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风难挡升温步伐，申城已经提前入夏
本报讯（记者 戚颖璞）伴随大气环流调

整，上海本周告别阴雨，迎接晴好天气。在阳
光助力下，申城升温迅速，上海市气象局昨
天宣布，本市 19日已入夏。

本周一，上海迎来难得大风天气，偏北
风 4级至 5级阵风 6级，上海中心气象台发
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但大风难挡升温步
伐， 当天中心城区最高温仍达到 25.5℃。昨
天，随着风力逐步趋缓，中心城区（徐家汇

站）最高气温爬升至 28.5℃，最低气温也有
17.6℃。路上行人纷纷换上夏装。

根据气象学入夏标准，立夏之后，连续
5天日均气温超过 22℃即为入夏，其首日为
入夏日。气象专家表示，自 5 月 19 日至昨
天，申城已连续 3 天日均气温超过 22℃，按
照目前的气温走势， 未来两天气温满足入
夏标准。因此，可以判定 5 月 19 日为入夏
日。历史数据显示，上海常年平均入夏时间

是在 5月底、6月初。相比常年，今年夏天提前
“敲门”。

入夏的上海难挡“热情”，阳光依旧不离
不弃。今天起三天内，上海气温将继续攀升，

明后两天最高温度可达 33℃， 预计刷新今年
以来的气温最高值。晴热、干燥将成为未来两
天的天气关键词。不过，在冷暖空气共同影响
下，本周末雨水将来袭，气温随之回落到 30℃

以内。

今日看点“嘴跟不上脑子，手也跟不上脑子”，偏偏学习热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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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烨

“最近有哪些养老
新政策 ？” “社区为老服
务资源有哪些 ？” “老年
人福利项目如何申请？”

今后，通过静安区天目西
路街道为老人打造的“添
睦宝” 智能养老顾问平
台，可以很快找到这些问
题的答案。在家人与社区
养老顾问的帮助下，老人
还可在线预约价格实惠
的洗澡、送餐、助医等为
老服务项目， 坐等平台
派单上门。

提供十类服务
天目西路街道老龄

人群占比达 36%。 近年
来，街道在持续提高为老
服务质量的同时，一直在
思考如何“精准化”。在大
调研、大走访中，街道发
现社区老年人的需求多
种多样， 有文娱康乐活
动、 家庭医护上门服务、

法律咨询、助餐和送餐服
务等。与此同时，养老政
策体系庞杂，好的服务项
目有时面临 “拉不到人”

的窘境，送不到真正有需
要的老人身边。2017年年
底，街道启动“添睦宝”项
目，探索精准化智慧养老
模式。

最新上线的 “添睦
宝”平台，包括电脑网页
和手机微信两个入口，提
供服务信息咨询和服务
预定两大板块。前者对接
市区两级为老服务平台，

及时发布、 更新政策信
息；后者有个不断扩充的
数据库，汇总为老服务资

源。记者点开“添睦宝”，发现这里可为老人提
供生活护理、助餐服务、助浴服务、助洁服务、

助行服务、助医服务、助乐服务、代办服务、相
谈服务、健康管理十个服务类型，每个类型包
括由不同社会资源提供的服务项目。目前平台
已上线 “便民快捷车”“移动餐车”“‘被遗忘的
时光’ 失智失能困难老人关爱与康复服务”等
12个为老服务项目，均为高人气项目。

据统计，去年“移动餐车”项目为老人送餐
累计达 1.76万人次，解决了社区近百位老年人
用餐难的问题；“便民快捷车”项目开展社区巡
回服务 226次，累计服务 1.52万人次。

这些服务面向辖区内老人开出的价格普
遍低于市场价。对社区高龄独居、有特殊困难
的老人，街道还将推出“添睦敬老卡”，由政府
财政托底“埋单”支付服务费。未来，这一托底
人群范围会逐渐扩大，让更多有需求却没有经
济能力的老人也能享受到专业服务。

将老人评价作为考核依据
“添睦宝”平台已吸纳了天目西社区敬老

院、天目西路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乐龄家
园助老服务站、12个老年活动室等养老机构及
社区托养点的资源，还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社区生活服务中心等四处公共服务机构以及
两处提供居家上门服务的社区资源。 街道对
这些社会资源提供的服务进行考核与监管。

老人下单后，“添睦宝” 后台工作人员会派单
给相应机构上门，服务进度有“待处理”“已接
单”“已取消”和“已完成”四种状态，街道工作
人员和老人都可实时查询办理进度； 服务完
成，老人可打分评价，街道也会电话回访。老人
的评分是街道考核服务提供机构和社会组织
的重要依据。

目前，使用者可从“智慧天目”微信公众
号的“办事大厅”进入“添睦宝”栏目，或直接
进入“添睦宝”网页，只需简单点选相应问题，

就能得到与之相匹配的资源及政策， 再根据
提示输入姓名、电话、居住地址、需求等基本
内容，即可下单。考虑到很多高龄老人可能不
会使用网上平台，系统设置也准许家属、街道
线下社区养老顾问和社区为老服务工作人员
帮忙操作。

街道负责人介绍，“添睦宝”进一步盘活街
道‘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的资源，是天目西
路街道成为上海首批社区养老顾问试点后在
智慧养老模式上的一项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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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海华

只需 1元钱，上海交通大
学学生在创业时，即使手头没
有成熟项目，也可通过“专利
直通车” 免费使用学校专利 3

年。前天，《上海交大科技成果
转化蓝皮书》（征求意见稿）首
次发布。

“科技成果要作价入股，

我们有一个 1千万的门槛。如
果不到 1千万，还可以走专利
直通车和完成人实施等途
径。” 上海交大产研院院长刘
燕刚介绍，现有的各项成果转
化办法是一个个独立的“环”，

如何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

将其形成“链”，充分释放科研
人员和学生的创新创业积极
性，学校摸索出了可复制和推
广的“交大模式”。

对成熟技术
采取专利作价入股
还记得云南洱海那些美

丽的湖泊吗？ 上海交大教授
孔海南带领团队多年攻关，

掌握了湖泊生态修复、 河道
治理等多项关键核心技术，

并在云南洱海的湖泊进行了
成功实践。

对于这项成熟技术，上海
交大采用了“专利作价入股”，

由成果完成人享有主要收益
的转化模式。 学校专门成立
“科技成果投资决策委员会”，

以加强科技成果折价入股的
科学性。

上海交大与中信集团旗
下中国水环境集团，2016 年
共同成立上谷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 1 亿元，学校
以数项专利技术以及湖泊生
态修复、 河道综合治理成套
专有技术等作价入股。

如今，这一校企合资公司
市值已达 10亿元， 并在多个
湖泊修复和河道治理工程中
应用了这项技术。

对颠覆性技术
尝试“研究院+公司双核运作”

就在这个月，由上海交大与淮北市政府、社会
资本合作成立的陶铝新材料公司， 已生产 30万只
由新型铝基复合材料制成的活塞。这种活塞相比目
前广泛使用的铝锂合金，质量轻了 40%，密封性和
弹性更好，强度也更高。如果应用于汽车发动机，不
仅更省油，排放物也无需特殊处理。

全球多个著名电子设备公司都致力于寻求新
型铝基复合材料，以提高设备关键零部件的刚度、

减振性及其可加工性能。 上海交大教授王浩伟研
究开发了“原位自生铝基复合材料”，这种新型材
料的工业化生产可带动汽车、航空、航天、电子的
技术进步及其快速发展， 因此构建规模化产业基
地具有广阔的商业化前景。 考虑到这是一个颠覆
性技术，上海交大探索了“研究院+公司双核运作”

体系，由学校继续完成关键材料的基础研究工作，

公司则负责工程化研究。如今，这项成果应用已经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一个千亿元规模的产业
也指日可待。

对有潜力技术
探索“共有产权+期权回报”

近年来，深度学习技术极大地提升了语音识别
的效率，但在复杂环境中仍达不到百分之百的准确
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思必驰首席科学家俞凯团
队研发的语音识别自适应技术，可以随着说话人口
音和噪声环境的变化，自动选择最合适的模型进行
识别，显著提升了准确率。

针对这一技术，上海交大探索了“共有产权+

期权回报”转化模式。“让企业在资本市场自由操
作。”

据介绍， 学校与苏州思必驰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双方共有知识产权，授权企业独占实施，企业向
学校支付使用费， 若企业拟在境内外证券市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 学校可享有现金收益权或股份
收益权。学校选择1%的思必驰股权权益价值作为
购买对价。如今，短短几年时间，公司已经有了80

亿到100亿元的市值，并成为阿里人工智能语音产
品的入口技术。

本市多方面开展饮用水水质检测

水质抽检合格率超95%
本报讯（记者 黄杨子）记者昨天从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监督所 “2019年上海市饮用水卫生宣传周”

上获悉，去年以来，本市饮用水卫生监督合格率和
水质抽检合格率都在 95%以上，迄今多年未发生突
发饮用水污染事件。

卫监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本市拥有年逾
百岁的自来水厂与上万公里的供水管网， 超过 12

万个二次供水设施，还有现制现售饮用水、管道分
质供水等多种供水形式。面对超大型城市超大体量
的供水单位和供水设施，各种供水方式也有着不同
的风险重点， 本市于 2014年率先出台覆盖各类供
水形式的《上海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其中推出的二次供水储水设施清洗消毒业主监督
制度为全国首创。在此基础上，去年本市还出台了
国内第一部生活饮用水水质地方标准《生活饮用水
水质标准》。

目前，本市运用实验室检测、现场快速检测和
在线监测三种检测手段，由饮用水供水单位定期开
展水质自检并公示检测结果，由疾控机构定期开展
饮用水卫生监测，由卫生监督机构不定期开展饮用
水卫生监督抽检。 多方面开展饮用水水质检测，可
有效发现和预警饮用水水质卫生问题。

此外， 本市还建成全国饮用水卫生监管领域
第一个“从水源到用户家中水”的全过程监督预警
控制平台， 比如利用电子标签记录二次供水设施
的每次清洗消毒过程、 基于二维码的饮用水卫生
管理信息公开、 使用无人机监管二次供水设施安
全等。

普陀区甘泉公园门口居民边聊天边剥豆，志愿者现场指导豆壳投放

借力“蚕豆季”推行垃圾分类新时尚
■本报记者 栾吟之

一家位于三区交界处、菜价实惠的菜市场
附近，满眼都是“剥豆大军”，许多市民来这里
买蚕豆、就地剥蚕豆，一上午就能产生一吨重
的豆壳，把 9 个大垃圾桶全部装满。在这个蚕
豆季节里，普陀区甘泉路街道借机推广垃圾分
类理念，竟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蚕豆价格成排班“晴雨表”

每年 4 月至 6 月，蚕豆上市季节，甘泉路
街道西乡路两边总会出现这样的场景。甘北菜
市场的蚕豆 10元 10斤，从早到晚摊位前都挤
满了人。买好一大袋蚕豆的市民，总是习惯在
马路对面的甘泉公园门口找块空地坐下，边聊
天边剥豆，完工后，心满意足拎着一包剥好的
豆回家烧饭。

这里豆壳成灾了？并没有。剥豆的市民都
很自觉：摊开报纸，打开塑料袋，壳管壳，豆管
豆，最后会把豆壳全部收集起来，投进路边的

湿垃圾回收桶。蹲守在这里的志愿者们偶尔还
会提醒：“请把塑料袋打开，把豆壳单独扔进桶
才算正确投放。”

“蚕豆壳志愿者队”队长陆庸中领着五六
名志愿者，拿着钳子、垃圾袋等工具在一排大
垃圾桶附近守着。8个棕色湿垃圾桶专门投放
蚕豆壳，1个黑色干垃圾桶专门投放塑料袋等
其他垃圾。 为了避免剥豆大军随地乱扔豆壳，

志愿者们还现场提供垃圾袋。“有些年纪大的、

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我们就主动帮他们把垃圾
分好类扔进桶。”老陆对待这份工作认真负责，

从志愿者的人选到人员排班，都安排得井井有
条。 他最关心的是菜市场里每天的蚕豆价格，

这是他编排人员的“晴雨表”。

这天上午，街道绿容所所长朱荣到这里巡
视。他很有信心地告诉记者，有许多常常来剥
豆的都是“熟面孔”，都知道该怎么分类，对于
不常来的“生面孔”，他会现场进行普及，“蚕豆
壳是最好的有机肥料之一，豆壳晒干收水后埋
在土里，可增加土壤营养，又没有污染，还可以

资源再利用……”

动员居民投入新时尚行动
豆壳这么多，但在朱荣眼里，今年还是“小

年”。甘北菜市场周边每天产生的蚕豆壳在 1吨
左右，八成以上集中在甘泉公园门口，另外二成
集中在市场后门， 由市场管理方收集后在压缩
站进行处理。 市容所每天 6时和 9时会派出两
趟环卫车清运豆壳，送到第三方处置机构。最高
峰时，240升的大垃圾桶要摆上 20个， 垃圾清
运车一天清运两次，光蚕豆壳就有 2吨左右。预
计过几周蚕豆下市之前价格回落， 豆壳还会有
所增加。而进入 6月，太阳直晒了，“剥豆大军”

就会从甘泉公园门口转战到甘泉菜市场另一侧
的背阴空地， 市容所届时会在那里准备垃圾分
类投放桶，志愿者们也会随之转移。

借着蚕豆季推广垃圾分类的“聪明做法”，

甘泉路街道已探索了几年。据说，2013年以前，

蚕豆一上市，西乡路上的蚕豆壳都可以堆成一
座小山，就算环卫工人不间断清扫，也赶不上

市民的剥壳速度，不仅影响环境，还影响周边
居民出行。2013年起， 街道尝试通过党建引领
下的自治共治改善乱象，依托甘泉苑、南泉苑、

新灵、 安塞 4个居民区组成的网格责任片区，

发动小区志愿者组成“蚕豆壳志愿者队”。几年
来，志愿者们都形成了习惯，朱荣说：“现在每
到蚕豆即将上市的季节， 我给老陆打电话，还
没说什么事，他就会主动表示让我放心。”

甘泉路街道作为上海首批 18个垃圾分类
示范街道之一，今年更是借着自治共治的好势
头，进一步将职能部门、社区单位、居民的力量
整合起来。目前，街道把垃圾分类的聚焦点落
在居民小区，推出《居住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
创建指导手册》，在各小区设立设施地图等；确
立有党建引领的分类减量工作机构和工作力
量；确保小区里有设分类投放点和分类收集容
器，有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点，设立装修垃圾、大
件垃圾临时堆放点，配备有干湿垃圾分类驳运
的机具和明显标识，并动员居民群众都投入这
项新时尚行动。

奉贤计划至“十三五”末完成创建500家睦邻四堂间，实现村村全覆盖

四堂间里学英语，老人交流“搞笑”发音
■本报记者 杜晨薇

上海奉贤李窑村杨阿姨的英语笔记生
动诠释了“智慧在民间”：apple（苹果）=爱扑；

banana （香蕉）=b拿呢；orange （橘子）=奥里
菊；tomato（番茄）=七猫偷……这基本已看不
出是英语了。 但如果用奉贤地方方言来读，

还能勉强听出些味道。

71岁的杨勤芳中文能力尚且有限，学英
语简直是“要命的事”，何况她的英语笔记不
单单用于自学，还要给 30 多名“学生”作教
材，不出点绝招恐怕是不行的。

杨阿姨的这群学生平均年龄 70 多岁，

绝大多数是李窑村里子女不在身边的独居
老人。他们常感到“嘴跟不上脑子，手也跟不
上脑子”，却偏偏在学习这件事上，体现出高
度的热情。90%的人每天都会来杨阿姨这里
报到，英语只是其中一课，他们还聚在一起
学唱歌、舞蹈、手指操、经络操等，可以说是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每个村都有一支“大使队伍”

老人们的教室，就在李窑村 7组的睦邻
四堂间里。三年前，当地政府租用闲置农民
房，改造后形成两间宽敞的活动室，作为农
村老年人吃饭的食堂、学习的课堂、聊天的
客堂、议事的厅堂，简称“四堂间”。杨阿姨因
居住在隔壁，主动报名成为“堂主”。

最初堂主的职能就是看门。睦邻四堂间
一周营业一天， 杨阿姨就来开关一下大门，

打扫一下活动室，烧一点热水，方便村民来

打打牌、看看报。然而，这样安逸的活动空间
对农村老百姓来说实在太难得，不少老人来
了便不想走。多番争取后，李窑村 7 组的睦
邻四堂间营业时间逐渐从一周一天增加到
一周五天，再到一周六天。

村民们开心了，可愁坏了杨阿姨：“人越
来越多，如何把大家组织起来干点啥？”两个
年轻人的出现， 解救了焦虑中的杨阿姨。他
们是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的志愿者。去
年 4月，奉贤区民政局针对全区 300余家睦
邻四堂间 “有人气却缺乏组织化的活动”这
一现状，请来这家专业从事社区健康促进的
社会组织，帮老人们策划睦邻四堂间里的日
常活动。

志愿者上岗后，走访了包含李窑村在内
先期试点的 50家睦邻四堂间， 并在每个村
的当地老人中间， 分别选出一名文娱大使、

一名自治大使、一名健康大使，再加上像杨
勤芳这样的堂主，组成一支支特殊的“大使
队伍”。每月，各村承担同一职能的大使会聚
在一起上一次课。比如，老年人如何防跌倒？

健康大使要先跟着指导员们学起来，比如腿
力与平衡力训练、健康幸福舞等，课程难度
和内容是根据老人的接受水平定制的，不仅
能起到实效，学起来也不复杂。大使回到村
里，至少要每周给睦邻四堂间的老人开一节
课，把自己的所学倾囊相授。

睦邻四堂间数量将继续增加
杨阿姨领受的第一项任务是把手指操

教给四堂间里的老人们。两只手举起，手型

交替变化，既练了体力，又练了脑力，老人们学
得不亦乐乎，课堂气氛相当活跃。

有了成功的授课经验，杨阿姨就放开胆子
干了， 她还从志愿者处领取英语学习资料，主
动给老人们上英语课。只见材料上用联想记忆
的方式标注了 10 个单词和短句的记忆方法：

“哈喽（hello）”“拜拜（byebye）”“狗（go）”……

10句教完了，杨阿姨仍不过瘾，特地请教孙辈，

又自学了 10个单词的读音， 笔记记了整整一
页纸：sorry （对不起）=少来；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三克油买来买去；eggplant

（茄子）=爱个 p朗 t……这样巧妙的联想记忆
中，闪烁着民间智慧。还别说，看了杨阿姨的笔
记，老人们虽念得不是很清楚，但也总是忍不
住一起“交流”令人发笑的读音，学习热情空
前高涨。

杨阿姨说，包括她自己在内，好久都没这
么开心地笑过了。 上海的农村老人大都 “空
巢”。 他们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出息，

离开家，一方面却又盼望他们常常回家，于是
就在孤独寂寞中等着盼着。 如今有了这样的
睦邻四堂间，有了这样的英语课，老人们反倒
忙碌起来：今年大年初三，小辈们还在乡下陪
伴着，老人却忙不迭地去四堂间“打卡”了；周
末，孩子们驱车回家，还得跑去四堂间才能见
着父母的面。 农村老人算是有了真正属于自
己的生活。

就在今年， 奉贤区睦邻四堂间的数量还
将继续增加， 计划至 “十三五” 末完成创建
500 家，实现全区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全
覆盖。

近日，大风吹散天空的云雾，申城夕阳格外美丽。图为傍晚时分美轮美奂的外白渡桥。 本报见习记者 孟雨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