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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和国奥遭遇冰火两重
天。“菜鸟”主帅卡纳瓦罗执教的
中国国家队，近期在中国杯两战
皆败排名垫底，极可能失去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种子资
格；“神奇” 教练希丁克率领的
中国国奥队，26日惊险逼平马
来西亚队， 获得2020东京奥运
会资格赛第二阶段机会。

国足低迷表现中唯一的亮
点是上港门将颜骏凌的神勇；

国奥则依靠申花年轻后卫蒋圣
龙的头球绝平， 保留进军奥运
的可能性。 这两人除了都是上
海培养，还有一个共同标签：崇
明岛根宝足球基地制造。

南派本土人才几近枯竭
数据表明，国足最新名单

招入 23名国脚，其中 5人由根
宝基地输送：颜骏凌、傅欢、吕
文君、张琳芃和姜至鹏。国足阵
中实力最出色的武磊， 留在西
班牙备战西甲未入选。 再看希
丁克执教的中国国奥队， 对阵
马来西亚的 11 人首发中有 4

将是根宝制造： 打入绝杀球的
蒋圣龙、后卫朱辰杰、前锋胡靖
航和门将陈威。算上武磊，国足
阵中根宝出品国脚占据 26%，国奥首发崇明制
造占据 36%———这家属于草根的青训俱乐部，

竟能贡献如此高的国脚输送率，令人惊叹。

在为根宝基地超高成材率点赞时，球迷们
其实也有担心：这背后是不是其他一些俱乐部
青训不给力的反映？

曾经，中国足球有北派、海派和南派几种风
格，各自人才辈出。来自大连、沈阳的北派足球
孔武有力、韧劲十足，代表人如马林、郝海东等；

来自广东的南派足球技术细腻、推崇配合，代表
人如容志行、吴群立等；兼容南北特点的海派足
球海纳百川、意识突出，代表人如方纫秋、徐根
宝等。 从 1994年中国启动足球职业化改革至
今，北派、海派加上山东、湖北等地区，依旧保持
着不错的本土人才输送， 唯独南派足球本土人
才几近枯竭。这种断层，折射出以“根宝制造”为
代表的海派足球重视青训战略的对路。

职业联赛前，徐根宝带教的范志毅、郝海
东、彭伟国等中国国奥队队员，是过去 20年实
力最强的一批，他回到申花带教出谢晖、祁宏、

吴承瑛等， 为国足晋级 2002韩日世界杯立下
汗马功劳。此后，由徐根宝私人投资的上海有
线 02俱乐部，陆续培养出杜威、吉祥兄弟、于
涛等国脚。2000年徐根宝前往崇明十年磨剑，

培养出四个年龄段人才：以武磊、颜骏凌、张琳
芃为代表的 1989—1991年龄段， 以傅欢为代
表的 1993年龄段， 以胡靖航为代表的 1997—

1998 年龄段， 以蒋圣龙、 朱辰杰为代表的
1999—2000年龄段。

申城足球青训进入良性循环
徐根宝是沪上足球青训的金字招牌，但上

海青训并不只有根宝一家。上海早就在全市建
有 10个精英培训基地， 给予最高每年 500万
元最低 50万元的引导补贴资金， 调动社会机
构的积极性。 上海幸运星十年耕耘后开始收
获，国奥队主力右后卫李申圆、替补雷文杰就
是他们输送；孙吉在退役后创办的冠博青训也
小有收获， 俱乐部一支梯队已被中超上港收
购，开始进入申城足球青训良性大循环。

即便如此，根宝制造的国脚高输送率和高
成材率，依旧有着硬币两面。一方面，接连不断
的国脚涌现，证明根宝模式十分成功；另一方
面，如此高成材率的背后，恰恰也表明整个中
超青训力量薄弱。根宝模式的成功，是专业人
做专业事的胜利，这样的胜利是否表明整个中
国足球青训不够专业呢？青训是所有中国俱乐
部、各省市和社会机构共同的事业，中国足协
需要完善顶层设计，融合校园足球，真正打造
有体系的大青训。

很多善良的球迷有这样的梦想：中国如果
有 10个徐根宝、10个崇明岛，中国国家队就有
希望了！只是，我们在尊重这位足球老人无私付
出的同时，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根宝模式可能
不一定能完全复制，但根宝精神可以学习借鉴，

中国足球需要学习根宝的专业主义、 耐得住寂
寞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其实，足球最后是青年才
俊群体能力的比拼， 抓好青训是每个中国足球
人的分内事，众人拾柴，火焰才能高。

健康素养提升但仍有常识欠缺：

一半市民不知大豆食品益处
本报讯 （记者 顾泳）昨天召开的第 29届

上海市“健康教育周”闭幕式传出消息:去年上
海市民总体健康素养水平为 28.38%? 较 2017

年绝对值增长 3.02个百分点?继续保持稳步上
升态势?但在慢性病防治、基本医疗和传染病
预防等方面?上海市民仍有常识欠缺。

上海从 2008年起?连续 11年开展健康素
养监测。2018年? 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技术
支持、各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实施?上海
在全市 16个区开展市民健康素养监测? 共监
测调查 32167人。

监测数据显示：慢性病防治方面?超过一
半的市民不了解吃大豆食品对身体健康、心血
管疾病有好处? 豆类可增加优质蛋白摄入量?

防止过多消费肉类带来的不良影响；超过 40%

的市民不知道运动对健康的好处?包括保持合
适体重、预防慢性病、减轻心理压力、改善睡眠
等；超过一半的市民不了解高血压患者定期自
测血压的意义。

在基本医疗方面? 超过 3/4的市民不知道
肝脏是有解毒功能、能分泌胆汁的人体重要消
化器官；近 60%的市民不知道“OTC”标识为非
处方药?不用医生开处方就可购买；超过一半
的市民不知道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在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且可以免费享受。

而预防传染病方面?超过六成的市民不能
正确应对自身咳嗽、打喷嚏的情况?不了解应
使用手帕、纸巾或胳膊肘弯处捂住口鼻；超过
四成的市民不知道国家免费提供抗结核药物
治疗肺结核病人。不过?有 88.7%的市民知道
儿童在发烧时不能打疫苗。

此外?超过 50%的市民不知道母乳喂养能
让婴儿少生病；超过 30%的市民不知道缺碘会
影响智力和生长发育；超过 50%的市民不知道
选购包装食品时要注意包装袋上生产日期、保
质期、 营养成分表和生产厂家等信息。 另有
86.9%的市民知道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另悉?《上海公民健康素养核心信息 72条》

（“上海健康素养 72条”）已发布。

首次将森林、建筑、自然、城市、水系、人文与艺术融为一体

奉贤九棵树艺术中心9月底亮相
■本报记者 诸葛漪

记者昨天获悉? 位于奉贤区航南公路、金
海路附近的沪上首座森林剧场九棵树未来艺
术中心整体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计划今年
8月底前交付及试运营?9月底亮相。作为“南上
海艺术名片”的标志性工程?九棵树未来艺术
中心不同于沪上其他大型综合性剧场? 首次
将森林、建筑、自然、城市、水系、人文与艺术
等概念融为一体?独具新意的森林剧场、水岸
剧场将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观赏体验。

森林里看剧，水岸边嬉戏
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选址奉浦大道以

南、望园路以东、金海公路以西的中央生态
林地内?用地面积 12万平方米?借助周围森
林环拱?形成一个与自然对话、与水绿交融
的“森林剧院”。

剧院主体建筑俯瞰宛若一颗萌芽的种
子。靠近森林的一面墙采用全玻璃材质?可满
足观众的赏景需求? 白天阳光可以透过玻璃
上不规则的彩釉图案? 在剧院里投射出不同
的光影?而在夜晚?玻璃幕墙又可以透出室内
灯光?显得熠熠生辉。建筑中间的景观平台上
方?布置了一张层层叠叠的钢结构“绿网”?夏
日阳光直射下来?如同斑驳的树影效果?行走
其间好似漫步于树荫之下? 未来这里也将成
为一个半开放的艺术交流广场。

艺术中心拥有三个室内场馆?一个水岸
剧场?一个森林剧场?贯通室内外。室内剧场
主要包括 1200 座主剧场、500 座多功能剧
场、300座主题剧场、 艺术展览及创作中心

等?能满足歌剧、舞剧、话剧、戏曲、交响乐、

综艺演出。其中 500座的多功能剧场采用开
放式布局? 舞台和座位席可以随意变换?而
300座半开放式剧场? 背后就能看到森林和
水系?让观演与自然景色融为一体。

据剧院运营方华人梦想透露?未来他们
将以四季为主题?策划不同类型的户外演出
内容?以此打破大部分剧场“晚上演出、白天
关门”的运营模式?让观众体验到森林里看
剧、水岸边嬉戏的互动观演乐趣。

优化交通线路，扮靓文化客厅
奉贤是上海自然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

之一?空气质量常年保持全市最优?绿色生
态一直是它吸引游客的亮点。在上海文创 50

条公布之后?奉贤正加快城市文化空间多样性
的布局?以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为核心打造的
“南上海文化客厅”规划尤为瞩目。

为配合“九棵树”开门迎客?奉贤积极对接
全市交通资源。轨道交通 5号线南延伸段年内
试运行?这条轨交线也将成为贯穿浦江南北两
岸的一条通勤线。此外?连接奉贤、闵行、浦东
新区的 BRT去年 6月已开始运行?高架、地铁
和 BRT相继开通。

当上海地铁 5号线通车之后?从望园路站
向北就能到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 除了 “外
联”? 奉贤正进一步打造剧场周边的公交站点
最优服务半径。九棵树艺术中心属于南桥新城
的重点规划区域? 南桥新城的二期建设规划
中?度假酒店、餐饮服务等都在规划中。

解放调查

今日看点建筑宛若萌芽的种子，形成水绿交融的“森林剧院”

4月1日起中小学和幼儿园将施行学校负责人陪餐制，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集中用餐中存在的问题

校长陪学生用餐，如何不流于形式
■本报记者 许沁

近日?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
健委联合印发《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
规定》?该规定明确：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
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应由学校相关负责
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做好陪餐记录?及时发现
和解决集中用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规定》从
4月 1日起施行。

对于本已忙碌的学校负责人来说?如何确
保“陪餐”真正落实？到底应该陪什么、怎么陪
才能让陪餐不流于形式？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助菜肴口味不断改进
中午 11时 40分? 装在保温箱里的近 40

客盒饭被送到长宁区天一小学三（1）班教室门
口。下课铃响起?孩子们自己动手铺好餐垫?排
队取餐。班主任孙旻意帮助小朋友盛汤。当天
午餐有 A、B两种套餐?A餐和 B餐都包含鱼香
肉丝、培根西兰花、葱油菠菜、奶黄包、米饭和
酸辣汤? 不同的是?A餐中提供的另一个荤菜
是椒盐大虾?B餐配餐时考虑到海虾属于高敏
食物?因此换成了南乳小肉。王俪颖小朋友拿
到了 B餐?同班的小刘拿到 A餐。“小刘对海鲜
过敏?不能吃虾。”孙老师提示?王俪颖主动和
小刘调换了套餐? 然后小伙伴愉悦地用起餐。

孙老师也和全班小朋友一起用餐?一边还告诉
孩子们“我们要发扬小蚂蚁精神?知勤俭?珍惜
粮食?争做‘光盘族’。”吃完后?孩子们自己收
拾餐盘?对垃圾进行分类。

“每天午餐时间?我都会到教室帮助小朋
友们分汤。 每周确保至少一次进教室陪餐。”孙
老师告诉记者。在天一小学?老师与学生共进午
餐的制度早在 2017年 3月起就开始施行。“陪
餐”源于学校每年进行的家长满意度调查。调查

显示?家长们对午餐问题关注度较高。此后?校
长成为常与学生共进午餐的人。陪餐一年后?学
校从每天供应一种套餐改为每天两种可供选择
的套餐。长宁区教育局局长也加入到陪餐中。通
过陪餐?不少菜肴的口味得到改进：原来的酸辣
汤口味偏重了?现在的酸辣程度减轻了些?口味
更清淡鲜美；鱼香肉丝往往是拌着饭吃?原来确
实有点偏咸了?现在口味得到调整；为了让孩子
吃饱吃得更营养?每餐米饭适度减量?另外搭配
小块披萨、汉堡或粗粮。对于这顿 15元的午餐?

学校和配餐公司动足脑筋翻花样。

如今? 学校后勤主任每天负责巡查食堂?

卫生老师监管食材烹饪过程?学校行政人员每
学期至少参与两次陪餐。“从放心食堂到加强
监督?从文明就餐到劳动教育?整体构成了长
宁‘食育工程’。学校还打算安排妈妈们也进教
室陪餐。” 天一小学校长吕华琼说。 家长们感
慨： 孩子每天回家都会说学校午餐很好吃。吃
着这顿?盼着下顿?家里的饭菜要失宠了。

在闵行区虹桥中心小学?最近也已提前试
运行陪餐。每天凌晨 4、5 时?食堂工作人员到

岗?9时开始烹饪?10时分餐?11时
派送。为确保学生拿到的都是热饭
热菜?食堂工作人员将盒饭装在隔
热保温箱里送进教室。每个班级都
有正、副班主任?他们轮流进教室
陪餐。学校行政领导每天检查教室
里学生用餐和教师陪餐情况。校长
唐晓安发现? 孩子们喜欢吃蛋炒
饭、海鲜饭?于是?午餐中就增加了
这些受青睐的品种。 不久以后?学
校 10位行政领导还将试行按单双
周轮流进班级陪餐。

陪餐中如何补短板
孩子在学校里的这顿午餐吃

什么、能否吃饱、营养够不够、味道
好不好?都牵动着家长的心。怎样补上学生午
餐里的短板？

西延安中学校长黄红有个习惯：只要一有
时间?她就进教室听课?上午第四节课结束后?

她总是让食堂管理员随机多放一份盒饭到任意
一个教室? 作为校长与学生共进午餐的随机抽
查。陪学生用餐?黄红还有个秘密武器———自带
一把电子秤。 她将盒饭里菜量最少的那个品种
放入碗中称分量?拍摄照片并做记录?发给食堂
管理员? 判断当天盒饭是否达标。“初中生是长
个子的关键期?要确保吃饱吃好?午餐不能短斤
少两。”黄红说。陪餐中?她还发现不少学生的个
性化需求。有的学生得了甲状腺疾病?食堂就专
门为学生采用无碘盐烹饪； 还有学生从来不吃
肉类?于是学校为这位学生提供的午餐以鱼虾、

鸡蛋或豆腐为主?确保蛋白质摄入。

“我的青菜里有条小青虫?汤里的黑点不知
道是什么东西……” 小朋友用餐时发现了这些
“小意外”?虽然可能只是偶发现象?但虹桥中心
小学早有不成文的规定：及时报告陪餐老师?用
手机拍摄?以照为证?督促食堂加强蔬菜清洗。

天一小学校长吕华琼还接到过家长反映
午餐喝的汤里都是小虫子。原来孩子不认识银
鱼羹里的银鱼?以为银鱼里的一点点黑色都是
小虫子?于是?校园午间广播就增加了银鱼的
营养教育。

学校食堂须确保源头安全
在日本等一些国家?中小学也建有校长陪

餐制度。学校负责人认真监督食堂?和学生一起
吃完全一样的饭菜?并做真实记录。根据发现的
问题?追究食堂经营方的责任。学校也会不定期
邀请家长进学校?与学生共进午餐。在延安初级
中学校长许军看来?加强午餐安全?让孩子们吃
得更美味、可口、有营养?陪餐不是唯一的办法?

也不能流于形式。要从加强食堂安全源头监管、

食材烹饪过程监督以及家委会的家校合力等多
方面介入?尽快建立完整又长效的机制。

在延安初级中学?校级家委会正、副主任
有 7人。这 7 人有个“特权”：只要戴上校方认
可的“通行证”?就可随时进入校园?对课堂、食
堂进行飞行检查；周一肉糜蒸蛋、黑椒鸡块、西
葫芦肉片；周二香炸鱼排、盐焗鸡腿排、芹菜干
丝肉丝……虹桥中心小学各班家委会微信群
每周五都会提前公布第二周的午餐菜谱?方便
家长及时了解。家长还可申请走进食堂?查看
原材料是否新鲜?糖、盐、酱油等调味品是否在
保质期内?清洗、切配、烹饪流程是否规范等。

治理学校食堂质量问题? 比陪餐更重要的
是确保源头安全。在狠抓透明食堂建设的同时?

须加强外部监督?真正做到“明厨亮灶”?保证食
堂供餐安全和卫生。此外?还离不开家校合力。市
教科院普教所副所长李伟涛说?陪餐作为一项制
度安排?有助于确保午餐安全?但更关键还在于
学校建立健全机制? 通过多种方式听取家长、学
生对午餐以及用餐环境的意见? 不断补短板?这
样才能真正为学生提供安全、营养、可口的午餐
和温馨舒适的用餐环境?提升午餐满意度。

第一批十家影院加盟，戏剧电影展举办

全国首个戏剧电影院线在沪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李君娜）昨天是世界戏剧日?上
海启动戏剧电影院线?这也是全国首个戏剧电影院线。

近年来?国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愈加重
视? 对戏曲电影的投入也加大力度。2012年?“京剧
电影工程”项目全面启动。2013年?由滕俊杰执导?

尚长荣、史依弘主演的 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
姬》?将京剧艺术与 3D视觉特效及全球先进的全景
声技术完美结合?获世界 3D电影最高奖“金·卢米
埃尔奖”。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从 2008年开
始陆续参与 《廉吏于成龙》《霸王别姬》《曹操与杨
修》和《贞观盛事》四部京剧电影的拍摄。他表示：

“作为戏曲人?应当不辱使命?探索、挖掘、尝试更多
未知的领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银幕佳作。”

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将自 4月起成立全国第一条
戏剧电影院线。戏剧电影院线采用影院自主报名、优
选加盟的方式? 第一批确定十家影院进行戏剧电影
的长线放映?观众可就近观看?大大提升了观影自主
性。同时?上海艺术电影联盟还将不定期举办艺术电
影主题活动?充分调动现有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资源?共同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即日起至 4月 26日举办为
期一个月的戏剧电影展。影展将在开幕影院大光明
电影院及加盟的十家影院展映十一部戏剧电影?这
十一部电影涵盖不同戏曲剧种?也折射出戏曲和戏
剧表演艺术的发展演变。开幕影片选择的是经典越
剧电影《红楼梦》?93岁的王文娟特意为本次开幕放
映录制了祝贺视频。

上外附中一项社会实践聚焦海派手工艺品的传承和推广

用Rap把“小白楼”艺术传出去
■本报记者 龚洁芸

近日?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迎
来一群远方的客人———来自美国柯尔沃学院
的交流学生? 他们和上外附中的初三学生一
起?跟着两位工艺美术大师学面塑、试绒绣?

饶有兴致地体验了一堂别开生面的中国传统
文化课。目睹两位大师精湛的手艺?美国学生
们“太漂亮了”“简直太神奇了”的惊叹声?此起
彼伏。

这是上外附中初三年级“乐承士”社会实
践项目的一次展示。此前?学生们已经做了半
年多的调查研究。

一次“打卡”后的思索
前阵子?一个在社交媒体走红的上海新地

标引起上外附中学生们的注意：坐落在汾阳路
的法式白色建筑始建于 1905年? 如今是上海
工艺美术博物馆和研究所。它曾是法租界公董
局董事的官邸。寒假里?学生们组队走访这个
网红地标?“走进这座‘小白宫’?才发现里面别
有洞天。” 学生叶沛轩说?“当我们为上海工艺
美术博物馆里精致的展品感叹时?也开始思考
一个问题：‘小白宫’ 因为外形和历史走红了?

为何里面那些传统手工艺品却乏人问津？”当
他们看到房间的一角?“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婆
婆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做着手工艺品”的时
候?一项有关研究和推广海派文化的社会实践
课题?在这群初中生中开始萌芽。

在初三年级组长王晓红的指导下?这个题
目成为上外附中初三年级的社会实践课题。学
生们根据绒绣、面塑等不同的工艺品类别组成
不同的研究小组?一次次前往“小白宫”采访工
艺大师?不断翻阅资料?列出了大大小小近 20

个专业方面的问题。“以前?我对这些工艺美术
品的理解很粗浅?当深入学习之后?才发现上
海的面塑与北方相比有自己的地域特色?比如
上海的面塑人物在几十年前就已率先 ‘站’起
来了。” 学生奚宇曈说?“又比如绒绣的绣线有
上千种颜色?一整幅绒绣作品用线居然没有一
根颜色是重复的。”

这项社会实践课远不止研究和调查这么
简单。“如何将上海这些文化瑰宝有效地在国内
外推广？”这是王晓红给学生们提出的第二个问
题。孩子们立马想到了各种方法：要让年轻人?

还有外国友人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在说教之外?

表现形式非常重要。 他们各自组队成立 “工作
组”：叶沛轩是初三年级有名的“诗人”?他将老

师创作的关于“小白宫”历
史和工艺美术传承的英文
诗?改编成 Rap版（说唱）

诗歌? 他的同伴刘禺铠紧
接着为这首诗谱了曲?学
生杨博文激情演唱? 于是
一首有关上海海派工艺美
术推广的说唱“小白楼”出
炉了。 听到这段有趣的说
唱? 远道而来的美国学生
们也跟着一起应和?场面十分热烈。

一座连接中西的桥梁
说唱之外?学生们还自编自导了一个发生

在美国的有关面塑的情景剧和一段与砚刻相
关的相声。情景剧和相声的雏形?都来自于他
们深入采访工艺大师后获取的动人故事。

情景剧讲述的是一段关于“桥”的历史：在
美国举行的面塑展上?一位美国观众请在场的
上海面塑大师帮忙修缮自己的爷爷在上世纪
80年代从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带回美国的一
个作品。面塑大师在细心修缮之后?还特意捏
了一座桥?将作品安在上面。“一座跨越岁月的
桥梁、一种超越国界的艺术……”情景剧结束?

一段文字呈现。 负责情景剧编剧的杨子煜说：

“我希望我们也能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和桥
梁?将上海的海派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去。”

接下来?上外附中学生将走访从“小白宫”

走出去的众多工艺大师? 之后还会开启第二季
海派文化社会实践活动。

王晓红介绍? 上外附中的
学生每年都有非常多的机
会进行国际交流。 从这项
社会实践中衍生出来的说
唱、情景剧和相声?都将作
为成果拍摄成纪录片?随
着学生们的交流和出访?

输出到世界更多地方。

天一小学校长与孩子们共进午餐。 （资料）

绒绣大师对交流学生进行指导。 王清彬 摄

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效果图。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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