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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桐

今年是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 诞生 60 周年。1959

年，这部作品在上海音乐学
院诞生，并在“上海市音乐
舞蹈展演月”首演，演出的
成功推动了次年首届“上海
之春”的举办。60年来，从琴
弦上飞出的蝴蝶早已飞入
千万人心中，成为中国音乐
一个经典的符号。

第 36 届上海之春国际
音乐节将于 4 月 8 日至 28

日举行，60岁的《梁祝》将亮
相闭幕音乐会，由当年首演
者俞丽拿的学生陈家怡担
任独奏，携手上海音乐学院
管弦乐团共同呈现。 昨日，

作为“上海之春”主要承办
方之一的上海音乐学院，发
布了包括闭幕音乐会在内
的 10台 12场演出内容。

27部新作亮相
今年上音系列演出分

为 “春之众乐”“春之羽翼”

“春之印记”“春之韶华”四
大板块， 其中将有 27 部新
作推出，37位新人亮相。

连续两年，男中音歌唱
家廖昌永在 “上海之春”献
演的 “中国艺术歌曲百年”

独唱音乐会都广受关注。今
年，他把“中国艺术歌曲百年”（三）的舞台留
给更多年轻人。 廖昌永去年在上音发起首届
中国艺术歌曲国际声乐比赛， 一批声乐学子
在舞台上崭露头角。比赛的获奖者们，将在本
届“上海之春”登场。此外，“春天的律动（六）

———上海音乐学院民乐新人新作专场音乐
会”、中提琴优秀青年演奏家沈子钰个人专场
音乐会等，都将力推新人。

“60年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生时，作
者何占豪 26 岁、陈钢 24 岁，首演者俞丽拿才
19岁。”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感叹，“《梁
祝》的诞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骄傲，也是中国
音乐界的骄傲。今天，在致敬经典的同时，我们
也期待更多的年轻人在‘上海之春’的舞台上
发光，让更多新作在这里成为经典。”

老中青三代为祖国放歌
“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声乐新

作品音乐会” 无疑是 10台演出中的重头戏。这
场以“祖国，我亲爱的母亲”为主题的音乐会将
于 4月 22日举行，推出多首兼具艺术品质与传
唱性的音乐作品。作曲家们以音乐为画笔，描绘
国家的繁荣昌盛，讴歌时代精神，推动“中国之
声”的传播。音乐会上，上音老、中、青三代歌唱
家将同台演唱，展示上海的原创实力。

多年来， 上海音乐学院致力于挖掘和梳
理中国音乐的历史， 传承和传播中国音乐经
典。在本届“上海之春”上，除了“中国艺术歌
曲百年”（三）音乐会，还有“小提琴中国作品
百年经典”（一）（二） 两场音乐会， 分别呈现
1920年以来那些最经典的中国小提琴协奏作
品和独奏作品， 所有曲目均选自上海音乐学
院丁芷诺教授主编并即将出版的 《小提琴中
国作品百年经典》。

为了吸引更多市民走进音乐厅，4月 2日，

上音将对外发售低票价。 此外，4月 13日—19

日，“上音开放周”也将如约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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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延时服务覆盖所有需要的学生，确保“一个都不能少”

每年贯通招生人数占总招生数的 25.6%，初步形成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纵向完整培养体系

上海职教：对接产业提升，蕴养上海工匠

■本报记者 彭德倩 许沁 龚洁芸

中高职贯通 5 年（“3+2”）、中职—应用本
科贯通 7 年（“3+4”）??近年来，上海职业教
育“立交桥”越来越宽。最新统计显示，本市
74%的中职校有贯通专业，贯通专业点占专业
总数的 35%， 每年贯通招生人数占总人数的
25.6%， 已初步形成中职—高职—应用本科—

专业学位研究生纵向完整的培养体系。

从专业布局到培养模式，上海职教坚持探
索创新，培养更多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成为
上海产业能级提升的底蕴之一。

去年近150个专业点调整或关闭
“90后”学生舒辉自2013年从上海城市科技

学校数控专业毕业后， 选择去航天八院149厂，

投身航天事业。短短数年内，他已成为航天八院
149厂最年轻的骨干技师。在149厂，舒辉参与过
长征五号、 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等多项重要工
程，负责火箭发动机的阀门产品。这位90后工匠
不仅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拿到金奖， 而且
秉持一个信念：用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近几年来，从上海城市科技学校走出一批
像舒辉一样的高精尖“上海师傅”。毕业生就业
时，往往 4、5个岗位等着一位学生，特别受企业
青睐。值得一提的是，学校所在的松江区，已建
立了 30个校企合作基地，分别对接学校“建筑
施工、汽车运用与维修、智能信息、酒店管理、数
控技术”5个专业群，探索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
需求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和针对性，为 G60科创走廊建设提供
技能型人才支持。

这并非个例。2018年， 本市对标五个中心

和四大品牌建设，梳理人工智能、财政金融、航
空制造、 创意设计等 18个行业 155个人才需
求紧缺岗位，开展人才需求分析和专业结构调
整，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
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与此同时，专业布局中的加减法也做得更
坚定。2018年起， 上海支持相关应用型本科开
设人工智能、大飞机制造、大数据等领域相关专
业。针对已有专业设置但人才缺口较大的专业，

如学前教育、 养老护理等领域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紧缺，通过新增专业点、扩大培养规模、加
强在职培训等方式，加快培养力度和规模。中高
职院校不再新增金融类专业， 现有专业逐步调
整关闭；关闭有色金属冶炼、火电厂仪表安装等
不符合上海产业发展的专业。2018年，中、高职
院校调整或关闭了 10%近 150个专业点。

让优秀学子走近心仪岗位
两个月后，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校长

陈金国将送走一批特殊 “毕业生”———学校与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中本贯通培养的首届
40名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通过转段考试后，将
步入大学。启动招生三年来，这个专业的教学
计划方案全部由职校与大学共同参与设计，专
业相关英语等大学阶段的课程直接下移到中
职阶段完成。不仅如此，音乐、美术、舞蹈、手工
等强化训练，也帮助学生在步入高校专业学习
之前，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我们这个专业，去年最高进分 583分，超过
‘市重点线’了，面试招生比超过 10 1。”陈校长挺
高兴。 上海在全国率先探索的贯通培养机制，不
仅让更多优秀学子早早走近心仪岗位，一贯制一
体化培养也带来更多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

一条时间脉络展示分明：2010年，本市开启
中高职贯通试点，之后不断扩大试点。四年后，中
本贯通试点迈出第一步。最新消息传来，上海在
此基础上探索推进五年一贯制职业学校建设，进
一步优化和完善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机制。

打造技能精英，培育大国工匠
近日，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车身修理项

目结束了五晋一考核， 来自杨浦职校的徐澳
门在考核中名列总分第一， 将代表中国参加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这是自 2013 年至今，

杨浦职校连续第四次派出顶尖选手角逐有着
“青年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技能大赛。

上海现有 14 家国家级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
地、37家市级世界技能大赛选手培养基地，职
业院校占其中 80%以上， 成为培养世界技能
大赛选手最重要的平台。

从 2013年申鑫获得车身修理项目优胜奖，

到两年后罗良获得银牌，再到 2017年杨山巍首
夺车身修理项目金牌， 杨浦职校已成为登上领
奖台的常客。这背后，是上海职校培养技能精英
甚至是大国工匠的积极探索。2010年， 杨浦职
校与世界著名企业瑞典的卡尔拉得优胜汽车修
复系统（北京）有限公司共同建立“卡尔拉得上
海杨浦培训中心”，把企业搬进校园，开展业内
高端培训和面向学生的实训。2011年， 学校又
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引入一流
技术、一流设备、一流师资等企业资源；对接国
际水平专业教学标准， 成立中国第一家英国汽
车工业学会授权的汽车车身修复认证中心，推
动了学校汽车车身修复专业的发展。

此外， 杨浦职校还聘请顶尖行业大师、一
线技术精英常驻学校； 选派青年教师出国培
训， 迅速带动和促进高素质师资队伍的成长；

通过资源整合致力于专业群建设，汽车专业群
的实训设备已达世界一流水平。“上海职业教
育学校近年来重视对标国际视野，跨前一步培
养出符合当代社会经济和企业所需要的人
才———也就是现在社会所提倡的大国工匠。”

杨浦职校校长卞建鸿说。

体质监测引导市民科学健身
本报讯 （记者 姚勤毅）完成 7个动作，就能和

世界冠军比较谁的身体素质更好、 差距在哪里，防
止伤病出现，提高运动表现。近日，世界体操冠军、

上海体育健儿严明勇以志愿者的身份出席“为健康
打 call”科学健身公益指导活动，和上海体质健康专
家们一起坐镇上海体育大厦，指导市民科学健身。

“这样的活动很好、很专业，通过测试既能知道
自己身体存在什么问题，得到专业的改善建议。”刚
完成测试的张阿伯说。FMS功能性动作筛查项目目
前红遍全球， 全名为功能性动作模式筛查系统。“7

个动作，10分钟检测， 降低伤病突发， 提高运动表
现，让健身更具方向性。”负责给市民测试的上海体
育科学研究所专家介绍。

除了 FMS功能性动作筛查， 其他体质检查项目
也受到市民的好评。身高、身体成分测试，能帮助市民
了解自身的肌肉和脂肪含量； 糖尿病风险检测能有
针对性地开展早期干预和治疗； 精神压力分析测试
可以帮助测试者加强情绪自控和心理调节能力。专
家还为市民提供个性化的咨询服务，根据检测结果，

指导市民科学健身。该活动由市体育局团委、市体育
宣传教育中心、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共同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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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勤毅

前晚， 上海男篮在CBA季后
赛首轮第二回合以103比117不敌
北京男篮， 从而以0比2的大比分
无缘晋级。与此同时，功勋老队长
刘炜在度过第22个CBA赛季之
后，宣布“也许会结束自己的职业
生涯”。

如今上海三大球项目中，上
海男排已取得 15冠； 上海上港
为申城带回阔别 23年之久的中
超冠军；女子三大球项目也是顶
级联赛的佼佼者。而上海男篮离
17年前的辉煌还有不小距离。赛
季结束上海男篮留下三个疑问：

“外援组合该不该换掉？”“刘炜
会不会再打一年？”“球队的新东
家下赛季开始前能否‘到位’？”

钻石组合水土不服？

弗雷戴特在这轮 “京沪大
战”系列中，成为上海男篮的最
大软肋之一。 当晚这场生死战，

弗雷戴特只拿下 13分， 两战加
起来也才 33分。 弗雷戴特不但
需要大量的球权，并在遭遇季后
赛级的强硬防守时，很难把自己
的进攻转化为对队友的支持。北
京男篮通过近几年和上海男篮
的频繁交锋，吃透弗雷戴特的特
点，完全限制住了他。

在上海男篮主教练李秋平
眼里， 年近不惑的大外援斯科
拉， 主要是来传帮带年轻队员
的，只是这样的外援对于上海男
篮“太奢侈”了。比起斯科拉出色
的策应能力、 依然梦幻的脚步，

上海男篮更需要一个跟得上对
手速度的内线支柱，一个能抢得
到篮板的“内线怪物”。

“小外援在对手包夹之下进
攻受阻，个人比较着急，这一块
始终是我们的软肋；我们的内线
问题也不少， 小个子阵容还好
点， 大个子阵容时篮板没保障，

轮转也慢。”李秋平的赛后点评，

矛头直指两位外援。

“希望刘炜打到 40岁”

当晚， 刘炜拿着话筒来到赛场中央，“最后能回
到上海队非常开心，或许会就此结束赛场生涯??”

去年夏天， 刘炜结束四年漂泊回到家乡球队。

与上海男篮签约时， 刘炜签下的是一份多年的合
同。当时的官方口径是他只有第一年会以球员身份
出战。其后几年，刘炜都是作为助理教练辅佐李秋
平。“打北京要是输了，就是刘炜的最后一场。”这在
赛前成了共识。

不过，似乎故事还有望反转。记者得到的信息
是， 俱乐部包括主帅李秋平都希望刘炜再打一年，

刘炜也有再打下去的意愿和能力， 问题只有一
个———具不具备打下去的前提条件。刘炜赛后在谈
到是否退役的话题时，始终留有余地，甚至有些欲
言又止。“本赛季我的身体状况调整得非常好，但由
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只用到四五成的力，有一点
可惜??”“打到 40岁很难吧， 如果队伍老是处于
这样的状态， 怕是我的小心脏受不了！”“还是要和
管理层沟通吧，沟通很重要！”从这些话里能听出刘
炜的“心声”———还想打下去。李秋平在前天接受本
报采访时明确表示，“这个赛季刘炜的状态和发挥
都不错，我当然希望他打到 40岁！”

“板凳”深度还不够
“下个赛季，我们一定要走得更远！”李秋平赛

后说。回归上海第一年，李秋平对于这支球队的改
造是成功的。罗汉琛、蔡亮、罗旭东、王潼、包括早
早受伤的董瀚麟，本土球员在李秋平的调教下，都
激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个人数据均创新高。

不过，以目前上海男篮的阵容，想要走得更远
恐怕不太现实。 本赛季从联赛黑马到断崖式下滑，

表面上看是被接踵而至的伤病拖累，实则是板凳深
度不够的体现。

北京男篮就是一面镜子———首钢是一支人人都
能站出来的球队。两队胶着时，北京男篮往往立刻能
发挥出打球人多的轮换优势。 上海男篮的板凳深度
只能靠更大的投入来满足。李秋平曾坦言，上海本土
后备乏力是短时间无法改变的问题，“上海的篮球运
动普及程度很高，但青少年不愿意走职业化道路，学
校里优秀的苗子都想去读大学。 我们只能去全国各
地去找，这就要牵扯到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上海男篮的提高和发展、 青训人才的培养，既
要学习徐根宝的实干家精神， 也不能放弃当下，就
像姚明出售上海男篮时表示的———“希望上海队在
今后的 CBA 联赛中打出与这座城市相匹配的成
绩。”上海男篮近些年成绩总是不温不火，在队伍引
援配置上没有最大化发力，根源在于如今上海男篮
的新投资方、掌舵者还没有完全“接手”。据了解，有
关方面还在努力协调、大力推进。未来，上海男篮将
承载更多的城市荣耀和责任。

705所公办小学课后服务延至18时，缓解接孩子“最后一公里”问题，家长称赞———

“晚托班玩得开心，不用赶去社会培训班”

■本报记者 许沁 龚洁芸

昨天 18时前， 松江九亭四
小五年级学生秦朗迪妈妈下班
后，在学校室内体育馆接到了孩
子。秦朗迪放学后参加篮球快乐
拓展活动，他是昨天课后延时服
务最后一个离校的孩子。 昨天
起，本市推行小学生校内课后延
时服务， 在提供原有到 17时的
服务基础上，对家庭按时接送仍
有困难的学生，将免费课后服务
延时至 18时。

本市公办小学校内课后服
务基本实现因需全覆盖， 有 705

所小学将课后服务延时到 18

时，困扰不少小学生家长的接孩
子“最后一公里”问题正得到有
效缓解。留校孩子做些什么？师资问题如何
解？记者实地展开调查。

仅剩一个孩子，也会等家长来接
15时 30分，在闵行区虹桥中心小学，孩

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各个社团活动
教室“走班”。书法、3D 打印、播音主持、舞
蹈、 英语戏剧、 智能机器人??从 15时 30

分至 16时 30分，学校开设了 20多个社团，

为孩子们提供各类拓展探究活动。 昨天，四
年级（4）班男孩朱厚任参加的是“舞向未来”

舞蹈社团和英语戏剧社团。他最喜欢学校的
社团活动，每周一到周四天天有，课程内容
丰富，他全部都选了。朱厚任的妈妈说：“孩
子在学校里玩得很开心，不用课后赶场去社
会培训班了。”

虹桥中心小学有 1000多名学生， 目前
每天有 23 名孩子参加 17 时以后的晚托服
务，要留到 18时的学生有 7人。延时晚托服
务中，学校在老师自行管理结合引进第三方
管理的情况下，主要安排学生在教室里做作
业、阅读。为了确保校园安全，校方还对外来
进校第三方人员进行了服务人员品行、身心
健康状况等严格把关。“从 17时 30分到 18

时，哪怕只有一个孩子，老师也会等到家长

来接。”虹桥中心小学校长唐晓安说。

闵行区虹桥镇上有 3所公办小学，镇政
府统一“买单”引入第三方机构，丰富的课程
把孩子们课后留在校园里开展拓展活动。

晚托服务量身定制精细管理
晚托延至 18时，各个学校量身定制、精

细管理。

含羞草为什么会“害羞”？苔藓的“家”在
哪里？??在普陀区江宁学校，三年级学生
在“快乐 30 分”活动上，跟着老师寻访春天
的树木。该校“快乐 30 分”活动开设 7 大主
题， 覆盖所有学生。 小学部有两个校区，约
1600名学生，参加 17时至 18时延时晚托服
务的约 20人。此前，学校晚托延时服务已提
前试运行。“两校区这 20名延时晚托的孩子
并不是一个教学班， 两校距离数百米，17时
由卫生老师集中统一带到学校总部阅览
室。”校长吴庆琳说，家长接孩子时，需根据
接送卡、完成接送书面登记后，方可带孩子
回家，确保学生安全。

松江地处郊区， 白领和务工者比例较
高，下班时间相对较晚，参加延时晚托服务
的学生更多。九亭四小因校制宜，将看护地
点搬进学校综合活动中心，把更宽敞舒适的

空间留给学生。活动中心里，孩子
可以静心等候，或自主阅读，或绘
画手工，或完成家庭作业。此外，学
校定期开展足球、排球、网球等丰
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放学看护工作
实行专人统筹、专人看护、专人监
督， 每天安排两位教师轮流值班，

做好晚接学生安全教育与看护情
况登记。德育处每天督查，值班教
师当天反馈学生情况，集中看护以
多个地点、多种方式、无缝衔接等
措施，让每位家长放心。

绩效工资向看护老师倾斜
在浦东新区东波小学，“晚托

班”已延续 20年。学生家长多为沪
东船厂等周边企业双职工，下班时
间大多为 16时 30分。为满足家长

晚接孩子的需求， 东波小学自上世纪 90年代
起就延长放学时间至 17时。这个学期，晚托延
时服务至 18时， 东波小学重新对学生进行统
计， 沪东和胡家街两个校区共有 77名学生需
要课后看护服务，其中 16名需看护至 18时。

3月 18日起，学校启动新一期晚托班“试
运行”。根据安排，从 15时 30分放学后，全校开
展艺术教育、机器人等各种社团活动。学校对家
长接孩子的流程重新设计： 以往家长可以进校
接孩子，现改为 16时 30分、17时、17时 30分、

18时 4个时间由值班老师负责送孩子到校门
口。这样的“改革”得到家长一致认可。

根据东波小学安排，17时前， 由学校老师
负责看护，平均每位教师每学期需要轮值 3至
4次；17时后，由于人数减少，由学校志愿者负
责延时看护服务，主要以保安、保洁人员承担
志愿者服务。对于延时看护服务，学校对参与
老师给予绩效工资的倾斜； 对于参与 17时以
后看护服务的志愿者，也将给予一定奖励。

市教委强调，全面把握在校生和家长对课
后服务的实际需求， 尤其要特别关注家庭经济
困难儿童、残疾儿童等群体的需求，务必覆盖所
有确有需要的学生，确保“一个都不能少”。到目
前为止按时接孩子放学存在困难、 尚未提出参
加校内课后服务的家长，仍可提出书面申请。

图片新闻

油罐艺术中心周六开幕

作为上海油罐艺术中心开幕
首展，“teamLab：油罐中的水粒子
世界”周六将在油罐艺术中心5号
罐展出。

此次展览将 5号罐整体改造
成大型浸入式互动艺术作品，运
用“水”这一诗意而极富变化性的
表达介质， 让置身其中的观赏者
与空间彼此融合又相互影响，提
示着人与世界的关系。除了 5 号
罐，3、4号罐也将同时开展。

荨电脑模拟的无数水粒子从
天而降，并相互影响，最终将形成
一个巨大的瀑布。 瀑布的流动方
向会随着观众的走动而变化。

  本报记者 蒋迪雯
通讯员 朱亮 摄影报道

闵行区虹桥中心小学的课后延时服务，让孩子们玩得开心。赖鑫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