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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钟萱 顾泳）我国
最大心脏康复医联体将落户上
海。近日，从上海市心脏康复医
联体暨心血管远程教育心脏康
复学院启动仪式上传来消息，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将牵头
161家单位组建上海市心脏康
复医联体。 当天同时启动心血
管远程教育心脏康复学院项
目。 心脏康复学院将制定培训
教材， 针对不同培训对象设定
培训内容， 通过开展网络课堂
等方式， 传播更多心血管疾病
预防与康复理念及技术， 让心
血管病患者从中获益。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
葛均波教授介绍，心脏康复包
括对患者的全程管理与关爱，

需要各级医院的分工协作。上
海市心脏康复医联体的启动，

将上下联动三级医院、二级医
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患
者提供连续性的医疗服务，使
患者得到系统管理、 全程关
爱。心血管远程教育心脏康复
学院的启动，则标志心脏康复
可通过互联网传播，让罹患各
类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经过康
复， 重新回归家庭与社会，更
有尊严地生活。

基层首诊、 上下联动、双
向转诊、急慢分治，在心血管
领域分级诊疗中已得到充分
体现。中山医院副院长钱菊英
介绍，上海市心脏康复医联体
将对心血管康复事业发展起
到显著推动作用，同时提升医
联体内部的认识与规范化。通
过心血管远程教育心脏康复
学院平台， 应用网络教学、提
高教育效率，可令更多心血管
疾病预防、康复理念及技术得
到传播应用。

早在 2017 年 12 月，中山
医院已与 20家协作单位签署
中山医院心脏康复协作基地
合作协议，启动心脏康复专科医联体。医联体内部
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此次上海市心脏康复医
联体将整合区域内心内科及康复科医学资源，统一
临床路径、治疗规范及服务管理；通过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充分利用同质化管理、互联网前沿技术，搭
建医院与患者之间的无缝沟通，促进建设更完善的
分级诊疗制度。

编者按 上海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离不开外籍人才贡献智慧。据市
科委（市外专局）统计，自 2016年 11月外国人
来华工作许可制度在沪试点实施至 2018 年
底， 本市共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 10万
余份，其中外国高端人才（A类）逾 1.8万份，占
比超过 18%，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发证数量、A

类外国高端人才许可证发证数量均稳居全国
第一，并呈明显上升趋势。在国家外专局主办、

完全由外籍人士投票产生的“魅力中国———外
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评选中，

上海已连续 6年排名第一。在外国高端人才眼
里，上海这座城市有哪些魅力？本报今起刊发
一组“外国专家在上海”系列报道，为你讲述多
位“新上海人”的故事

翁同龢后人捐赠《临戴进谢安东山图》《杜甫诗意图轴》

沈周王原祁珍贵书画入藏上博

本报讯 （记者 张熠）清代政治家翁同
龢的五世孙翁万戈所捐明代画家沈周《临戴
进谢安东山图》、清代画家王原祁《杜甫诗意
图轴》，昨天入藏上海博物馆。翁万戈之侄翁
以钧携夫人柳至善出席捐赠仪式。

上博收藏翁氏家藏书画重要三件
翁万戈是一位中国书画收藏家、 鉴赏

家。 翁氏家藏的核心部分由其先祖在 19世
纪收集奠定，可谓美国顶级的中国艺术品私
人收藏，并以作品质量上乘、大师序列恢弘、

保藏状态良好和流传著录清晰见长。翁氏家
藏书画目前主要由上海博物馆、美国波士顿
美术馆等机构收藏。

早在 2011年 6月， 北京中国嘉德国际
拍卖有限公司受旅美华侨翁万戈委托， 曾计
划将 21件中国古代书画定向转让给国内博
物馆，其中便包括梁楷《道君像》、沈周《临戴
进谢安东山图》及王原祁《杜甫诗意图轴》。上
博原副馆长陈克伦表示， 当时上博欲购藏其
中 5件，但由于经费限制，先挑了其中最为重
要的一件，即梁楷《道君像》。“2016年，翁万
戈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将 《道君像》 转让给我
们。”算上此次捐赠的 2件作品，上博收藏了
翁氏六代家藏书画文物中极为重要的 3件。

馆长杨志刚透露，去年夏天，这两件书
画的捐赠在法律意义上已经完成了。2018年
3月，翁万戈先后两次来函上博，表达了捐赠
这两件画作的意向。7月， 陈克伦专程赴美，

在庆贺翁万戈百岁诞辰的同时，落实了捐赠
事宜。“生日宴之前， 在现场的一个会议室
里，全体翁氏家族完成了捐赠协议的签订。”

翁以钧介绍，此次捐赠应是翁万戈最后
一次捐赠了，“他曾说，以后就没有东西值得
捐赠了。他 101 岁了，对自己的身体状态清
楚得很，知道不能再拖延了，才做了这个决
定。”之所以选择上博，是因为翁万戈同上海
渊源颇深。1918年 7月 28日，由于家族南下
避灾，翁万戈出生于上海，他的兄弟姐妹均
出生在天津。1937年， 他就学的上海交通大
学被侵华日军轰炸，因而被迫离开上海赴美
读书。1948年他回国探亲后携家藏由上海再
赴美，一直到 1979 年，才得以重返中国。而
在美国一直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他，此后几
乎每年都回国，每次回国必到上海，到上海
则一定会来上海博物馆参观、会友。“他和上
博历任馆长都是好朋友，对上博在书画保藏
和修复、书画的研究和展览宣传等方面都极
为赞赏，认为家藏书画入藏上博是一个理想
的归宿。”

从未公开的《道君像》也将亮相
此次捐赠的沈周《临戴进谢安东山图》是

沈周重要的青绿山水画作，画面左上有两行沈
周简短的题款：“钱塘戴文进谢安东山图，庚子
（1480）长洲沈周临。”题记的意思表达得很清
楚：原有戴进所作的一幅《谢安东山图》，沈周
见到后将此画临摹下来，画中钤有沈周的二方
常见印章“启南”“石田”。画面为较为浓重的青
绿设色，在沈周的绘画中绝无仅有。

而《杜甫诗意图轴》是清初“四王”之一王原
祁画作中最大的一幅。翁同龢曾提到，此作是他
最为喜爱的珍品之一。画作高达3.2米，是根据杜
甫诗句“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所
创作的青绿山水。 如此的青绿绢本巨轴在王原
祁的存世画迹中相当少见。 上博书画研究部主
任凌利中认为，《杜甫诗意图轴》不论在内容、尺
幅、画风上，都将填补王原祁书画研究的空白。

去年，翁万戈曾将130幅绘画、31幅书法、18

幅拓片和4件织绣捐赠给波士顿美术馆。“翁氏
家藏精品展”9月将在波士顿美术馆公开展出。

翁以钧透露，在美展出结束后，这批翁氏家藏精
品将移师上博。上博方面也表示，今年，此前从
未公开展示过的《道君像》将连同《临戴进谢安
东山图》《杜甫诗意图轴》亮相三楼绘画馆。

华山医院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细胞代谢》

为肝癌转移找到干预靶点
本报讯 （记者 顾泳 通讯员 鲁明）转移复发

是肝癌诊治中的难解之题，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外科
学家关注。而今，这道难题逐渐揭开谜底：日前，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普外科主任钦伦秀教授领衔
团队开展的《酰基辅酶 A硫脂酶 12（ACOT12）依赖
性乙酰辅酶 A异常通过表观遗传性调控癌细胞表
皮—间质转化（EMT）驱动肝癌转移》研究成果，在
线发表于国际著名期刊 《细胞代谢》（影响因子
20.565分），这一研究揭示了“乙酰辅酶 A代谢”在
肝癌转移中的重要作用，并将为肝癌转移找到全新
代谢指标与干预靶点。

我国是肝癌大国， 每年新诊断肝癌占全球
55%，死亡率在所有恶性肿瘤中位列第二。肝癌发
病隐匿，更令人棘手的是，即便实施根治性手术，5

年内仍有 60%至 70%的患者出现转移复发。代谢重
编程是肿瘤细胞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肿瘤细胞适应
其生物大分子合成、快速增殖的需求过程中，代谢
重编程发挥关键作用。研究发现，代谢酶酰基辅酶
A硫脂酶 12（ACOT12）是调控肝癌细胞乙酰辅酶 A

代谢的关键酶，ACOT12下调会引起肝癌细胞乙酰
辅酶 A水平和组蛋白乙酰化水平的提高，继而通过
表观激活 “肿瘤上皮间质转化中的重要转录因子”

（TWIST2） 基因的表达， 促进肝癌上皮间质转化
（EMT）过程和肝癌转移。

转移是肿瘤的另一重要特征，也是肿瘤患者致
死的主因。研究同时发现，乙酰辅酶 A（Acetyl-CoA）

是细胞内的关键代谢中间物，它不仅是多种分解代
谢反应的产物，也是用于支持细胞生长和增殖的脂
质分子生物合成的前体。细胞内 Acetyl-CoA的水平
与组蛋白乙酰化的动态关联，在表观调控中发挥重
要作用。这一突破性研究结果将为转移性肝癌的诊
治带来新希望。

专家预计，ACOT12基因的表达水平， 未来可
作为肝癌转移的预测指标， 并为将乙酰辅酶 A代
谢关键酶 ACOT12 作为肝癌转移的干预靶标提供
了理论基础。研究结果还提示，代谢物 Acetyl-CoA

水平的累积，很可能是肝癌转移的驱动性因素。这
些研究工作为从代谢角度认识肿瘤转移提供了新
的思路，为肿瘤转移的预测和干预提示新的代谢指
标和靶点。

外国专家在上海系列报道

研究石油管材的季莫宁自称“北方人”，其大部分职业生涯在中国度过

除冬天没暖气，上海十分吸引俄罗斯专家

■本报记者 裘雯涵

“我是一个在上海的‘北方人’。”说着一
口流利的中文，在上海海隆石油化工研究所工
作的季莫宁幽默地说。和在上海定居的北方人
一样， 季莫宁最想吐槽的是冬天没有暖气。从
俄罗斯莫斯科来到上海工作9年， 季莫宁在上
海出生的小儿子现在已经6岁。“上海的工作对
我来说十分有吸引力，希望能在这里长期工作
下去。”

在上海的研究有支持很自由
进行石油管材方面的研究 20多年， 季莫

宁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度过的。2006

年，季莫宁接受了原中石油集团管材研究所的
工作，开始常驻西安。9年前，他决定搬来上海，

在上海海隆石油化工研究所工作。

“在上海，我看到了很多新鲜、有趣的项目。

这些研究内容是最吸引我的。”目前，季莫宁正
在进行管道防腐蚀涂料的研究。 在他看来，这
项工作就是在无数可能性中，找到最佳的排列
组合方式，使用最适合的材料和固化剂来制作
石油、天然气的运输管道和防腐蚀涂料。

事实上，无论何种类型的管道，在地底的
高温、化学气体和液体的影响下，均会发生管
道腐蚀问题。管道腐蚀穿孔，造成原油泄漏、环
境污染、天然气爆炸等情况并不少见，每年造
成的损失可达上亿元甚至更多。

近年来，石油开采的难度加大，也对石油
运输管道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前开采石油时，

井口只有 1000 米深， 温度只有摄氏 60 度左
右。现在的井口深度都在 5000米以上，温度在
摄氏 100 度以上。”季莫宁说。多年来，他和团
队一直在潜心开发固化温度更低、更环保的管
道涂层材料。在此过程中，研究所给予了他们
极大的支持和自由。

学会了上海人特有的精打细算
上海的生活对于季莫宁一家来说既陌生又

熟悉。 这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与莫斯科没有什
么两样，但他们还是感受到不少“南北差异”。

季莫宁记得，2006 年第一次来上海出差
时，和他一起来的西安同事一句上海话都听不
懂。“我觉得太新奇了。 俄罗斯也有地方方言，

但是并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在上海生活 9年，自诩为“北方人”的季莫
宁还没有适应南方的冬天。“以前我们在家里都
习惯穿短袖。”季莫宁说。在饮食习惯上，他也是
一个标准的“北方人”，对北方的羊肉串和牛肉
面念念不忘。不过，上海的生活也潜移默化地改
变了他。这些年来，除了学会一口流利的中文，

季莫宁还学会了上海人特有的精打细算。 每年
春节，季莫宁都会和家人一起回到莫斯科，在家
乡过一个团圆年。不过，现在他学“聪明”了，在
夏天就提前给妻子和孩子买好春节回家的机
票。“如果快到过年才买机票，价格会涨好几倍。

我发现春节前一张国内航班的机票， 都比我们
一家人来回莫斯科的机票还要贵。”

建议拓展渠道吸引更多人才
虽然许多“细节”还需适应，但上海对季莫

宁一家子来说，是一个十分宜居的城市。季莫
宁最小的孩子现在正在学习中文，“再过半年，

儿子的中文可能就说得比我好了。”在他看来，

他在上海无需担心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上海丰
富的博物馆、公园、动物园等，能够提供给他们
多彩的课余生活。

对于外国专家来说，在上海工作也变得更
有吸引力。季莫宁还记得，几年前他办理留沪
工作相关手续， 需要从宝山的家中赶到市中
心。 现在， 很多申报材料在网上就能操作。自
2016年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试点实施以
来，办理工作许可证所需材料更简单，“这对我
们来说方便多了。”

不久前市科委举办在沪高层次外国专家
代表座谈会，季莫宁在会上提出建议。在他看
来， 上海目前缺少一个协调和沟通的机构，来
帮助学术界和生产企业进行对接。“我们研发
的防腐蚀涂料，其实可以用于很多方面。比如，

电厂的热交换器就需要这项技术，但是我们没
有渠道了解他们的需求，更没有可能进行下一
步的合作。”

在人才引进方面， 政府部门也可拓展更多
渠道。季莫宁认为，在财政科技项目方面，申报
信息应该增添英语版本。政府部门可以允许、引
导外籍专家在境外承担上海项目， 然后将其中
的佼佼者引进到上海。 高校也可以拓展多语种
的线上课程，通过线上考核等方式，找到更多国
际上的优秀青年学者。同时，这些渠道也能让国
外的学者了解上海，进一步提升上海的吸引力。

轮椅变身智慧看护平台，废弃果蔬制成绿色洗涤剂

“明日科技之星”用智慧展现梦想
■本报记者 许沁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
将传统的轮椅改造成为主动
式智慧看护平台、将废弃果蔬
进行发酵后制作绿色洗涤剂。

日前， 本市表彰第 16届百万
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的学生代表、优秀
辅导教师。他们用智慧展现科学梦想，证明科
技创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遥远，它们可
以发生在生活中的任何地方。

从生活中寻找灵感
“明日科技之星”学生代表、文来中学学生

章懿的爷爷今年 85岁。3年前，老人摔了一跤，

从此他和轮椅打上了交道。“爷爷很要强，不愿
意让家人太多照顾。晴天时，他自己摇着轮椅
在院子里晒太阳，但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力不
从心。”如何让爷爷少一点体力消耗，又能自己
行动？

一次，为更好担任敬老院的志愿者，章懿和
小伙伴何欣宇一起走进大学的计算机图像处理

实验室，阅读到关于人脸识别的科普文章，这给予
他们灵感。 两人通过大量实地走访和调研发现，

市面上在售的轮椅功能单一，不能满足特殊群体
的要求。能否通过统计网站了解人群结构变化并
预测需求，找到一种可行的方案，帮助那些生活无
法自理的人群？

在文来中学课程发展部副主任、“明日科技之
星”卢慧玲的指导下，小伙伴进行了系统架构的构
思，通过基础编程学习，模拟解决项目中可能遇到
的问题。 他们还设计了用于调试电机的相关人机
交互界面，对轮椅行进速度、转向方向角、刹车时
间等基本技术指标进行测试， 完成电动轮椅的二
次开发和调试， 将传统轮椅改造成主动式智慧看
护平台，提高了部分行动不便者的生活质量，也减
轻了看护人员的负担。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主动式智慧看护平
台’项目是一个充满艰辛的研究过程，但也是一
个最优化的成长过程。从课题确立、实验，再到撰
写报告、提交申报书，都要花时间、花精力研究摸
索。”“明日科技之星”学生代表何欣宇说，在科创
中尝试了工程学、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不同
学科的研究，科技创新所展现的魅力深深吸引了
自己。自己也更坚信只有积极探索，才能迎来不
断进步。

不一样的成长体验
在以往初中、大学组的基础上，百万青少年

争创“明日科技之星”还开启了小学组项目。上海
市实验学校初一学生裴丽博在去年小学 5 年级
时，和另两位小伙伴一起尝试了“蔬菜水果垃圾

变绿色洗涤剂”的研究。这一想
法最初起源于一次在菜市场买
菜。菜场里经常会有丢弃的蔬果
垃圾，令人可惜。如果用 EM 菌
发酵，从中提取出来的发酵液经
测试用于洗涤碗碟效果非常好。

根据这一研究，孩子们还自编自
演了一台舞台剧。

“明日科技之星”学生代表、尚德实验学校王
洛斌坦言， 科技创新给学生带来了不一样的成长
与体验。 在国际青少年博览会上， 他用流利的英
语，与来自全球的青少年科技爱好者交流，表现得
落落大方。

由市科委、教委、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
主办的“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自 2003年启动
以来，至今已举办了 16届，重点选拔表彰品学兼
优的青少年科技人才，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
学、用科学的青少年科技教育社会环境，促进青
少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如今，许多昔日的“明日
科技之星” 已逐步成长为新一代的科技工作者。

此次第 16 届评选最终推选出 20 个学生项目获
最佳展示奖，50个学生项目获“明日科技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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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青绿设色，在沈周的绘画中绝无仅有

《最后一头战象》剧组与小观众互动

寒假第一课解读木偶玄机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由上海文广演艺

集团、上海木偶剧团联合出品的人偶剧《最后
一头战象》昨天起至 27日在美琪大戏院连演 5

场。为了更好地让小朋友们理解剧情，感受故
事背后的家国情怀和生死抉择里的忠贞勇敢，

《战象》 剧组在美琪大戏院组织了 “寒假第一
课：《最后一头战象》”亲子活动，揭秘舞台剧幕
后的故事。

“为什么我们很少看到大象尸骨？因为大
象有个习惯， 预感将死亡时， 会自己走向象
冢。”青年演员尹立乾从大象的生活习性讲起，

介绍《最后一头战象》制作过程。在来自中西方
制作团队共同努力下，才有了舞台剧身临其境
的视听体验：蒙太奇式的叙事手法，将燃情岁
月一幕幕呈现在舞台上；借助多媒体再现的战
争场面，带着观众感受特殊年代留下的震颤。

象偶设计师冯呈祥带着小朋友们一起用
彩纸叠出了栩栩如生的“大象”，并详细讲解设
计与制作的过程。“坐在第一排的观众，可以仔
细观察大象小细节，主角噶羧的颜色与其他大
象不一样，我们特地调整了身体阴影。”当小象
噶羧出现在小观众面前，大家都沸腾了，忍不
住从座位上站起，争先恐后与噶羧亲密接触。3

月，《最后一头战象》将着重在剧本、制作以及
表演等方面进行修改和打磨，让中国传奇故事
走向国际。

▲沈周《临戴进谢安东山图》（局部）。均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荨工作人员展开王原祁《杜甫诗意图轴》。

季莫宁在工作中。 （资料）

申
城
博
物
馆
年
度
运
营
数
据
出
炉

每

万
人
拥
有
一
座
博
物
馆

本报讯（记者 张熠）2018

年度上海市博物馆运营大
数据昨天新鲜发布。 截至
2018年底，上海市已备案博
物馆 131座，以上海常住人
口 2420万计， 每 18.5万人
拥有一座博物馆，远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其中，国有博
物馆 99座， 占全市总量的
76%， 非国有博物馆 32座。

上海科技馆、 上海博物馆、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
鲁迅纪念馆与陈云纪念馆
均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从年参观量来看，上海科
技馆以 354 万人次居于首
位， 上海自然博物馆以 218

万人次紧随其后，位居第三
的上海博物馆则迎来超过
208万人次的观众量。

数据显示，市民参观红色
革命类博物馆热情持续高
涨。2018年，全市 30座革命
类博物馆全年共计接待观
众 946.7万人次， 同比增长
132%。其中，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接待观众 146 万人
次，日最高接待量突破 1 万
人次，整体接待量比以往增
长 1.5倍。 此外， 陈云纪念
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
淞沪抗战纪念馆、中共二大
会址纪念馆等红色场馆均

位居年观众量前十博物馆之列。

2018年，全市博物馆共举办临展 322场，

接待观众 1138.7万人次。 从主题内容上看，艺
术类和自然科技类的专题展览更受观众喜爱。

例如，上海博物馆“心灵的风景：泰特不列颠美
术馆珍藏展”吸引观众约 62万人次；上海自然
博物馆“尼古拉·特斯拉———来自未来的人”展
吸引观众约 31.7万人次。

当走进博物馆越来越成为市民的一种生
活方式，博物馆自身也在转变职能，除固定展
陈之外，不断探索更多的教育活动，扩展博物
馆的教育边界。去年全市博物馆共策划各类社
会教育活动 2.5万余场。其中，公共讲座 759场
次，学生教育和亲子活动 2.2万余场。上海科技
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的活动最受
沪上学生及亲子家庭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