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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专家看专业③

暑期小学生垃圾分类脑洞大开

让智能垃圾桶“动”起来
■本报记者 许沁

高安路第一小学三位四
年级小学生丁景和、 赵榛焮、

蒋承翰研发制作的“智能语音
分类垃圾桶”， 只要说一声要
扔掉的垃圾种类，对应的分类垃圾桶就会自
动打开盖子。这个暑期，三位小伙伴计划进
一步改进智能垃圾桶， 提升语音识别精准
度，尝试让智能垃圾桶“动”起来。

提升智能语音识别度
“电池！”四色分类垃圾桶中，对应有害

垃圾的垃圾桶自动打开盖子， 方便对应投
放……既听得懂语音，又会垃圾分类，这个
聪明的垃圾桶的灵感来源于高安路第一小
学孩子们对垃圾分类的困惑———有时搞不
清垃圾属于哪一类，就想发明一个能辨别种
类的垃圾桶，帮助更多人准确投放。

数月前，在学校科技指导老师杨晓旭和
张敏的指导下，丁景和、赵榛焮、蒋承翰通过
将单片机、语音模块、超声波感应器、LED灯

等器件串联起来， 再通过语音识别技术区分垃
圾的种类。 当垃圾桶接收到垃圾名词的语音输
入后，垃圾桶的“大脑”会根据储存卡内已有的
数据识别垃圾种类， 对应的垃圾桶盖子自动打
开。目前，这四个手掌大小的智能垃圾桶还没有
进入开发阶段。蒋承翰说：“暑期中，我们计划改
进智能垃圾桶， 首先将语音识别模块改成网络
在线语音识别形式，提升识别精准度。同时尝试
让智能语音垃圾桶‘动’起来，用语音控制它前
进、后退、转弯等。我们还会研究如何用垃圾桶
识别垃圾材质， 今后希望通过影像识别垃圾的
种类，帮助人们进行分类，这是我们未来研究的
方向。”丁景和说，如果现在的声控智能垃圾桶
投放到城市中，外界的噪音可能会干扰它，出现
识别错误。“未来打算做到让垃圾桶辨别垃圾的
材质，人们可以把垃圾的材质、资料和照片上传

到云端的大数据库， 由垃圾桶进
行垃圾分类。”

生产环保可降解塑料袋
赵榛焮还报名参加了居委

会垃圾分类志愿者服务，在垃圾
投放点帮助社区居民正确投放。 赵榛焮发现：

大家都喜欢用塑料袋来装湿垃圾，但塑料袋是
干垃圾类别，所以居民们要将袋内的湿垃圾倒
入桶中后，再将塑料袋投入干垃圾桶。有些居
民对这种分类投放不配合，觉得把湿垃圾倒出
来会弄脏手，实在有点麻烦；虽然垃圾点附近
配置了洗手池，但也确实会给一些急于上班的
年轻人带来不便。“我想如果能生产环保可降
解的塑料袋，这种塑料袋遇到光照或水，就可以
快速降解，不会对土壤造成污染。使用这种环保
垃圾袋装湿垃圾，就不必再分开投放了。”

不少学校以“垃圾分类”为暑期作业。静安
区爱好科技的同学开动脑筋，设计了吃垃圾的小
怪兽“智能分类垃圾桶”。彭浦实验小学学生自创
了一款垃圾分类APP，在闯关游戏中掌握垃圾分
类知识。小伙伴们脑洞大开，让垃圾分类有趣味。

针对垃圾分类热议问题，嘉定区安亭镇组织“头脑风暴”讨论、思考，并将成果落地

9小时“黑客松”接力赛“玩”出垃圾减量
■本报记者 茅冠隽 通讯员 龚妍

“原来每个楼道下都有一对干湿垃圾
桶，现在没了，垃圾的及时清运有时会成问
题。” 嘉定安亭泰顺社区书记张冬静说。“按
照 500户确定一个‘定点定时’点位，最远的
住户到点位单程约需 5分钟，上班族早上争
分夺秒，最好能省点时间。”安亭玉兰三村社
工李翔说。

诸如此类由垃圾分类衍生而来的问题，

成了目前上海部分居民区里热议的话题。怎
么办？日前，嘉定区安亭镇组织了一场垃圾
分类问题“头脑风暴”。30个社区的 160多名
社工聚在一起， 开展了一场长达 9 小时的
“黑客松”接力赛，还“玩”出了一些有针对性
的、可持续推动的做法。

找到解决垃圾分类问题路径
啥是“黑客松”？这不是一棵松树，而是指

“编程马拉松”，很多人在特定时间内就一个话
题展开讨论，整个“编程”的过程几乎没有限
制。嘉定区地区工作办公室科长徐晓菁作为安
亭“黑客松”活动主持人，启发居民区社区工作
者就垃圾分类问题开展剖析、讨论、思考。

活动第一轮，玩的是思考模式。社工们
纷纷拿起手机，每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上
网查询世界各地垃圾分类资料，在各色便签
纸上写下总结和思考。 半小时后，12张内容
丰富、包罗万象的垃圾分类海报呈现在大家
面前。“头脑风暴”后，一位社工从所学习的
内容入手，想象了她未来“垃圾减量早晨”的
故事：清晨，社工小周被闹钟叫醒，为家人做
了早餐后，将产生的垃圾进行分类，并把湿
垃圾放进酵素桶进行发酵；随后她用之前制
作的酵素浇花、洗衣；接着，她为家中的宠物
猫换上更环保的豆腐猫砂，并努力训练宠物
猫使用抽水马桶。一切就绪后，小周掐着表
赶到小区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点丢下分类好
的垃圾，带着愉悦的心情上班去……“在第
一阶段，通过查询海量资料，有助于大家打
开固有的工作思路。 通过小组海报的制作，

有助于打造团队合作精神，提升工作方法的
提炼能力。”徐晓菁说。

活动第二轮，玩的是角色扮演。主持人
要求大家“查找工作环境中垃圾分类存在的
难点、痛点，模拟某一人群、一个空间，开展
调研，分析操作路径，找出解决办法。”有一
组社工模拟了一个“不分类、乱投放”的问
题，划分了租户、白领、投放点较远住户三个
群体， 并分析了他们不进行垃圾分类的原
因， 提出 “红黑榜”“电话劝阻”“上门引导”

“搭建诚信平台”“罚款”等解决方式，还准备
设计开发“扔了吗”APP，推出流动回收志愿
服务队等辅助方式。

活动第三轮，玩的是模拟实战。此环节
中社工们就垃圾分类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从
“生活共同体”理念出发，希望总结出一条解

决垃圾分类问题的路径， 建立一套操作性
强、可持续推动的机制。比如，运用党建嵌入
式引领，发挥党员的榜样作用，开展正向引
导； 针对不同类型的小区开展人员分类管
理， 用柔性方式改变居民的原有生活方式；

撤除原投放点后设置微景观，“占掉”原来楼
道下垃圾桶的位置，改变居民下楼随手丢垃
圾的习惯……

“玩”中收获工作方法
活动并未停留在“空想”阶段，一些成果

也投入了实际工作。比如，方泰社区的社工们
在沙龙活动中设想抓住租户这一关键人群，了
解他们不愿参与垃圾分类背后的原因，设计了
部门联动、 从亲子活动入手等一系列方案。回
到工作状态后，大家积极筹备了一场“冰激凌
DIY亲子活动”，通过制作冰激凌的过程，介绍
各个环节所涉及垃圾的分类方法，使大家在生
活场景中学习垃圾分类。 活动招募仅发布一
天，就有 10组家庭报名参与。

再如，安研社区苦于不少居民依旧习惯将
垃圾丢弃在原来的垃圾点位上。 通过沙龙活

动，社工们找到了突破口。他们将撤桶后的区
域进行微景观改造，添置绿化，并邀请孩子们
在花坛上涂鸦，成为社区里的新景点。另外，安
研社区针对老龄化小区，还由党员干部上门指
导独居老人进行垃圾分类， 并结对上门清运；

针对白领小区则调整投放时间，开展有偿预约
清运；针对混合型小区则分类管理，分片划区、

细分需求后再制定相应方案。

参与活动的社工们表示，“黑客松”这种“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方式很有意义，可以寓
教于乐，在“玩”中收获了工作方法和思路。

小小的门诊部、16名医生，奉贤区皮肤病防治所去年门诊量竟达30万人次

这家郊区二级专科医院有何魅力？
■本报记者 黄杨子

郊区居民驱车前往市中心大医院就诊算
不上新鲜事，可市区居民乃至周边省市患者慕
名前往郊区一家“小医院”就诊，则说明“酒香
不怕巷子深”。2011年 7月，奉贤区皮肤病防治
所挂牌成为本市唯一一所二级皮肤病防治所，

小小的门诊部、16名医生， 却成为本市南部一
大皮肤病诊疗重镇。去年，医院全年门诊量逾
38万人次，仅次于上海市皮肤病医院、华山医
院与新华医院。 这所地处郊区的二级专科医
院，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

院内“神药”最便宜仅售4元
一个周六的上午， 奉贤皮防所人头攒动。

一名宝山患者听说这里治疗银屑病很有特色
特意赶来，想试试病友口中的“神药”。

所谓“神药”，其实是医院经过 40 余年来
不断传承改良，如今依旧深受患者信赖的自制
制剂。医疗副主任张英介绍，目前有 17种院内
制剂，涵盖银屑病、白癜风、皮炎湿疹、痤疮等
多种疾病的诊疗。

有院内制剂的医院并不少，奉贤皮防所为

何声名在外？ 患者刘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我来治疗湿疹， 医生给我开的是氯倍他索联
苯苄唑搽剂， 一瓶 60毫升才 18.7元， 物美价
廉，效果也好。以前我在网上海淘过进口药，一
瓶就得上百元，还没这里用得放心。”

记者了解到，17种院内制剂中， 最便宜的
尿囊素乳膏为 4.4元一盒，最贵的也仅 63元一
瓶，“由于性价比高、见效快，不少患者在治愈
后又推荐给亲朋好友。” 张英说， 医院虽小却
“五脏俱全”，不仅细分了皮肤内科、中医科、痤
疮专病门诊、检验科等，更专设独立制剂室，尽
可能满足患者的需求。据悉，2018年，医院自制
制剂总生产量达 100万盒（瓶），其中乳膏制剂
74万盒，液体制剂 26万瓶。

郊区二级医院也有“科研达人”

上世纪 70年代， 华东医院皮肤科教授何
芳德等专家下乡来到奉贤，帮助建立起塘外卫
生院皮肤科。院长吴秉德直言，40余年中，医院
的可持续发展从未离开过“专家帮扶”模式，如
今依托华山医院皮肤科医联体，徐金华、顾军
等专家在奉贤 “多点执业”———至少每两周来
一次的坐诊不仅解决了疑难病例，更带起了一

支奉贤本土的皮肤科人才队伍。

主任医师褚美琴说，除了“引进来”，还有
“走出去”，“每年， 医院都会选派医技人员前往
上级医院进修， 超过90%的医生都有过在市区
三甲医院学习的经历。 不仅见到了许多罕见病
例，也培养了科研思维。”副主任医师孙忠辉是
院内的“科研达人”，近年来，他陆续对慢性荨麻
疹、疥疮、毛囊角化病等疾病的联合药物治疗、

社区干预观察、 基因剪接突变等进行了小切口
研究，5年内立项课题达9项，其中包括皮肤科国
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课题，“‘郊区’‘二级’‘专
科医院’，这些定语并非和科研绝缘。”他感慨：

“患者对医者的信赖来源于过硬的技能，大专家
教会我们，临床治病和学术研究同等重要。”

“笑容处方”让患者赞叹好医生
当然，让奉贤区皮肤病防治所在患者中口

口相传的，不仅是医术，更离不开最真挚朴实
的医德仁心。

家住浦东新区康桥镇的马老伯已 80余岁
高龄，“曾先后 3次前来求医，一路颠簸，仅车
程就 3个多小时。”可马老伯毫无怨言，反而对
医院连连称赞，并写下感谢信，“周医生的处方

解决了我的痛苦，让我不再受瘙痒干扰，能安
安稳稳睡觉，良好的睡眠比黄金还珍贵！”

每一天，这里的医生几乎都需要接诊近百
位患者，“皮肤病虽然大多不危及生命，但对病
家的外貌、生活质量与心理都可能带来严重影
响。”褚美琴曾接诊过一名高一男生，银屑病让
青春期的男孩陷入了自卑，甚至不愿上学。“所
以除了药物等综合治疗外，我们也尽力纾解患
者的心情，希望能帮他们重新找回笑容。”正如
她所说，每一次笑脸相迎、每一句和颜悦色，都
是药物之外的又一张“有效处方”。

近年来， 随着市民对健康的愈发关注，奉
贤区皮肤病防治所也有了更多新任务：作为上
海市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哨点单位，2018年，

医院上报化妆品不良反应 160 例； 更走出医
院， 联合市场监督局前往商场进行科普宣传。

主任医师季梅介绍，160例中，化妆品接触性皮
炎占 86.25%，“越来越多爱美人士选择在日常
生活中使用护肤品、化妆品，但产品是否合格、

是否适用于个体，大众对相关知识的了解还很
少。”为此，医院也在门诊候诊区准备了相关宣
传材料，介绍化妆品不良反应斑贴试验的必要
性，“希望大家在追求美的同时更注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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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统计学家西·雷·劳
说过，“在终极的分析下，一切知识
皆为历史；在抽象的意义下，一切
科学皆为数学； 在理性的基础上，

所有的判断皆为统计。” 统计学是
一门数据收集、表达、整理与分析
的科学，它利用概率论建立数学模
型，通过量化分析、成果展示和总
结，做出推断和预测，从而为相关
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从随机性中寻找规律性，化繁
为简、直奔真相，是统计学的魅力
所在。现实生活中，统计学广泛应
用于工程、医学、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资讯工程、金融经济等各领域，

因此近年来，统计学专业也成为高
考志愿填报的“香饽饽”。

统计学分为两大类
统计学与经济学、数学有着莫

大的关联，在我国高校中分为两大
类，一类是附属于经济学的经济统
计学，多来自于财经院校，授予经
济学学位；一类是附属于数学的统
计学，多来自于综合性院校，授予
理学学位。部分以统计学为专长特
色的高校则同时开设多个方向，比
如上海财经大学拥有统计学、经济
统计学以及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新专业（理学）。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南
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与
清华大学的统计学入选了 “双一
流”建设学科名单。

人才从走俏变紧缺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专业

数据处理人才已从走俏变成紧缺。

作为专业数据人才生态领域的运营组织，腾云
大学研究显示，至2025年中国数据人才缺口将达200

万。可以说，大数据“捧红”了作为传统学科的统计
学，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当数据充斥我
们的生活时，如果没有妥善的数据分析，数据便只是
意识空间的浪费，难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据了解，国家统计局目前已联合阿里巴巴等互
联网公司，深度开发挖掘大量实时在线的搜索数据，

希望提升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今后，“经济
雷达”在预测、预警时发挥的功效将更具时效性。

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统计学虽热，但学子也应思考自己的专长与喜

好是什么，慎重选择。统计学专业主要培养具有以
下素质的学生：

第一，有良好的数理基础和思维能力。统计学专
业的学生需要学习《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等数理基
础课。此外，理论课程学习、编程能力培养、实证案例
分析等均能提升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统计思想。

第二，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写作能力。此外，还
需要良好的数据分析能力和写作表达能力， 挖掘数
据背后的理论价值与实证意义，从而形成思路清晰、

表述明确到位的研究报告或学术论文。

第三，有良好的实践能力和计算能力。统计理
论和方法在经济、医学、工业制造等各行业的深入
应用已成大势所趋，而统计软件运用和编程计算功
力是将理论有效应用于实践、服务社会的基本能力
之一。此外，统计学专业学生需要熟练掌握统计软
件，例如 R、Python和 SAS等。

6 上海·广告
2019年 7月 5日 星期五

www.jfdaily.com

责编：唐蓓茗 编辑：田瑾

今日看点垃圾减量设想：湿垃圾放进酵素桶发酵，用酵素浇花，宠物猫使用抽水马桶

首封高考录取通知书送达
又到高考考生翘首企盼的日子，高考录取

通知书通过中国邮政 EMS陆续派送。 今年上
海高校中最先发放通知书的是上海外国语大
学，第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于昨日上午送达。

记者从上海邮政寄递事业部获悉，目前上海
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已
经拉开序幕，上海邮政通过“专
人、专车、专封、专投”的形式投
递，保证每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
准确、快速、安全地交到考生手
里。图为倪同学和母亲签收沪上
高校第一封录取通知书。

本报见习记者 孟雨涵 摄影报道

垃圾分类有妙招
前天，在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龙华

社区，志愿者陈启法（左）用干湿分离器帮助
居民投放湿垃圾。

每天到了垃圾投放的定点时间，老陈都
会准时出现在分类垃圾房旁。 时间长了，老
陈发现干湿垃圾如何分类是居民们最关心
的问题。为了让居民们更方便地分类投放垃
圾，老陈利用业余时间自制了一个干湿分离
器。因为垃圾袋是干垃圾，不能直接投放到
湿垃圾桶中，所以先把袋里的湿垃圾倒在干
湿分离器的平板上， 如果还夹杂着干垃圾，

老陈就让业主把它们及时取走，正确分类。

目前，五里桥街道龙华社区有 3个垃圾房
在试用垃圾干湿分离器。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