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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吴亚雄开设的视频公司服
务的企业大多是汽车类，因为疫
情原因导致很多工作无法开展。
老婆屠佳荧从事的则是无人机群
控和培训工作，因为疫情原因，迄
今在家办公。吴亚雄笑称，夫妻
两人都处于半待岗状态。

既然闲来无事，他就系起围
裙，洗手做小龙虾。平时，周围
的朋友们就对他的厨艺赞不绝
口，还有饕餮客专门拎菜上门求
尝鲜。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

三周前，一位杭州的朋友垂涎吴
亚雄的私房菜，希望对方能将烹
饪好的小龙虾寄过去。

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湖
北当地的小龙虾早早下市，吴亚
雄便选了太湖和上海本地小龙
虾作为原料。他最拿手的便是
蒜蓉和秘制十三香小龙虾。在
烹制小龙虾时他有自己的“独家
调料”：即在湖北当地配方的基
础上，进行适当调整，使得调料
的口味更本地化。“我选用了湖

北当地的干辣椒。入口比较辣，
但回味有点甜。”

因为熟知朋友们的爱好，所
以在为他们寄去私房菜的同时，
他还会给根据当地人的不同口
味，放入金针菇、黄瓜、莴苣等不
同类别的配菜。

随着慕名求虾的人多了起
来，吴亚雄和老婆协商：是否能
小范围贩售私房菜小龙虾，让朋
友和同道中人解馋的同时，还能
有些额外收入。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通讯员 童宽

本报讯 一顶燕帽，一身白
衣，一束烛光，一段誓词。昨天，
一场特别的授帽仪式在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举行。国家一级
演员、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黄豆
豆也来到现场，从文艺工作者的
视角讲述自己的心声，并亲身体
验防护服的穿脱。

正确的穿脱防护服为患者
和医护人员筑起了生命安全的
堤坝。现场，上海交大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呼吸重症监护科、教
学干事、主管护师、上海第四批
援鄂医疗队队员计文韬现场教
学如何穿防护服，并为体验者从
选取防护服的尺寸，到手术帽、
医用外科口罩、护目镜、鞋套、手
套等各个环节的穿戴顺序和方
法作了演示和指导。

“真是太不容易了！”穿戴主
体部分才短短几分钟，黄豆豆的
护目镜就已经开始起雾，视线变
得模糊。在继续套上鞋套，戴上
手套，人就显得“找不到重心
感”。黄豆豆在现场体验穿脱防
护服后对医护人员表达了感激
之心和崇敬之情，他说：“医治

病，艺暖心，无论在哪里，上海广
大青年文艺工作者担负起文艺
的使命，发挥文艺的力量，永远
同医疗工作者在一起，我们都是
同胞兄弟！”

而现场的授帽仪式更是当
天的重头戏。这对于护理专业
学生来说，神圣而又庄重。在
5·12国际护士节即将来临之际，
上海交大医学院援鄂护士代表
和第五届“左英护理奖”获得者
为即将进入实习阶段的2017级
护理学专业学生授帽，同时分享
了她们的战疫故事和专业心得，
给医学生们带来一场精神洗礼。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医
护逆行的故事始终温暖感人，其
中护理人员更是作为抗疫防控
的中坚力量，彰显了护理专业的
重要价值。上海交大医学院共
有342名援鄂护士和近150名援
公卫护士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
白衣执甲，义无反顾地投入疫情
防控第一线。

上海交大医学院党委书记
范先群说，立德树人是培养护理
人才的关键。今年是南丁格尔
诞辰200周年，也是WHO确定的
有史以来第一个国际护士和助

产士年。170年前，南丁格尔义
无反顾奔赴战地医院，通过对战
地医院的重新组织管理和对伤
员的悉心照护，大大降低了伤员
的死亡率，体现了现代护理的价
值，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而今，
在抗击新冠病毒的“战斗”中，护
士们也冲在最前处，干在最险
处，医护同心拯救了数万生命，
成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范先群希望，线上线下参与
活动的医学院护理学专业研究

生和本科生，要大力弘扬和传承
“南丁格尔精神”和“抗疫精神”，
努力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和能力
水平，刻苦掌握新知识、新技术，
成为一名有德有才的优秀护理
人才。

除夕出征火线入党，援滇刚
回上海又挥别家人出征武汉，在
一线创造发明……授帽仪式现
场，援鄂护士代表们探讨了疫情
中的护理精神和护理价值，并各
自分享了援鄂时的心路历程。

浦东推进公筷公勺
进家庭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昨天下
午，浦东新区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
城区——公筷公勺进家庭主题活
动在陆家嘴中心举行。王骊家庭
等作为浦东新区最美家庭代表，从
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
劲松，浦东团区委书记林廷钧及浦
东新区妇联主席陆敏之手中接过
公筷公勺。由此，“公筷公勺宣传
践行进百万家庭”正式启动。

说起家里使用公筷公勺，王
骊说还有一个过程。四年前她和
家人一起旅游，在一家酒店里吃
饭，正好桌子上每人面前摆放了两
双筷子。“我们觉得很好，使用公筷
公勺很卫生，也是对每个人身体健
康负责，所以一回家就开始使用，
一直延续至今。”王骊坦言，刚开
始时，大家觉得麻烦，但是时间长
了，就习惯了。“我们最小的孩子5
岁，自己有单独的碗筷，饭菜是和
大人分开吃的。我们现在在外面
吃饭还是使用公筷公勺的。”

据悉，为了让公筷公勺快速
落地见效，在浦东新区文明办的
指导下，浦东新区文产中心联合
浦东新区志愿者协会成立了浦东
新区“筷”乐联盟，旨在搭建一个
公筷公勺设计制作企业和有社会
责任文明单位供需对接平台，发
动文明单位、文创企业共同发起

“公筷公勺进家庭”公益活动，以
“文创+公筷”的模式助力公筷进
家庭，也带动文创筷子产业发展。

《Chest》首次发表
中国医生抗疫诗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通讯
员 袁蕙芸 著名的国际学术期刊
《Chest》（胸）日前在线发表了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风
湿科主治医师李佳的现代诗
《Fighting the novel coronavi-
rus together with you》（和你一
样）。这也是《Chest》首次发表中
国医生创作的抗疫文学作品，其价
值和影响力比肩专业学术论文。

据悉，《Chest》为美国医师学
会（ACCP）于 1935 年创办的知名
期刊，被国际医学界公认为呼吸
和危重症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
期刊之一。

2020年1月28日，大年初四，
李佳下夜班，听闻上海第三批援鄂
医疗队启程去武汉的消息。北京
的好朋友在微信上开玩笑问她：

“你啥时候去武汉呀？”她回答：“当
祖国召唤我的时候。”这句以往听
起来很书面很遥远的话似乎非常
契合她当时的心情。于是，她飞快
地写下自己的情绪，又飞快地把诗
译成英文版，提交给《Chest》。5月
5日，《Fighting the novel coro-
navirus together with you》（和
你一样）正式在线发表。

这一刻，她感受到医学的温
度，感受到全世界在疫情中共同
的努力。她期待着，在2020年的
每一天，所有人都平安。

90后导演借小龙虾激活生机
他还想帮更多人转型，在网上教拍美食视频

交大医学院为护理生戴上护士帽
黄豆豆体验防护服穿脱感叹“真是太不容易了！”

如果不是疫情导
致接单量锐减，平时
酷爱美食的“90后”视
频导演吴亚雄从没想
过，自己的业余爱好
竟能在危机中杀出一
条生路。

一年一度的小龙
虾季又到了，约莫三
个礼拜前，已经“家里
蹲”许久的吃货导演
吴亚雄和老婆屠佳荧
在朋友们的鼓励下，
决定小范围贩售私房
菜小龙虾。在烹制小
龙虾的过程中，他了
解到很多同龄人和他
一样，面临疫情后的
转型，“我打算开一个
短视频频道，免费教
大伙怎么拍视频。”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年轻的护理生戴上了护士帽。 受访者供图

和吴亚雄一样，他的一位造
型师朋友也处于“家里蹲”的状
态。最近，他琢磨着联合几位朋
友在B站开一个传授拍视频技
巧的频道。

“现在网上各种消息满天
飞，教大家如何养号，如何快速
变现。”在吴亚雄看来，如果一个

博主有很强的功利心，是无法聚
集粉丝的，更谈不上变现。不管
在任何平台，都是内容为王，比
如抖音就推出了黑马计划扶持
原创和优质的视频生产者，给予
他们更多的流量和曝光度。

吴亚雄透露，接下来，自己
会考虑在 B 站开设系列课程。

考虑到不少网友都喜欢美食，第
一期分享课将计划以烹制龙虾
为素材，教大家先从拍美食视频
开始。“届时我们会传授给大家，
视频是如何拍摄的，结构和后期
是如何做的，如何将好的文案变
成视觉化的东西。怎样设置冲
突等窍门。”

说干就干，他租借了经常光
顾的一家小餐馆厨房，为该餐馆
每天提供10斤左右的堂食小龙
虾。他负责掌勺，老婆则免费为
店里拍摄美食，带去客流。

除了堂食外，他还为爱好美
食的全国各地的朋友制作外卖
冰鲜小龙虾。为了保证小龙虾
的口感，他咨询了不少业内人
士，得知小龙虾出锅后急速冷冻
保鲜度最好。为此，他还不惜买
来制冷效果很好的冰柜。

几乎每一个环节，他都要求
做到精细化，比如包装小龙虾的

盒子是锡铝合金的，可在明火上
直接加热。出去玩的时候也可
以将盒子放在烤炉上烘烤。这
样可以让吃货们懒得更彻底。

在这次转型过程中，这对夫
妻也踩过雷。上周，两人将 20
多斤小龙虾养在水里，第二天死
了二十多只。即便是幸存的虾
闻起来也有一股腥味，最后只能
全部扔掉。后来他们才了解到，
原来小龙虾要在干的环境下低
温保存。

本职工作就是为客户做各
类策划的吴亚雄想到要为自己

烹制的小龙虾打造 IP。于是，
他委托朋友画了一组以老婆为
原型的插画，作为外卖盒的外
包装。除了小龙虾外，这对夫
妻还在做挂耳咖啡、草莓等美
食的贩售。

由于求虾的朋友来自五湖
四海，最近，爱折腾的吴亚雄还
制作了一份“小龙虾行走地
图”。“如果有人问我，你是选择
在一个地方卖1000份小龙虾，
还是将小龙虾出售给更多地方
的人，我肯定会选择后者，这样
会获得更多的成就感。”

朋友慕名求虾 导演变厨师

制作出“小龙虾行走地图”

向需要转型的人传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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