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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演奏者使用敦煌仿制乐器，带领现场观众触摸历史

申城探索将放学后看护服务逐步扩大至所有公办小学，解决家庭难题，丰富课余生活

“尴尬时段”看护变身“快乐30分”成长
■本报记者 彭德倩

这几天，家长林薇拍了一段视频发在朋友
圈，收获许多点赞———视频里，她在虹口区长
青学校四年级念书的儿子谦谦，正一板一眼补
裤子。男孩子活泼好动，裤子膝盖那块老破，妈
妈让他自己补。“我就自己补，而且是用刺绣的
方法。”小家伙胸有成竹，穿针引线打结毫不含
糊。刚刚过去的这个学期，他在学校“快乐 30

分”刺绣项目中已学有所成。妈妈乐了，“感觉
孩子做事更加静心、专注，而且他打线结的手
法比我专业多啦。”

为解决小学生放学后的看护问题，上海自
2010年起逐步探索，努力使放学后“尴尬时段”

的看护服务逐步扩大至所有公办小学，民办小
学可参照执行。不经意间，下午 3 时 30 分后，

成为孩子们快乐成长的新起点，家长、学校收
获的新空间。

孩子放学后“快乐 30分”

市教委在全市小学逐步试行的放学后“快
乐 30分”拓展活动，是在校小学生自愿参加的
课外公益活动，一般每周安排 4 天，每天活动
时间不少于 30分钟。“快乐 30分”纳入学校教
学管理范围，计入学生活动总量和教师工作总
量，但不得强制学生参加，不得集体学习新课
或进行集体补课。

“快乐 30分”强调因校制宜，整合校园、学
区和集团以及家庭和社区资源， 开展书法、美
术、阅读、游戏、体育锻炼、科学小实验、社团、

完成作业等丰富多样的活动，为学有困难的学
生进行补差补缺。

虽然刚放假，宝山区宝林路第三小学学生
小巍已经摩拳擦掌，下决心开学一定要“抢课”

成功。原来，学校融合校本课程特色和学生发
展需求，开设了近 20个学生喜爱的“创娃坊”，

配备专业教师，众筹多方资源，让学生自主选

择，走班参与。“陶艺坊”“弹拨乐坊”“花样跳绳
坊”“布艺坊”……每个学期初，可在学校微信
公共平台上充分了解，报名申请。要抢到“布
艺”“陶艺”这样的大热门还真不容易。为此，学
校在报名平台上设定了 “第一志愿”“第二志
愿”的选项，让更多孩子能获得“快乐 30分”。

“我们把这段时间称为‘经济半小时’。”校
长严青说，一天 30 分钟，日积月累，也是不短
光阴，需精心准备，使之成为有效益、快乐的半
小时。 针对学校外来务工子女比例高的情况，

为了减轻接送困难家庭的压力，学校利用创新
实验室的现代化资源， 提供丰富的课余体验。

“小眼睛书吧”让学生畅游书海，启迪智慧；“朗
读亭”助学生学会表达，增强自信。

老师收获不一样的快乐
数学老师应立群最近有个甜蜜的 “小烦

恼”：学生们喜欢叫她“气球老师”。这是怎么回

事？原来，她面向一二三年级办起的“魔术气球
坊”红红火火，一个学期下来，气球小狗、气球
花朵在稚嫩的小手中一一诞生，单泡结、双泡
结、熊耳结学得不亦乐乎。“孩子们手眼心协调
发展，还自己创造新的气球作品，我感受到了
作为老师的不一样的快乐。”

因为开设晚托服务， 教师的工作量面临
“超额”。原本小学教师的工作时间为早晨 7时
30分到下午 3时 30分， 但实际上大多数学校
老师要到下午 5时以后才能下班，放学后还要
批改作业、备课、参与教研活动……加上放学
后的晚托陪护，工作量确实不小。

怎样提升教师积极性？部分学校以绩效工
资为切入点突破机制。与此同时，在经济激励
以外， 许多教师在陪伴学生的 “延伸时间段”

中，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成长。

“刺绣补裤子”男生的刺绣老师———长青
学校彭顺洁老师，从小喜欢女红功夫。放学后

的几十分钟里， 她与学生们交流这份爱好。在
学校的支持下，彭老师还专门去杭州向高级刺
绣技师学艺，起针、回针、别针、打籽，练习标准
的手势以外， 更亲身体会古代艺术技艺的高
深。她有自己的差异化教学法。例如，给女生的
刺绣底料用丝绸，给男生的选用麻布，用的针
也粗一些，让孩子们在实践中感知体会传统技
艺之美，为他们的未来埋下小小种子。

沈威是长青中学部的体育老师，来小学部
“快乐 30分”教篮球。“教小孩子，我也学到了许
多。”沈老师说。除了技术动作和运动规则，还
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他想让孩子们从小学会团
结合作。“虽然球很充裕，但是我每次配给都是
两人甚至多人一球，让他们学会合作与分享。”

家长群“人人皆可是先生”

“我的妈妈作为志愿者，每周二下午3时30

分到4时和我们一起画国画。” 宝山区行知小学
三（1）班的徐益馨在作文里写道，“她带着大家
认识画纸、区分生熟宣、分清绘画方法、了解写
意和工笔。这时候妈妈活泼又认真，我感觉特别
开心，特别光荣，也特别为妈妈骄傲。”

做好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既需要发挥学
校主渠道作用， 也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
力。在努力实现看护服务公办小学全覆盖的基
础上，本市鼓励区、校探索和实践丰富多样的
课后服务形式和内容，丰富学生课后生活。

在行知小学， 已有 17个班级的家长走进
自己孩子的“放课后”。这一近似家长互助的形
式，进一步拓展了资源，给学生带来了更多的
体验：认识地铁、食物和化学、小制作、小实验、

英语歌曲赏析等，让人耳目一新。“人人皆可是
先生”的风尚在家长群体慢慢形成。

“学校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让我们可
以从老师的角度去体会学校教育，真正站上讲
台，才有了发自内心的感知和认同，这不仅是
角色的转换，更是相互思维方式的渗透。”二年
级学生家长周强觉得， 这些带给他的远比 100

分还多。

上海小囡三个“3”系列报道

华山医院公益性医疗项目实现医院—社会—家庭系统管理干预

“慢病相对时空”助肿瘤患者走出恐惧
本报讯 （记者 顾泳）肿瘤及其他重型慢

病患者，身心受创后如何弥补？复旦大学中西
医结合研究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西医
结合科董竞成教授领衔团队，探索出一种全新
方法。昨天，“慢病相对时空”公益性医疗项目
五年干预效果总结发布会传出消息，团队在科
研基础上创建针对肿瘤及其他重型慢病患者
的心理干预、康复指导、替代医学治疗模式，5

年内服务 2300 余名患者，患者抑郁、焦虑、失
眠、疼痛情况均有不同程度改善。

针对晚期肿瘤患者的心理压力，现代医学
往往束手无策。 国家 973 项目计划首席科学
家、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院长、华山医
院中西医结合科董竞成教授团队自 2008年起
开展心理状态与肿瘤相关性研究，华山医院中
西医结合科与精神医学科合作，引进心理测评
系统，用于客观评价患者的抑郁、焦虑、狂躁等
心理状态。在系统研究补肾益气及清热理法方
药对肿瘤患者慢性应激状态改善的机制以及
对肿瘤微环境炎症、 血管新生等环节的作用
后，团队创建了针对肿瘤及其他重型慢病患者

进行心理干预、 康复指导及替代医学治疗的
“慢病相对时空”项目。

为何取名叫“慢病相对时空”？据介绍，依
托华山医院多学科综合实力，从专业角度给肿
瘤及重型慢病患者以医学和心理支持、引导和
帮助， 提高患者对肿瘤等重型慢病的病因、治
疗、预后及随访的正确认识，同时及时解决患
者心理问题，指导他们长期坚持多学科综合治
疗，改善生活质量和生存期，这些内涵共同为
患者筑就相对和谐、温暖、健康、快乐的时间和
空间，“慢病相对时空”由此而来。

在“慢病相对时空”中，肿瘤患者“寓医于
乐”， 身心双重创伤后重新感受到生命的意义。

今年年初的汇报演出上，由 10位乳腺癌、肺癌
患者表演的木兰双扇《西湖山水》，是中西医结
合科医生为她们量身定做的上肢康复运动，利
于术后淋巴回流和肩关节功能恢复； 作为音乐
疗法的治疗对象，30余位肿瘤患者组成的 “慢
病相对时空合唱团” 与医生团队一起表演合唱
《慢病相对时空之歌》及《同一首歌》；“慢病相对
时空朗诵队”则用患者自己创作的诗作，讲述了

重型慢病患者从生病后抑郁、 恐惧到心理康复
的感人故事以及与病魔斗争的心路历程……

“包括传统医学在内的替代医学手段，是
干预肿瘤疗效的重要机理。” 董竞成说，“这种
机理很可能通过影响机体应激机制、调节机体
致炎/抑炎平衡调控机制等对肿瘤微环境产生
正向作用，这也是‘慢病相对时空’所基于的科
学基础。”而今，项目成为医患间交流的稳固平
台，方便出院患者的系统化管理，同时也是塑
造新型医患关系的全新实践， 实现了患者住
院—出院—门诊—家庭/社会—住院的系统化
管理和干预。

记者了解到，项目年平均邀请医学、心理
学等领域专家为患者群体讲座和义诊 40 余
次，组织群体文体锻炼 40余次；还得到上海百
将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每年资助包括青浦、崇
明地区在内的 30名经济贫困、 身患肿瘤的患
者。未来项目还将继续推进，促进个体就医变
为群体就医、惊恐就医变为快乐就医、局促就
医变为舒缓就医，让更多患者感受温馨和谐的
生命真谛。

上海教育新闻人物
二十名候选人产生

本报讯 （记者 许沁）20 名“2018上海教
育年度新闻人物”候选人近日产生，昨起至28日
进行公示宣传。 评委会将根据评审结果和公示
情况，最终评议审定产生10名“2018上海教育年
度新闻人物”及10名“2018上海教育年度新闻人
物提名奖”。20名候选人是（按姓氏笔画排序）：

（1）助力乡村振兴的专业“乡村设计师”

上海理工大学教授王勇；

（2） 潜心高数课堂 40载的东华大学教师
陈孩未；

（3）总结“国际标准 中国风格”物理疗法的
首位推拿专业博士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房敏；

（4）把思政课打造成“文学和艺术的芳草
地”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施索华；

（5）港珠澳大桥上展“同济风采”的港珠
澳大桥同济大学科研团队。

（6）扎根农村教育 26年、引导家长关爱呵
护孩子的金山区松隐小学教师丁向阳；

（7）懂书、懂行、懂付出的风华中学图书
馆馆长付慧英；

（8）战胜病魔、因梦重回校园的足球教练
杨浦区平凉路第四小学教师朱永强；

（9）13年如一日、以“爱、严、细”三字诀探
索民族融合教育的崇明中学教师吉群瑛；

（10） 用有温度和深度的师爱焕发学生光
彩的班主任虹口实验学校教师李莹；

（11） 为崇明教育刻录名校文化基因的上
海市实验学校附属东滩学校校长陈兴冶；

（12）10年坚守科创教育初心、 潜心科普
创新的行知实验中学科技总辅导员陈岭；

（13）热爱工作胜过自己、坚守“园长必须
是课堂实践的首席”的松江区白云幼儿园园长
陆爱萍；

（14）探索郊区集群发展模式、推动卓越品
质教育的奉贤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小学校长
何哲慧；

（15）从台前走到幕后，为孩子筑起音乐梦的
松江区学生交响乐团负责人兼常任指挥岳伟强。

（16） 培养出世界技能冠军的金牌指导教
师杨浦职业技术学校汽车专业教师马波；

（17）一专多能、演绎快乐烹饪的教育系统
首位“上海工匠”市信息管理学校烹饪专业负责
人陈珺。

（18）两度捐献骨髓救母亲的“最美孝心少
年”中远实验学校学生隋翼远；

（19）在“四叶草”向世界展现当代中国青
年风采的上海市 34所高校学生“小叶子”进博
会志愿者。

（20）把国粹魅力带进校园的“瑜乐京剧
课”开讲人上海京剧院一级京剧演员王珮瑜。

此次评选活动由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上海
教育电视台和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
共同主办，本报为媒体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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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熠

“耳朵经济”正悄然兴
起。上下班路上，形形色色
戴着耳机的年轻人中，专注
于 “听书” 的不在少数。据
CNNIC《第 42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
至去年 6月，国内有声阅读
用户规模已达 2.32亿，占网
民总体的 28.9%。 在各种应
用场景中，利用碎片化场景
听完一本书，成为用户习以
为常的消费方式。

音频驶入快车道
在蜻蜓 FM总裁钟文明

看来， 音频行业于 2016 年
出现内容付费之后，才逐步
驶入快车道，此前都是“投
资人烧钱”。蜻蜓成立初期，

最早靠地推模式取得内容，

挨家挨户联系各地广播电
台， 寻求引入优质内容。第
二步是和出版社合作，引入
有声小说，把读网文变成听
书；后来再引入专业主播生
产内容， 大幅提升音频质
量。如此，便构成音频行业
原创内容体系：广播电台内
容、小说听书、个人主播。

蜻蜓 FM 上，高晓松首
档音频节目 《矮大紧指北》

某种程度上是行业标杆，全
年播放量达 1.3 亿，是一档
成功的音频节目。 与此同
时， 虽无名人主播加持，仅
凭内容“收割”听众的网络
小说， 也成为音频强势主
力。《超品相师》 单平台点
击突破 24 亿，《斗破苍穹》 全网总点击量突破 20

亿……在喜马拉雅、蜻蜓、懒人听书、猫耳等音频平
台上，随处可见醒目的网络小说。前不久，凭借丰富
的有声阅读内容储备和立体的渠道运营生态，阅文
集团推出“阅文听书”，布局“耳朵经济”。目前已对
外授权近 5000本有声书。 据统计， 国内音频市场
70%的原创文学内容来自阅文，其音频收益约占原
创有声小说收益的 2/3。“音频具有独特的伴随性，

深入探索用户的碎片化场景，让‘听’的场景扩展
到生活的各个时段。” 对于有声内容的快崛起、大
需求， 阅文集团副总裁朱靖分析，“有声阅读凭借
‘讲故事’属性强、黏性高等诸多特点，斩获高流
量，还培养了用户的连续收听习惯，成为音频平台
的内容标配。”

有声阅读听众与网文用户构成主体结构相似，

对年轻受众而言是便捷高效、丰富优质的新型阅读
形式之一，吸引力正持续放大。有声小说用户张程
表示，全本《斗破苍穹》是利用每晚闲暇听完的，“听
书不伤眼睛，你可以很放松地听，比较惬意”。

未来朝场景化发展
当下， 音频的用户渗透率约为 20%—30%，相

较之下，长视频用户渗透率已达 80%—90%。钟文
明断言，趁着音频兴起的势头，未来用户渗透率至
少可达近 50%，“再加上人工智能对音频行业的助
益，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如今，有声读物录制机构像雨后春笋一样，很
多都是新成立的，证明音频从业人员多了。”这是朱
靖最直观的感受。 与几年前一分钟几十元成本相
比，网络小说音频录制费用也在提升，甚至达到一
分钟几百元， 这从侧面印证了音频市场的活跃。音
频属于二次创作， 对于各方最关注的版权问题，他
介绍，惯常采用双方共有的形式，比如一方出版权，

一方出录制，则音频版权两者共有；如果是付费委
托对方录制，则版权归出资方。“用户基数、版权环
境、专业机构，还有精品内容的涌现，让用户有理由
为有声读物付费。”

如果说平台和内容方关注商业模式与知识变
现，那么对用户而言，优质内容永远是唯一的要素。

“听书平台很多，说书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照本宣
科，一字一字读完，有的会自己归纳、提炼，说出书
中的精华。”“90”后用户吴颖的手机上，装着喜马拉
雅、十点读书、樊登读书等多个 APP，“会根据内容
使用，碎片化时间拼起来能读完一本书，对上班族
很有吸引力。”

车载设备、 智能音箱等硬件的发展与普及，创
造出新的应用场景，让“听书”变得理所当然。“音频
未来的内容形态、方向在哪里？一定跟场景、人群有
关。”钟文明认为，人工智能出现后，音频发展趋势
是场景化，“在家里听、车上听，或是做家务时听、上
班路上听，场景催生出不同的内容需求。”显然，看
书也好，听书也罢，不管形式和载体如何变化，优质
的内容永远是竞争中胜出的筹码。

闵行举办春联联语征集活动

2800多对作品同书锦绣
本报讯 （记者 黄勇娣）“春雨丝丝润万物，红

梅点点绣千山”“百世岁月当代好， 千古江山今朝
新”……昨天，闵行区举办第三届“互邦杯”春联联
语征集活动颁奖仪式暨区书法界送春联进社区活
动，吸引许多当地居民参与。活动以“勇立潮头，同书
锦绣”为主题，从去年 10月底开始在全国征集春联，

历时 3个月，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人士撰写
的 2800多对春联联语作品，这些作品浸透着百姓为
新时代放歌的热情、为伟大祖国祝福的心愿。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会场，颛桥龙盛商业广场里
一片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吴申耀、黄世钊、赵长国
等书法家、书法爱好者等近 40人现场泼墨挥毫，一
会儿工夫，一副副笔墨潇洒、文辞飞扬、饱含美好愿
景的春联传递到等候在旁的市民手中。主办方还事
先准备了 1000 副春联和福字， 为商场内商家、企
业、困难群众等送上新春祝福。

此次春联联语征集活动征集到一大批立意高
远、对仗工整的佳联妙对，如“千莺织就闵行锦，万
柳牵来黄浦春”“四秩春潮龙蓄势， 九州华诞鹤冲
天”等。为将这些优秀的春联联语更好地记录保存
下来，活动主办方邀请了 65位书法家创作了 65件
春联书法作品并编撰成集，相关作品还结合春联进
社区活动，向广大市民展出。近期，刚向市民开放的
上海海派艺术馆也披上了盛装，每天有书法家在现
场泼墨挥毫、书联送福。

上音师生中国新年音乐会将中外名曲带给当地观众

从壁画中走来，敦煌古乐奏响维也纳
本报讯 （记者 吴桐） 当地时间 1月 22

日晚，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奏响了中国的华
彩乐章，第十九届维也纳中国新年音乐会在
维也纳市政府华丽恢弘的庆典大厅上演，上
海音乐学院的师生们为当地观众带来充满
中国味道的作品。神秘的敦煌古乐也在舞台
上复活，传递来自东方的问候。

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青年指挥家陈晓栋
指挥上音民族管弦乐团演奏了由陈应时译
谱，作曲家朱晓谷、李墨编配的敦煌古乐《品
弄》《水鼓子》两首作品。这些作品原谱为琵琶
谱，距今已有超过千年的历史。“千年天书，百
年解译”，过去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地专家、学
者皓首穷经、 孜孜不倦探索这些神秘的敦煌
古乐谱。而在众多的专家、学者中，上海音乐
学院教授陈应时独树一帜，他首创“掣拍说”

理论，享誉海内外，并对乐谱定弦、节奏、同名
曲重合等疑难问题做出了合乎逻辑的解译，

因此获得中国音乐金钟奖首次理论评论奖一
等奖和第 26届小泉文夫音乐奖。

去年 5月，上音敦煌古乐作品大型舞台
创作项目 “古乐·新声———陈应时解译敦煌
古谱音乐会” 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首演，

包括 13首解译精品。同年 9月，音乐会参与
上海市文广局大型舞台艺术作品评选展演，

并赴敦煌参演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之“古乐重
声” 音乐会。“古乐·新声” 音乐会目前已获
2019年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创作项目和
上海市文化艺术基金项目支持。如今，上海
音乐学院的师生们把它们带出国门，让维也
纳观众有机会欣赏敦煌古乐谱的现代演绎，

一睹中国丝路沿线的曼妙音乐文化。音乐会
上，演奏者们使用敦煌仿制乐器，穿上有敦
煌元素的服饰， 配合流动的多媒体画面，仿

佛从壁画中走来，带领现场观众触摸历史。

维也纳中国新年音乐会还带来许多脍炙
人口的中外名曲。 歌唱家方琼献唱由作曲家
于洋等编配的中国传统元素作品 《关雎》《鸿
雁》。钢琴家孙颖迪独奏《梅菲斯特圆舞曲》第
一首。古筝演奏家祁瑶、琵琶演奏家舒银等带
来王建民作曲的 《阿哩哩》 和胡登跳作曲的

《欢乐的夜晚》。2018首届中国艺术歌曲国际声
乐比赛金、银奖选手孙卓汉、刘丹娜演唱了《祖
国，慈祥的母亲》等。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男中音
歌唱家廖昌永压轴登场，带来独唱《我和我的祖
国》、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选段“快给大忙
人让路”。音乐会由维也纳市政府、上海音乐学
院、敦煌研究院、奥中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

一、高等教育组

五、终身教育（社会人士）组

青年指挥家陈晓栋指挥上音民族管弦乐团演奏敦煌古乐《品弄》《水鼓子》。 （资料）

四、学生组

三、职业教育组

二、基础教育组

四、学生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