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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全民事务，也是全民
话题。它关乎万众，又为万众关
切，它必须办好，又绝不好办。也
是因此，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
教育者，抑或是教育领域种种改
革举措的设计者、推行者，所有
与教育沾边的人，往往都会承受
一些压力。这种压力可能来自万
众期许， 也可能来自同伴传导，

还可能来自社会情绪的浪潮式
传递。

但无论是来源何方、何种形
式的压力，人们的切身实践已经
反复证明：当教育规律得到尊重
时， 相关方的压力往往会轻一
些，即便有，也容易转化为动力。

而若漠视甚至背离教育规律，层
层传导、迅速扩散的压力，会导
向功利、带出焦虑。

尊重规律，是一切事务成功
的前提。 而尊重规律的前提，是
明白事务的基本“尺度”。谁的教
育 ？ 教育为谁 ？ 找到答案不
难———当然是“人”。

“让每一个学习者都能得到
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都能享有
人生出彩机会。”昨天召开的上
海市教育大会上， 说得最多的就
是这个“人”字。回溯这一周来
的几条教育新闻，也都能看到一
个“人”字———3月 18日，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再度重申教
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

上海两名思政课老师在会上发
言，都谈到了一个意思：立德树
人要让思想、理论“入脑入心”，

这不靠简单灌输，也不靠刻板说
教，就看能否用适宜的方法“春
风化人”，那也就要针对教育对
象的特点， 回应他们的诉求。3

月 20 日，上海的中小学晚托班
看护时间延长到了晚上 6 时。

这个细节调整背后的动因，不是
简单的行政指令，也不是什么市
场利益，终究还是家长和学生的
真实需求。

显然，无论大时代的思政教
育，还是小家庭的晚托班，背后
贯穿的，都是“人”的特点、“人”

的需求。这既是教育作为“大民
生”的“需求导向”，也是“教书育人”这四个字的本意
所在。教育是为了育人，那当然要“以人为本”，应当
以“人”为尺度，用人的需求、人的特点、人的个性，来
丈量教育领域的举措、 策略和办法。 这个道理不难
懂，也为很多教育工作者挂在嘴边。但真正始终不渝
地以“人”为尺度，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坊间热转过沪上语文教育名家黄玉峰的一篇演
讲。黄老师痛心于家庭教育中的“功利主义”，学校教育
中的“训练主义”，考试命题中的“专制主义”等等各种
“主义”，为中国的孩子痛诉其苦的题目，就叫《“人”是
怎么不见的？》。这样的控诉曾经收获共鸣无数，但凡读
者，都亲身体验或耳闻目睹过个中现象，明白本该得到
充分尊重和彰显的人之天性，是如何被刻板的教条、僵
化的制度或是滥用的“市场机制”甚至丛林法则所泯灭
的。当然，这份演讲距今已有若干年。这些年间，教育领
域的改革可谓努力，有识之士的行动也可谓有力，许多
改变和行动，其实都出于找回教育中曾经缺失的“人”，

找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颗教育初心。又当然，这些
努力和行动，还远远没到大功告成的时候。

今天针对教育问题进一步的改革、探索、优化或
补缺，需要着眼的，仍是“人”这个根本的尺度。“人”的
内涵是宽泛的，它既包括受教的对象，也包括施教的
主体。“老师”需要懂得“学生”的喜怒哀乐，而管理者
同样要知道“老师”们的真实心声。何况，教育还是一
个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相
应作出自己的贡献和调整。一切所要围绕的，就是育
人———尊重每一个人的天性、 发掘每一个人的特质、

让每一个人能够人尽其才，这应当是衡量教育成功与
否的标准。

而若明确了“人”这个尺度，很多手势和措施的调
整，会显得水到渠成。比如时代在变，人的需求和个性
也在变，“一刀切”或“满堂灌”都不再会是奏效的办
法，自然要求提供更多选择、创造更多可能。又如超高
的考分并不等同于健全的人格，升学率高下也不能简
单推导出办校的优劣，那么过去那些单一不变的指挥
棒，也要调整过来……说来说去，“一流城市孕育一流
教育，一流教育成就一流城市”，只要真正将“人”作为
教育的尺度，一流城市就一定会收获一流的人。

许翠、埃琳娜·莱姆泽、王莺、王航、杨扬、陈素琴、陈丽俐、翟学凡、夏圆圆、刘子枫共 10人，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
奖”。图为部分获奖者在领奖中。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天目路立交将“大变身”

两根匝道下周五启动拆除

本报讯 （记者 戚颖璞）记者昨天获悉，

陪伴上海市民 25年的天目路立交即将 “大
变身”。下周五，“大转盘”两根下匝道启动拆
除。改造期间，原需经过这两根匝道的车辆，

要从周边路网绕行。

即将拆除的两根匝道，分别是梅园路下
匝道（通往天目西路）和乌镇路下匝道（通往
海宁路），一条改造、一条不再恢复。

“这次天目路立交改造主要是实现北横
通道与南北高架的连接互通，同时缓解现存
的交通问题。” 北横通道工程投资方上海城
投公路相关负责人表示。也就是说，未来天
目路立交主要承担北横通道、 南北高架的
“交融”功能，而不是连接地面的功能。所以
在这次改造中，东西向的两条下匝道都会被
拆除。乌镇路下匝道拆除后，不再恢复下匝
道功能，而是向上接入北横通道主线。梅园
路下匝道由于连接天目西路，是通往上海火
车站的要道， 所以在拓宽路面后 “一拆为
二”，一部分恢复梅园路下匝道功能，一部分
向上接入北横通道主线。

这场“搭桥手术”不止拆两根下匝道，涉
及的工程比较复杂，包括新建一条主线（长
安路—热河路），长约 2.1公里；新建 2 条辅
道桥（东侧辅桥/西侧辅桥）；新建恒通路、梅
园路、恒丰路三条下匝道，天目路（南）、天目
路（北）、恒丰路三条上匝道；改建天目立交
（东）进口/出口、天目立交（西）进口/出口等
4条匝道。在所有“手术”完成后，天目路立交
将告别转盘流量过大、南北向高架车流和地
面车流主辅不分等问题，同时分流新客站南
广场交通，提高北广场的利用率。

宁波文博会在沪举行推介会
本报讯 （记者 陈抒怡）昨日，记者从中国（宁波）特色

文化产业博览会上海推介会上了解到，在宁波汤圆基础上
设计出的拟人化形象“宁波小知”已成为宁波文博会吉祥
物，今后它还将代表宁波人文精神。圆圆的汤圆是脑袋，流
出的馅料变为飘逸的头发，代表喜庆的红曲成了眉心一点
红……在上海推介会上，宁波文博会吉祥物“宁波小知”正
式亮相。

2019宁波文博会将于 4月 12日至 14日在宁波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 本届宁波文博会展览面积 4万平方米，计
划邀请中外专业客商 5万名，预计参观人次 30万以上。本
届宁波文博会共设“国际文创馆”“城市文创馆”“传统文化
现代生活融合馆”“文化保税贸易与艺术设计馆”“文化科
技金融融合馆”“文化宁波 2020主题馆”六大展馆，继续聚
焦“一带一路”国际文化贸易、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文化
智能数字科技等三大主题，通过展览交易、主题论坛、颁奖
活动、经贸对接等系列活动，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促进
国内外合作与交流。

本届宁波文博会还首次推出主宾国概念，以意大利为
主宾国，引入达芬奇系列展品：包括达芬奇数字艺术展、达
芬奇手稿模型展览及意大利国际设计双年展等。 展会期
间，还将举办多项会议论坛等活动，如故宫论坛第三季之
《故宫上新了》、数字文化产业高峰论坛、“甬上风华”非遗
汇展演等。

自 2016年以来，宁波文博会已举办三届，据不完全统
计， 宁波文博会三年共吸引 8.7 万名境内外专业客商参
展，参观人数达到了 71.5万余人次，现场成交额总计达到
12.55 亿元，签约总金额超 320亿元。

哥伦比亚波哥大市长访沪
本报讯 副市长许昆林昨天在市政府大

厦贵宾厅会见了哥伦比亚波哥大市市长恩
里克·佩尼亚罗萨一行。

天目路立交两根下匝道拆除示意图。

■本报记者 吴桐

昨晚，“白玉兰”尽情绽放。第 29届上
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在上海大剧院
揭晓并举行颁奖典礼。获得“主角奖”榜首
的是京剧演员许翠， 埃琳娜·莱姆泽、王
莺、王航、杨扬、陈素琴、陈丽俐、翟学凡、

夏圆圆、刘子枫分获“主角奖”。获得“配角
奖”榜首的是话剧演员李传缨，马明智、安
振吉、李晨涛、章金刚、曹红星、赵海涛、许
杰、王瑾分获“配角奖”。孙亚军、褚沣怡、

张莹、范祎琳、张君 5位演员获得“新人主
角奖”，张晶、叶婧、李迎、郭铸锋 4 人获
“新人配角奖”。此外，上海昆剧团《临川四
梦》剧组及秦腔表演艺术家李梅获组委会
特别奖。

81岁的刘子枫因为《生命行歌》摘得
“主角奖”，是本届“白玉兰戏剧奖”最年长
的获奖者。“我从艺 60年， 在获得的所有
奖项中， 这是第一个因话剧而获得的大
奖。为了陈阿公这个角色，我等了 20 年，

回归话剧舞台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颁奖
典礼上，刘子枫还唱起了陕北民歌《脚夫

调》。组委会特别奖获得者李梅，已经是三
度捧起“白玉兰”。她说：“‘白玉兰’是所有
戏剧人的梦想。今天第三次捧起‘白玉兰’，

内心更多的是敬畏之情。我们要扎根生活，

用心、用情、用力，为时代培根铸魂。”

现场，尚长荣、蔡正仁等著名表演艺
术家揭晓了各奖项并为获奖者颁奖。今
天，“白玉兰” 新晋得主将赴浦东川沙新
镇，进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演出。

明天，组委会特别奖获得者李梅还将在中
华艺术宫举行专题讲座《走近大美秦腔》。

在本届白玉兰奖获奖名单中，有京剧
演员许翠这样的名家名角，也有话剧演员
刘子枫这样的老戏骨，同时也不乏一些来
自地方剧团、稀有剧种的演员。今年是上
党梆子这一剧种首次获得“白玉兰”提名，

来自山西晋城上党梆子研习所的《太行娘
亲》就拿下了一个“主角奖”，一个“新人配
角奖”。“主角奖” 获得者陈素琴说：“感谢
‘白玉兰’，我们终于从太行山的沟沟壑壑
走到了上海的大码头。”

新昌县调腔保护传承发展中心的王
莺，凭借《闹九江》中的精彩表演获得“主

角奖”提名，这让她对新昌调腔这一稀有剧
种的传承有了更大的信心。

本届“白玉兰”将组委会特别奖颁给上海
昆剧团《临川四梦》剧组，正是看中其对中国
文化的国际传播作出的贡献。2016 年以来，

《临川四梦》不断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巡演
超过 60场。这部作品让国际戏剧界感受到中
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 为提升中华文化的
国际影响力作出了贡献。《临川四梦》 剧组代
表， 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在领奖台上说：

“过去一年，我们带着《临川四梦》自信徜徉在
世界舞台，赢得了各国观众的认可和尊重。我
们会继续奔跑，做一个有梦想的戏曲人。”

要拓展国际影响力，“白玉兰戏剧奖”不
仅要吸引更多有影响力的海外剧目和海外
演员，更要对标“托尼奖”等世界著名戏剧
奖，提升品牌标识度。这需要“白玉兰戏剧
奖”在立足上海的基础上放眼世界，从评审
系统起步，逐步形成对接国际优秀文化资源
的数据系统、交易系统、演出系统，让“白玉
兰”的芬芳从上海传向世界。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副市长
宗明出席颁奖典礼。

第 29届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揭晓，有名家名角老戏骨，也有稀有剧种演员

让“白玉兰”芬芳从上海传向世界

长三角：“你喝的水，我帮你守着 ”
协同守护“绿水青山”，已摸清四年大气污染“家底”，去年 41城 PM2.5浓度同比下降 10.2％

■本报记者 陈玺撼

往年 10月到 11月，是水葫芦大面积爆
发的风险期。不过，去年这段时间，水葫芦却
突然“哑火”。这背后，除了气候等客观因素，

主要得益于太湖流域上下游携手，加强并提
前布置了打捞、拦截水葫芦的力量。

在太浦河流域，比联防水葫芦更深层次
的协作正在进行着。

青浦区与“邻居”吴江区、嘉善县建立了
太浦河水资源保护省际协作机制，做到加强
联动、共同监测、预警预报、信息共享。

“你喝的水，我帮你守着！”长三角省市
间的这份深情厚谊，传为佳话。

如今，这一佳话正从水环境保护扩展到
更多的生态环境治理领域。

下游饮用水源，上游倾情呵护
原水供应规模占上海总量三成左右的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 地处太湖流域下游，在
来水水质、水量上相对“被动”，离不开上游
的援手。

2016年底， 随着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工
程正式通水，上海市、浙江省从太浦河取水
的规模和供水覆盖范围大幅扩大， 上下游
联手保障太浦河供水安全的必要性愈发突
出。

记者从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了解到，

2016年底至今，太浦河上游多次启动泵站向
下游供水，确保了下游水量的充沛，也通过
“稀释”， 将水中污染因子的隐患降到最低，

下游上海 5 区 670 万人的饮用水供应和安
全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饮用水保障只是开始，更多深度合作如
雨后春笋般铺陈开来。

去年 8月，环淀山湖战略协同区联席会
议在青浦区举行，青浦区、昆山市、吴江区、

嘉善县四地共同签订了 11 个专项合作协
议。会议还发布了《环淀山湖战略协同区青
昆吴善一体化对接事项清单（2018-2020）》，

剑指规划契合、设施汇合、产业耦合、功能聚
合、治理融合、环保联合的宏伟目标。

“绿水青山”为重，一系列环保联合举措
已先行一步。

去年 8月，青浦区、吴江区、嘉善县等单

位在青浦区金泽水库举办了长三角地区跨
界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演练，为迎接进博会打
下坚实基础。今年年初，青浦区、吴江区、嘉
善县环保部门齐聚青浦，签约建立适合三地
的一体化生态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据青浦区环保局透露， 一项针对青浦
区、吴江区、嘉善县三地的生态环境状况调
查正在进行，目的正是为以后制定区域性的
统一标准提供基础数据。

雾霾“风吹草动”，区域联合监测
长三角在环境领域的休戚与共，其实可

以追溯到 2013年年底那场持久的 “雾霾围
城”。在 10 天左右的时间内，一个污染气团
仿佛一块粘在长三角地区上空的抹布，移去
飘来，不曾离开，也不曾清洗，越抹越脏。

彼时， 长三角的有识之士幡然醒悟：雾
霾绝非“各扫门前雪”就可破解，区域性大气
污染下，长三角各城市已是一荣俱荣、一损
俱损了！

及时预判污染， 才能打有准备之仗，于
是，全力建设提升污染监测能力被迅速提上
日程。

2013年，环保部将“长三角区域空气质

量预测预报中心” 设在上海市环境监测中
心，为长三角各省市提供区域性预测预报服
务，为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提供重要
技术支撑。

自建成以来， 区域中心已开展近 50次
区域可视化预报会商， 成功为 2014年江苏
南京青奥会、上海国际马拉松等重大赛事和
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确保大气污染监测数据的客观全面，设
在一线的“鼻子”必须又多又灵敏。长三角为
此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据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大气室副主任
王茜介绍，截至目前，上海、江苏、安徽、浙江
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国控点、省（市）控点总
量达到 400 多个，雾霾稍有风吹草动，数据
便第一时间汇总到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
测预报中心。

去年年底，长三角区域的空气质量预报
水平又迈上一个台阶。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
预测预报系统平台完成建设， 实现了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未来 5 天空气质量
指数的精确预报及未来 7 天污染潜势的预
报，为进博会空气质量监测预报保障提供了
重要的技术支撑。

摸清四年“家底”，治污对症下药
知道雾霾何时来， 更要知道其为何而来，

方能对症下药，从源头遏制污染。

近年来，长三角区域陆续出台了落实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大气污染深化治
理方案，以及高污染车辆和船舶联防联控专项
方案。这些“治霾之道”的出炉，设在上海市环
科院的“国家环境保护城市大气复合污染成因
与防治重点实验室”功不可没。

“简单来说，我们找到了各类大气污染源，

摸清了它们排放的污染物，以及排放污染的时
间和污染物的量，并做了一个‘排行榜’。”上海
市环科院大气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王红丽表示，

“熟读”这份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长三角各地
就能清楚自己区域的污染“家底”，并研判这些
污染源的轻重缓急，量身定制治理方案。

以此为基础，该实验室研究提出的“加强
长三角区域臭氧协同治理的对策建议”“开展
长三角多城市大气污染协同控制的建议”等建
言均被长三角地区采纳并付诸实施。

知霾为何而来， 治霾效率大幅提升。从
2013年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成
立，到 2017年国家验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成果，沪苏浙 25座城市 PM2.5平均浓度下
降了 34.3％，超额完成国家“下降 20％”的要
求。去年，沪苏浙皖 41座城市再接再厉，PM2.5

浓度同比又下降 10.2％，降至 44微克/立方米。

成绩背后，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形势依然
严峻， 尤其是秋冬季区域性重污染仍时有发
生、臭氧污染加剧、空气质量改善效果仍不稳
固。为此，重点实验室在去年获科技部立项，启
动了《长三角 PM2.5和臭氧协同防控策略与技
术集成示范》重大项目，深入研究区域 PM2.5

和臭氧的协同防控机制。

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环境污
染治理的深入，长三角区域的污染源情况也在
不断变化。

“我们已经摸清了 2014年到 2017年的大
气污染源排放清单， 正在攻关 2018年的。”王
红丽坦言，一些大的污染源的治理基本上都完
成了，每个省市的减排潜力已经不像原来那么
大，这种情况下，前路在何方？仍需要长三角区
域的科研机构一起携手努力，为区域协同治理
照亮前路。

长三角发布气象预警速度提前10分钟
本报讯 （记者 戚颖璞）昨天，记者从

“2019 世界气象日暨长三角气象联动保
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长三角区域气象
部门从去年起进行天气雷达同步观测，发
布气象预警速度提前 10分钟。

以前，长三角天气雷达观测是相互独
立的。各省市气象部门收集数据后，先传
输给中国气象局，再由中国气象局向人们
播报。不仅在时间上有滞后，而且由于各
省市扫描时间不同，雷达拼图效果不佳。

上海市气象局副局长冯磊介绍， 在长
三角区域天气雷达实现数据共享、 同步采
集、 实时传输后， 雷达拼图时间从之前的
18分钟左右， 提前到 3分钟至 8分钟。预
报员提前 10分钟掌握雷达实时状况，就能

及时作出预报和预警， 满足灾害天气短临
预报需求。

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长三角区域环境气象一体化同步
加快推进。冯磊表示，长三角区域环境气
象一体化业务平台已于去年建成， 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环境气象部门
可共享各类相关资源数据，联合分析污染
物输送通道。

上海气象部门透露，接下来将继续完
善长三角区域气象集约、协作、互通的工
作机制，发展环境气象格点预报技术和中
长期预测技术。今年还将建立长三角旅游
气象服务中心，推出长三角区域全天候的
气象“荐游”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