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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NEWS

破解疫情下“药罐子”问题

上海：青年突击队串起一条“送药链”

4 月 8 日， 上海抗疫青年突
击队浦东组进驻北蔡镇，这支团
队由上海城投、上海警官学校的
100 多名党员和志愿者组成。 其
中一支团队负责当地互联网医
院市民问诊配药的接收、分拣和
配送工作。

“毕竟是初来乍到，一开始
没有拿到详细地图，北蔡镇面积
有多大、 有多少小区都不清楚，
更比不上快递员的熟悉程度。 尤
其是北蔡镇组成比较复杂，有几
十个村、居委，除了商品房小区，
还有不少‘城中村’和自建房，连
导航地图都无法定位。 ”来自上
海城市排水公司市南防汛分公
司的徐阳是这群志愿者中的一
个。 据他介绍，开工第一天，总共
有八个人分拣、派送药物。 但由
于大家对地址不熟， 难免绕路、
走错路，这天八人总共完成了 60
个配送单，一直到深夜 2 点才配
送完成。

团队负责人、上海城投集团
安全管理部副总经理王晓进介
绍，后来志愿者们开了一场头脑
风暴大会，提出借助智慧化手段
来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经过
一周的实践，配送规划用时缩短
了一半，配送时间减少了 30%。

记者注意到，这其实是一条
由青年突击队串起的“送药链”。

“我们把药品从大仓分送到
各个街道、乡镇，然后再送到每
一户居民手上。 如果有的乡镇自
己配备了志愿者送药，那我们就
可以直配送到乡镇，这样可以加
快全市的送药速度。 ”上海市青

联委员、国药控股上海医院管理
总部党委书记沈亚峰介绍，此前
因物流员工被封控等原因，该公
司从 3 月 28 日开始组成了一支
由中高管青年组成的青年送药
小分队，所有人吃住在一家汉庭
酒店， 闭环管理， 负责配送约
50%的上海互联网医院药品订
单。 他说，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
像上海抗疫青年突击队北蔡送
药小队这样的组织与他们对接，
大大加快了药品配送进度。

据悉，北蔡这支“业余小队”
已经把国药控股和上药集团在
该镇的药物配送工作全都主动
承接了下来。 除国药控股的青年
送药小分队外，上海第一医药青
年突击队也驻守在工作一线，攻
坚 B2C、 团购等订单正常发货。
上海药房团委第一时间成立疫

情防控青年突击队，24 小时在
线，日均发货 50 万件，为黄浦全
区 10 个街道、16 个隔离酒店及
各委办局等提供防疫药品。

4 月 18 日上午，上海市青联
委员徐遇晨、金真、李慧和丁洁
组成“配药侠”四人小组，在虹口
嘉兴路街道顺利上岗。

近日，上海市青联号召全市
各级青联委员、各会员团体成员
助力解决配药难问题，全力守护
市民群众生命安全，共同参与上
海青联社区代配药品专项志愿
行动。

四名青联委员奔赴街道辖
区内四个社区和医院之间，为
居民完成代配药的相关工作，
与医药企业在线上开展了调
研，掌握堵点、难点。 通过对已
经自行开展代配药品的青联委

员志愿者、 企业志愿团队等快
速调研， 聚焦药店药品“派单
难”的现实困境。

目前，团上海市委团结联络
部、基层工作部整合了团建联建
端口和青联委员志愿者端口，梳
理全市上药、国药、复星等旗下
药房 80 余家， 接下来将组建社
区代配药品专项志愿行动微信
群，集结已报名的 443 名青联委
员志愿者，根据就近原则匹配对
接，重点击破中心城区药品订单
多、配送慢的困难。

围绕社区代配药品实际需
求，青年社会组织开展配送药品
服务：剪爱公益发展中心为认知
障碍症老年群体配药；百姓义工
四名志愿者结对 65 社区名老人
开展“配药随呼”服务；乐心公益
发展中心组织志愿者与 17 名老

年、重症康复期患者结对，定期
前往医院开展配送药服务；菁英
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总结“线上预
约-居委开证-专人接送-就医
配药-专人跟进” 志愿者参与配
药就医流程， 助力社区 50 名老
人解决就医配药问题。

基层志愿服务力量也在助
力解决社区居民“配药难”问题。

如，闵行区虹桥镇配药服务
志愿者团队晚上去居委拿居民
医保卡， 白天奔走于各大医院，
自行垫付费用后把药送到小区，
日均预约量约 150 单；浦东新区
高东镇青年志愿者配合居委等
组成防疫青年志愿服务配药队，
采取“医疗小组+外围支援小组+
镇级配药小组”组合模式，开展
居民用药代配服务。

（据《中国青年报》）

据“中国侨联”微信公众号
消息，中国侨联基层建设部对全
国侨联系统 2021 年度华侨捐赠
情况进行了汇总。 据不完全统
计，2021 年全国侨联系统年度
接收或协助受理华侨华人、港澳
同胞、侨资企业及归侨侨眷向国
内公益事业的捐赠款物合计
36.69 亿元 。 全国共有 9 个省
（区、市）接收华侨捐赠超过 1 亿
元，较 2020 年有所减少（2020 年
15 个）。

对各地侨联上报资料的分
析， 捐赠地域以传统侨乡为主，
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显著。 统计结
果显示，传统侨乡仍为侨捐的主

要受赠地。
2021 年，全国侨联系统接收

华侨捐赠超过 3 亿元的省份有
五个， 主要位于东南部沿海地
区，依次为福建、广东、浙江、河
南、上海。 以上五省（市）共接收
华侨捐赠 24.33 亿元， 占全国总
量的 66.3%。 其中，福建省接收华
侨捐赠数额最多， 超过 5 亿元，
占全国总量的 20%。

受侨情差异和地方经济发
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各地捐赠
水平呈现较大区别，中西部地区
捐赠总量远远低于东部地区。
2021 年， 东部地区华侨捐赠
25.37 亿元，占总额的 69.2%。 全

国侨联系统接收华侨捐赠超过 １
亿元的省份有九个，其中东部地
区占六个； 中部地区华侨捐赠
7.05 亿元，占总额的 19.2%；西部
地区华侨捐赠 4.27 亿元，占总额
的 11.6%。 全国侨联系统接收华
侨捐赠不足 1000 万元的省份有
九个，其中西部地区占七个。

捐赠领域涉及教育、 卫生、
文体、扶贫、救灾等方面，但主要
流向扶贫、教育两个领域，占捐
赠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30.7% 、
29.5%，合计占捐赠总量的六成。

2021 年，投向扶贫领域的侨
捐总计 11.27 亿元， 占总额的
30.7%，主要用于对困难群体的帮

扶救助及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全
年共慰问、救济年老、困难群体
23.4 万人，捐建养老院、孤儿院、
聋哑学校等 939 个,捐建道路、桥
梁等基础设施 1730 个。

投向教育领域的侨捐总计
10.83 亿元，占总额的 29.5%，主
要用于捐建校舍、资助学生、捐
赠图书以及开展各类教育类培
训。 其中，捐建校舍 272 座，资
助学生 18.2 万人， 捐赠图书
64.4 万册， 开展各类教育培训
6726 期。

捐助卫生事业及文体事业
的数额基本持平。 2021 年，投向
卫生领域的侨捐为 3.55 亿元，占

总额的 9.68%，共捐建医院、卫生
院 59 座， 捐赠医疗设备 74017
个，开展义诊活动 3851 次，受惠
群众达 25.6 万人次。

2021 年，投向文体事业的侨
捐为 3.3 亿元， 占总额的 9%，共
捐建文体设施 1070 个， 捐助文
体活动 10674 项。 2021 年，全国
多个地区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自
然灾害，部分地区新冠肺炎疫情
出现反弹，受此影响，全国用于
救灾的侨捐总额达 7.48 亿元，占
总额的 20.4%，与 2020 年相比呈
现大幅上升趋势（2020 年全国用
于救灾的捐助为 3341.26 万元）。

（据“中国侨联”微信公众号）

2021年度华侨捐赠合计 36.69亿元
全国九省（区、市）接收捐赠超 1亿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上海互联网医院或者网上药店下单买药，能拿到货吗？ 记者从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获悉，目前，上海活跃
着一个由青年突击队串起的“送药链”。

在上海疫情最早封控的核心区浦东北蔡镇，有一支抗疫送药青年突击队。 许多在北蔡生活的市民发现，近期互联网医院和网络平
台上下单的药品，到货速度快了很多。 此前，因为配送员数量紧缺，一些居民的药物配送已经延误了一周多时间。

剪爱公益工作人员支持抗疫服务（图片来源：“剪爱公益”微信公众号） 菁英公益志愿者为社区配送物资（图片来源：“菁英公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