了。

在中福世福汇大酒店对面，有
一家快客便利店，就在两个中风险
区域旁边，这家便利店依旧照常营
业。相比往日，这天来店里买东西的
人少了很多。
“刚开始知道附近有人确诊

了，有些担心，但看到外面来来往往
的工作人员不停工作，就没那么担
心了，因为该隔离的都隔离起来了，
该做的防疫措施都做了。我们自己
口罩戴好、心态放好，增强免疫力，
还是正常地工作，如果店都关了，旁

边居民就没地方买东西了。”便利
店店员说。
她表示，不时也有防疫相关工

作人员到便利店来买东西，有的不
会进入店内，而是让店员帮忙递出
去，“我们店内也加强了防疫措施，
过一段时间就会测温、消毒，一次性
手套用过就换掉，顾客进来也需要
测温登记。”

沿着中福世福汇大酒店一旁

的广东路走，平日里“一位难求”
的路边停车场上停着几辆大巴和
小汽车，还有不少空位。“在这边停
车的，很多都是去仁济医院看病
的，或者来周边办公的。今天很多
人都不来了，所以车位空了很多，
平时下午三四点前，这边很难找到
车位。”一名停车场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旁边一辆小汽车上，放着一张
停车欠费催告单，显示其前天起就
一直停在广东路一侧停车场。“我
们猜测车主会不会是已经被隔离

了，一共有两辆车从昨天开始到现
在，一直没有看到车主，其他车子都
开走了。我们这里一天停车费是两
百多元，很少有在这边停两天的，偶
尔有也是来这边做手术的，但今天
医院都关闭了。”停车场工作人员
说。

两个中风险区域附近，绝大部
分商铺都在正常营业，部分商铺门
上贴出了消毒停业的通知，营业的

店铺也加强了防疫措施。记者走进
一家餐饮店，店内工作人员立即过
来测温、查看随申码，同时还要求登
记电话等信息。

一家餐饮店工作人员说：“我
们这也是福州路以南区域，但这边
是相对安全的，再过一条街风险就
大一些。昨天新闻出来后，周边路上
行人就少了很多，来店里吃饭的人
也少了。通报出来前，我们这边中午
和晚上都是需要排队的，但今天店
里基本上是空的，到下午两点左右，
一共只有十几位客人。”

昨天起，上海书城福州路店也
进行临时闭店。有几位不知道闭店
消息的市民，前来买书扑了个空。记
者在现场看到，上海书城福州路店
门外已经贴出通知：自 2021 年 1
月 22 日起，上海书城福州路店、新
华书店黄浦教材店（小学部）、新华
书店黄浦教材店（中学部）等三家
门店进行临时闭店，恢复营业的时
间另行告知。
疫情防控事关每一个人，也需

要所有人共同努力。张文宏医生在
近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
马上要过年了，通过这次疫情，我个
人对上海是有信心的。我们给自己
设一个目标，就是上海人民要过一
个祥和的春节，希望所有的市民和
我们一起，‘你快速我快速’，我们
一起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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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现场直击上海被列为中风险地区的两个区域

周边拉起警戒线
工作生活紧张有序

对非本居住区的人员，必须验码、测温后才能进入

晨报记者 潘 文

1 月 21 日，黄浦区昭通路
居民区（福州路以南区域）被列
为中风险地区 ；1 月 22 日 ，中
福世福汇大酒店被列为中风险

地区。
昨天上午， 记者在中福世

福汇大酒店门口看到，这两个中
风险区域外已经拉起警戒线，穿
着防护服的“大白”正在紧张工
作。 附近区域路上行人少了，但
人们工作生活依旧如常。

给女儿送生活必需品的一位阿姨把行李包转交给工作人员就快速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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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22 日，中福世福汇大
酒店被列为中风险地区。此前一天，
所有入住酒店的人员已被隔离。 在
上海念大二的学生小戴， 就是其中
一员。这天，她向记者讲述了这两天
一夜的隔离经历。 从担心到调整好
心态，隔离期间准备学习、减肥。

21 日下午，小戴得知了楼内有
人确诊新冠肺炎。“第一时间还是有
点紧张的， 然后一直在等核酸检测
结果，想了各种可能，如果感染了怎
么办，不能回家过年怎么办，如果开

学了还回不去怎么办……一开始有
些慌， 后来自己心态慢慢调整过来
了。”晚上 11 点左右，有民警过来逐
一通知大家，要隔离 14 天以及相关
的新冠疫情管理措施， 所有人只能
待在各自的房间内。

“接到这个消息后，我和两个室
友也讨论了下， 之后 14天要做些什
么。 大家心情调整得都比较快，我睡
觉前还看了一集电视剧，没有失眠。 ”

有序防疫的背后， 是无数防疫
工作人员在坚守。 22 日凌晨，小戴
在睡觉前看了一眼窗外， 发现还有
工作人员一直在外面值班。

[隔离酒店日记]

“两天一夜”，从担心到调好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