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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沁

近日，全市首个学校农
垦基地在曙光中学建立。这
片与学校一路之隔的学校
农垦基地，不仅是学生劳动
教育的实践地， 也将成为
“果木嫁接、绿植培育”等相
关课题研究的试验场。不久
的将来，曙光中学农垦实践
基地将会有一片茂密的树
林、翠绿的菜园，待到秋天
收获季节，师生们亲手种植
的瓜果蔬菜将硕果累累。

收获书本外的知识
培土，浇水，种植……

曙光中学高二学生和老师
们在新辟的学校农垦基地
种植了第一批果树。在这片
占地 6.5 亩的土地上栽培，

让鲜有机会接触农业种植
的孩子们倍感新鲜。

高二学生金杨参加了植
树，虽然一身汗，但还是很欣
喜： 以前只有暑假才会回到
爷爷奶奶的老家种菜， 在自
己家时没有这样的机会。现
在在学校安排下， 这块农垦
基地为学校高一、 高二年级
20个班级划片，每个班级将
认定一块包干区。 通过班级
承包，定时定点种植、灌溉、

施肥、 收割等。“今天的我们可能更多地沉浸在
书海中，平时连最简单的家务劳动也很少参与，

但我们不能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

农垦基地的开创将提供一个有效的实践平台，

培养劳动能力，既可以学好文化知识，也可以种
菜、浇水，在田地里收获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练不出的本领。”高二（9）班孙沫君同学说。

校长程立春介绍，农垦基地将在市农业科
学院专家的指导下，划分为蔬菜区、果树区、绿
植区、暖棚区等。学校将结合科普知识与实践
技能，编写农垦课程。

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
在奉贤区，中小学、幼儿园里都有一片“开

心菜园”。 神奇的现代农场将科技与自然和谐
地连接起来，在丰富多彩的种植活动中，孩子
亲近自然、探究植物，以生态体验近距离感知
生命生长历程。如今，像曙光中学这样大片的
学校农垦基地，还是全市第一家。

早在 2017年，曙光中学就与市农业科学院
合作，以研究性课程培育学生科学素养。去年学
校首次参加第 33届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
得一个一等奖和一个三等奖。学校与村居合作，

尝试开门办学，通过这一农垦基地项目，推动白
衣聚村的新农村建设， 同时也为村校合作提供
示范引领。农垦基地采摘的蔬菜、瓜果，培育的
绿植、多肉植物等，将以义卖方式出售，通过“爱
心基金”筹集，所得款项归入学校爱心基金，用
于各项帮困和公益活动。 曙光中学党支部书记
杨旻表示：“让学生感悟劳动之美， 养成热爱劳
动的习惯，同时推动学校教育创新，将劳动教育
与学生研究性学习、生命科学教育结合起来，培
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打造全区教育系统农垦
示范基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今日看点孩子们在舞台上个性张扬，在幕后恪守着学生本分

记者走进音乐剧《摇滚学校》幕后，揭秘 17个小演员的成长历程

小学生变成摇滚明星，有多难？
■本报记者 吴桐

音乐剧《摇滚学校》昨晚在上海大剧院
结束了一连 29 场的演出。这部作品由曾经
创作 《猫》《剧院魅影》 的音乐剧大师安德
鲁·劳埃德·韦伯操刀，2015 年在百老汇首
演，大获成功。

此次在上海掀起风暴的是澳大利亚制
作的版本，其中最让观众惊艳的，是 17名澳
大利亚小学生的表演。他们的年龄从 8岁到
13岁，在舞台上全都是真弹真唱。从小学生
变成摇滚明星，有多难？

像黏土一样充满可塑性
一天放学回家，澳大利亚小男孩赞恩的

爸爸递给他一张广告单， 上面写着音乐剧
《摇滚学校》招募演员的消息，让他兴奋地跳
起来。“《摇滚学校》 的电影， 我看过几百次
了。它涵盖了我喜欢的一切：吉他、表演、跳
舞、唱歌。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去参加试
镜！”在上海大剧院的后台，赞恩对记者说。

通过精心准备， 赞恩顺利通过了考试，

成为澳洲版《摇滚学校》里的吉他手扎克。和
他一样通过试镜的， 还有其他 16名澳大利
亚小学生。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第
一次参加专业的音乐剧演出， 而来到上海，

则是第一次参加海外巡演。

华裔女孩萨曼莎和赞恩一样，今年都是
12岁。不一样的是，在加入《摇滚学校》之前，

萨曼莎并不喜欢摇滚乐。 萨曼莎 5 岁学钢
琴，前几年又学了小提琴，莫扎特和巴赫是
她的偶像，而摇滚乐，对她来说太吵了。可如
今，她爱上了贝斯，爱上了摇滚乐的自由。

萨曼莎在《摇滚学校》里扮演贝斯手凯蒂。

在《摇滚学校》之前，她已演过澳大利亚歌剧院
《国王与我》中的小公主。在《摇滚学校》试镜
时，她凭借良好的音乐素养，以及一段《绿野仙
踪》中桃乐丝的独白打动了选角导演。这段独
白，萨曼莎到现在还一字不落地记得。

虽然这些孩子大多缺乏舞台经验，但他
们的蜕变是一个自然而快速的过程。“年纪越
小，越没有对舞台的恐惧，因为他们没有那么
多的自我意识。”《摇滚学校》制作人迪奥妮·巴

特说，“我们要做的其实很简单， 只是确保他
们在排练和演出的过程中玩得开心就好了。

如果喜欢，他们就会做，做得越多，就变得越
好。他们就像黏土一样，充满可塑性。”

台上炸裂，台下自律
17个孩子每个都不一样，但每个人都多

才多艺，而且都非常努力。他们炸裂的乐器
演奏、极富感染力的唱功，让全场沸腾。迪奥
妮·巴特每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看着他们
不断成长。“我觉得很快乐，我想这是工作对
我的最好的回馈。”

在《摇滚学校》剧组里，有一位驻团导
演、一位驻团编舞以及一群音乐总监，他们
每天的工作是帮助这些孩子们唱得更好、跳
得更好、演得更好。此外，还有一位专门指导
小演员的“摇滚导师”，让萨曼莎这样从小学
习古典音乐的孩子爱上摇滚乐，在舞台上散
发出“摇滚气质”。

谁说摇滚就是反叛、堕落和破坏？即使成
了摇滚明星，在舞台上个性张扬，这些孩子在
幕后仍然恪守着小学生的“本分”。来中国巡

演的途中，他们乖乖地上网课，按时完成家庭作
业。按澳大利亚演出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巡演
路上，每个孩子都要有一位家长陪同，还必须保
证每天有3至5小时的学习时间， 以免回学校之
后跟不上进度。所以，他们的日程通常是上午上
课，下午排演，晚上演出。有一位小学教师也一起
随团巡演，辅导孩子们学习。他们还会自发组成
学习小组，一起做作业。

虽是第一次来上海，但赞恩只去了一次迪
士尼，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酒店和剧场里，不是
在排练演戏，就是在学习。至于萨曼莎，她的祖
父祖母、叔叔婶婶全都住在上海，但她也没有
太多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一有时间我就做作
业，我非常喜欢学习！”萨曼莎真诚地说。

“我几乎每天都能从这些年轻人身上学到
新的东西。”迪奥妮·巴特说。在《摇滚学校》剧
组里，大人们从来不把孩子称作“孩子”，而是
叫他们 “年轻人”。“他们总会告诉我很多我不
知道的信息， 他们讲的笑话总让我觉得很有
趣。最重要的是，他们让我记得当一个孩子是
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们提醒我们，在长大的
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

图片新闻

作为男篮世界杯小组赛承办地

上海迎来“梦之队”
本报讯 （记者 姚勤毅）2019年男篮世界

杯分组前天在深圳揭晓， 美国男篮作为第一号
种子被分在 E组，与土耳其、捷克和日本在上海
展开小组赛争夺。

中国男篮必须“感谢”国际篮联（FIBA）对大
赛种子球队规则做出的改变，他们将东道主归为
种子球队。原本，世界排名第30位的中国男篮或
被分在第五档左右，但如今借着东道主“红利”，

中国队与美国、西班牙、法国、塞尔维亚、阿根廷、

立陶宛和希腊这7支世界排名靠前的球队， 被归
入同一档，从而顺利避开强队，和第四档、第五
档、第八档的球队同分一组。与中国男篮同样获
得“上签”的，还有作为小组赛承办地之一的上
海，美国男篮的到访势必在今夏掀起篮球风暴。

“哈登、杜兰特……家门口要来这么多NBA巨星，

简直不敢相信！”不少上海球迷在网上留言。

解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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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杨子

3月 14日，浙江省海宁市
中心医院普外科医生周伟光
收到一张特殊的通知单：“我
们要求你立即放下手中的工
作，回家休息。待身体好转后，

再投入工作。”周伟光从 11 日
起有发烧症状 ，13 日升至
39.5?， 却始终坚持工作在一
线。经科室同仁“告状”，他收
到了科室下发的《强制休息通
知单》。而就在一年前，安徽省
六安市裕安区丁集镇中心卫
生院外科医生方培虎凌晨猝
死在值班室内，年仅 31岁。裕
安区卫计委一则《关于在全区
医疗卫生系统开展向方培虎
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引发轩
然大波， 医生纷纷表示，“不
学，要好好活着”。

从 “向猝死医生学习”到
“强制医生休息”，医务人员人
手紧张的大环境或许尚未有
太多改变，但给予他们越来越
多的人文关怀与保护，会让更
多医生感到“暖心”。

医师休息权未得到保护
去年初，中国医师协会根

据全国 4.46 万家医疗机构、

14.62万医师调研结果发布了
《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

其中显示，我国二、三级医院
医师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50 小
时，其中三级医院医师平均每
周工作 51.05小时、 二级医院
为 51.13小时，远超每周 40小
时的标准工作时间。白皮书同
时披露， 在工作时间之外，仅
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医师能够
休完法定年假，甚至还有 4.4%

“不知道自己有年假”，休息权
远未得到保护。

作为健康的传播者，医师
对自身健康却没有把握 ：

14.6%经常熬夜， 仅 19.2%认
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很好，

35%认为一般、4.9%认为差、

31.1%认为身体状况对工作造
成了中度以上的影响。被调查
医师中，33.2%罹患一种疾病，

5.9%罹患一种以上的疾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党委书记季庆英告诉记者，近
年来的年度体检中，大多数医疗机构都有检出罹患
癌症的医务人员，“这是很让人痛心的，在岗位上倒
下的医生，许多在前期都有征兆。可他们有着与生
俱来的忘我精神，把一些超负荷的奉献视作分内的
理所当然，作为管理者，我们就有义务给予他们足
够的关注与关心。”

两天后戴着颈托重返岗位
其实，并非医生喜欢“自虐”，“医院岗位大多一

个萝卜一个坑，大家都在饱和状态下工作，小毛小病
的确得自己扛过去，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卞正
乾说，“上午微信群里就有急诊科医生因腹泻高烧实
在无法坚持工作，科主任临时调配人手进行支援”。

去年，卞正乾自己就遇上了事儿：一个周三早
晨，他在上班途中遭遇车祸，鼻梁和颈椎都有轻微
伤。“周三是我的肠镜日，门诊都安排好了，怎么办
呢？”除了科室紧急换班外，一些患者也更改了诊疗
日期。让他感动的是，患者没有抱怨，反而让他多休
息。两天后的周五，他戴着颈托重返岗位。

“如果是常规门诊、手术还好，遇上专家门诊，

基本大家都会带病坚持。”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
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磊解释，目前多
数医疗机构的专家门诊采取预约制， 如果要在 OA

系统内进行修改，需提前一两天，由科室主任、门办
主任审批后再通知预约中心联系患者，科室内重新
协调排班，对患者而言可能造成困扰，相关流程也
较为繁琐。他还记得，他的老师、中国超声医学奠基
人周永昌教授生前遇到身体实在不适的情况，就让
学生代为操作， 自己坐在一旁指导。“除了责任心，

医务人员往往把契约精神看得很重。”

不过，两位医生也强调，一切行为都应以患者
医疗安全为前提， 如果医生身体状况影响医疗质
量，就绝对不能硬撑。“如需精细操作的手术、检查
等，必须及时告知科室同仁，安排适合的人手。”

医护人员要做患者的榜样
近年来，急诊科、麻醉科、儿科等人手短缺的新

闻屡见不鲜。尤其是儿科，每年周期性的患儿爆满让
不少医生在连轴转中感冒发烧， 不得不戴上口罩继
续坚持。2016年12月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
书》显示，3年内我国儿科医生流失14310人，占儿科
医生总数的10.7%。第二季《人间世》中，医生的话引
起深思，“没有时间喝水，没有时间上厕所。”“很少能
有七八点以前就下班回家的。”如果无法在短期改变
就医大环境，医疗机构应该如何从细节入手，真正让
医务人员“敢休息”“敢请病假”呢？

早在 2014年，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院长江忠仪
就决定参照“防癌抗癌总裁圆桌会”的“CEO抗癌黄
金标准（中国版）”，启动职工健康促进行动计划，儿
中心也由此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CEO抗癌黄金标准
国际认证的公立机构。“我们向患者传递早诊早治、

关口前移的健康管理理念， 是否也应该以身作则，

用自身健康形成模范榜样？”季庆英说，随着大众对
医务人员抱有越来越积极的理解态度，一味赞颂带
病工作是无意义的，“健康中国的建立，首先离不开
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

其实， 为医务人员的健康保驾护航并不难，如
禁止吸烟、提供体育锻炼机会、提供低脂低糖饮食、

提供心理关怀、 提供无污染通风的工作环境等，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患病风险。 季庆英高兴地
说，“以前参加工会活动以行政部门人员居多，如今
有越来越多一线医务工作者甚至科主任带头加入，

是个很好的信号。” 正如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提
出，“要关心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执行好医务人员
休息休假的制度。”

吸引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选手参加

上海佘山国际半马举行
昨天，“G60”上海佘山国际半程马拉松在松江举行，吸引来自 26个国

家和地区的 1万多名选手参加。赛事设置了人文风情赛道、特色补给站等，

跨界融合体育、科技、旅游、公益等多种元素。本次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松
江区政府、市体育总会主办。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摄影报道

▲佘山国际半程马拉松选手开跑。 荩选手在比赛前热身。

赞恩（左二）在上台之前进行热身。       杨可欣 摄

产品和宣传文案效果有差异，连受到近千万众筹追捧的故宫睡衣也面临货不对板

网红文创陷质量争议？光有创意不行
■本报记者 钟菡

手机壳、冰箱贴、钥匙扣……博物馆的文
创商品柜里，热卖的往往总是这老三样。有业
内人士直言：“假如大家只是一窝蜂去做低价、

好卖的文创产品，那和义乌小商品市场有什么
区别？”

近日，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每集结合
故宫元素，大开脑洞推出各种文创产品，热播
之余也引发网友抢购。另一方面，作为化妆品、

餐饮等新型文创产品在受追捧的同时，也频频
面临质量争议。有专家指出，目前文创产品普
遍存在质量不过关、形式雷同、实用性不强等
问题，如何研发更多有创意、优质的文创产品，

进一步打开文创市场引人思考。

需要更多吃螃蟹的人
继《国家宝藏》后，《上新了·故宫》再度在

年轻人中引发文物热。在第二期中，根据故宫
畅音阁开发的文创睡衣一经亮相立刻受到“宫
粉”热捧，并获得近千万的众筹，再度让人见识
到了故宫 IP（知识产权）的魔力。

无独有偶。盛大游戏旗下的文创文博项目
韵文博鉴日前上线，项目携手 48家博物馆联合

开发文创产品， 首款销售产品是和天津博物馆
联合推出的“梅上绫罗”真丝睡衣。这款睡衣的
设计理念取自天津博物馆馆藏的 《山雀爱梅
图》， 用其中的图案元素做了睡衣的绣花部分。

据项目负责人、盛大游戏副总裁陈玉林介绍，配
合“三八”妇女节主题，所以想到开发睡衣作为
给女性的节日礼物。

近年来， 故宫的网红文创在推向市场引
发抢购大战的同时，也是一波三折。比如故宫
口红没满月就因质量问题停产， 故宫火锅营
业没多久也匆匆叫停，即便是故宫睡衣，也同
样面临货不对板的争议。这是否意味着，博物
馆文创一旦离开传统的文具、小礼品等“安全
领域”，进入大众商品领域去硬碰硬时，仍然
难以应付残酷的市场竞争？据业内人士透露，

对于博物馆文创研发人员来说， 其实难以了
解相关产品标准，只能选择性地相信供应商。

“大家都想做更好的东西，但往往因为信息不
对称， 导致消费者拿到手的产品和宣传文案
所呈现的效果有差异， 也带来噱头大于质量
的争议。”

不过，文创开发人员对文创产品的市场前
景依然充满信心，他们认为，大众对文创产品
的开发应该持包容态度， 博物馆文创也需要

努力开发不同的品类，坦然面对市场的选择。

此前，大英博物馆在天猫开设旗舰店，首日即
超过 30 万元的销售额让文创研发人员赞叹
之余， 也倍感压力。“大众对于文创产品的热
情日益高涨，更应该趁热打铁，积极做更多的
尝试。 若只是在有限范围内跟风拷贝别人的
成功创意，不敢承担风险，意味着放弃更大的
市场。”

让市场做产品试金石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印发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鼓
励文物博物馆单位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并支持
社会力量依法依规合理利用文物资源，提供多
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等。这些政策对
于文创产品开发和进一步打开市场是个利好
消息，也鼓励博物馆文创开发工作步子迈得更
加广阔。

今年春节期间，上海博物馆推出“当国宝
遇上国漫”线上公益活动，携手国内知名动漫
《秦时明月》推出联名贺年卡。选取气质相符
的动漫形象做国宝藏品的 “虚拟代言人”，介
绍馆藏文物知识。 这一大胆尝试受到年轻人
的欢迎， 发布在网络平台的联名贺卡作为一

种“虚拟文创”产品也受到热捧。据统计，相关
微博发布已有超过 5000 万点击阅读总量，流
量能否变现， 并开发后续衍生品投入市场值
得进一步探讨。

文化和商业并不矛盾，但如何更好地嫁接
并产生叠加效应，确是文创开发需要花气力研
究的课题。韵文博鉴也在开发陶瓷《釉彩》互动
游戏、戏曲教学软件、科普类教育软件等，把各
种文物资源实用化甚至商品化，让年轻人接受
和喜欢是这些文创研发的基础。“我们在调研
中发现，一些文创产品卖不掉，是因为文创开
发者把自己理解的文化符号看作大众必须接
受的文化符号， 不接受年轻人喜欢的改编，这
会把文创越做越死。”陈玉林认为，好的文创一
定是叫好又叫座，没有传播性，弘扬文创背后
的文化价值就无从谈起。

目前，韵文博鉴和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联合开发的网游《南海更路簿》即将上线，介绍
关于南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相关历史故事，

在严格遵循史料的同时， 也注重游戏的娱乐
性。“我们开发的目的是希望让馆藏文献资源
活起来，以生动、大众能接受的形式让更多的
人包括外国人了解我国的海洋主张和领土主
权，培养更多热爱历史的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