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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吉林省上海合作交流（干部培训）

中心拟聘用人员公示

根据 2019年吉林省上海合作交流（干部培训）

中心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的有关规定， 经过考

试、体检、考察等程序，确定李沐遥为吉林省上海合

作交流（干部培训）中心会计岗位拟聘用人选，现面

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七个工作日，自 2019年 12

月 10日至 12月 18日。

李沐遥，女，1994年 10月出生，满族，籍贯吉林

省双辽市，中共预备党员，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

会计硕士学位。

监督举报电话：021-62576488。

吉林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

2019年 12月 10日

遗 失 声 明
 上海臻通物流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
废。

注销公告
      上海狮能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

于公告发布起 45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特此公告。

遗 失
▲邵丽萍遗失上海市宝山区

淞南五村 228号 503室租用

居住公房凭证，声明作废。

今日看点通过参与，让大家真切感受年俗鲜活行走在生活中

海上年俗风情展明年1月开幕，现向市民征集“出行”主题藏品和故事

火车票公交月票见证春运变迁
■本报记者 张熠

从公文包中掏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硕大收
藏册，已退休的市民收藏家张建人眉飞色舞。

“2月份的公交月票最难收集， 因为只有 28

天，加上春节放假，懂生意经的上海人觉得不
划算，买的人少。”翻着手中厚厚的册页，满是
上世纪 50年代直至 90年代的上海市公交月
票，2月份几乎没有缺漏，他难免自豪。

这一幕发生在昨天，“启程·新春·团圆
年”第十四届海上年俗风情展藏品、故事征集
会于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内举行。 作为一年一
度贯穿春节的年俗展， 本次展览以过年出行
为主题，通过“年货，城市出行记忆”“热爱，新
老上海人共庆新年”“春运，赴一场团圆之旅”

“旅游，过年的另一种形式”四大板块，向大众
呈现与“行”有关的传统年俗、时代风尚。展览
现面向市民征集火车票、火车模型、春运照
片等藏品以及春节里的出行故事。

掰着手指数出春运几大难
1980年，《人民日报》首次提到“春运”一

词，用以形容过年前中国人一年一度的大规
模返乡潮。这趟过年之行，铁路人最有发言
权。昨天前来应征的管晓明，于 2014年从铁
路上海站退休。“上世纪 70年代， 坐着货运
箱车，车厢里点着小油灯，听着火车‘哐当哐
当’的声音，花了 15个小时才从无锡回上海
过年。如今坐高铁，一两个小时就到了。”

管晓明掰着手指数出过往春运几大难：

一是买票难。网络售票兴起之前，买票全靠
人工操作。每年上海站的春运大厅都像一个
大卖场，乘客们带着板凳、毯子，只为买一张
回家的票。二是候车难。车站无法满足候车
回家的人群，每年除了在南北广场搭建临时

棚，还租用地下室，将能站人的地方都利用
起来。三是乘车难。春运时几分钟发一趟车，

虽然密度堪称全世界之最， 但列车一进站，

乘客便奔跑涌进车厢， 早年有人担心上不
去，车窗也成为上下车的出入口。最拥挤时，

座位、 卧铺底下都躺着人。“身为铁路职工，

我们每年都去火车上做‘添乘’当帮手，所以
还面临过节难等问题。”

月票见证公交半世纪变迁
退休前，张建人曾在提篮桥电车二厂从

事计划调度工作。 他偏好收藏公交、 轮渡票

证，兴趣源于自己的工作。“春运时，公交的辛劳
丝毫不逊火车。”春运期间，火车站旁尤其要安
排更多的公交车，还要配合火车站点接驳乘客。

张建人收藏的公交月票种类繁多，除市区
月票，也有翔敦线、江桥线月票，不仅有普通票、

还有学生票。 这些公交月票见证了上海公共交
通半个世纪的变迁。“月票从 1956年到 1989年
是 6元；1990年提价到 12元，只有学生票保持
原价。” 海上年俗风情展策展人周蓓丽介绍，展
览将于明年 1月 11日开幕，市民可登录文化上
海云官网等应征，“通过市民参与， 让大家真切
感受到年俗鲜活地行走在生活之中。”

半数以上社卫中心提供儿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61家单设儿科门诊

上海小囡家门口看病难有效缓解
本报讯 （记者 顾泳）上海社区儿科诊疗

服务能力显著升级，儿童看病难问题正在逐步
缓解。市卫生健康委昨天传出消息：截至 2019

年 11月，提供儿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服务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 2018 年底的 84 家增至
125家，占比从 34%增至 51%。其中，61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开设单独儿科门诊，92家通过全
科门诊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76家社卫中心加入儿科医联体
为落实《上海市儿童健康服务专项能力规

划（2016—2020）》，推进儿科分级诊疗制度，引

导门诊重心下沉，把儿童常见病、多发病解决
在基层， 本市着力建设基层儿科诊疗服务网
络，推动培养基层儿科专业人才，成效显著。

自 2017年以来，全市实施“全科医生儿科
能力专项培训项目”，面向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开展全科医生儿科能力培训提升， 目前已实
施三轮，共累计培训 1468名全科医生，平均每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 6名。同时，全市共有二
三级医院来社区多点执业的儿科医生 52 人，

2018年在基层带教指导全科医生 951人次。

记者获悉，自 2017 年起，全市构建有“东
西南北中”五大儿科医联体。迄今，全市已有 76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入儿科医联体工作，参
与合作形式包括：教学指导、上级医院派驻医
生看诊儿科、分级诊疗、科研推动等，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与上级儿童医疗机构建立远程医疗
协作网， 通过医联体优质资源联动与下沉，极
大提高基层儿科诊疗能力，并畅通转诊通道。

儿科诊疗儿童保健将有机整合
2018年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诊疗儿

科患者 4.3万人次， 二三级医院至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多点执业的儿科医生提供诊疗服务 1.3

万人次。据统计，社区儿科门诊的主要儿童疾

病种类依次为：常见呼吸科疾病、常见消化科
疾病、皮肤科、五官科，较好满足了儿科常见
病、多发病在社区诊疗需求。

下一步，上海将持续推进基层儿科诊疗能
力，将儿科诊疗与儿童保健有机整合，将基层儿
科诊疗与上级医院儿科专科诊疗紧密衔接，实
现儿科“全专结合”与“医防融合”，继续提升上
级医院支持力度，结合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进一
步引导儿科专家下沉，优化基层人才培训模式，

加强继续教育与双向交流， 提高社区儿科诊疗
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努力实现越来越多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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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杨子

百岁愚园路，如今不仅有广
受追捧的网红小店，更有一家承
载不少上海市民人生最初记忆
的“网红”医院———长宁区妇幼
保健院（“长妇幼”）。10月 26日，

从武夷路搬迁至愚园路 786 号
（原同仁医院旧址）， 以嫩绿、粉
橙、天蓝装饰外墙的长妇幼将在
此“暂住”3 年，未来将回归武夷
路原址。一个多月来，长妇幼搬
家工作进行得如何？新老妈妈们
对长妇幼又有怎样的期待？

愚园路院区度过适应期
10月25日傍晚5时，长妇幼开

始“悄无声息”大搬家———此前，

院方已进行近一个月的方案设
计， 如产检时医生在孕妇的产检
卡贴上搬迁新址的服务信息，同
时将尚未出院的孕产妇安置在混
合病区内， 根据症状与病情轻重
分为ABC三类。 当晚，5辆急救车
载着仍留院的31位患者， 十几分
钟后平稳驶达愚园路新址。 武夷
路原址保留一天急诊……短短一
个周末后，愚园路院区顺利开诊。

愚园路院区原是同仁医院
旧址，“80%的设备与用品都是我
们从武夷路带来以及老同仁留
下的，环评指标已通过市级机构
监测。”不过院长方文莉也坦言，

一个多月来，大家一同克服了许
多困难，“比如妇产科医院的一
大特点是陪客多，而愚园路虽然
公共交通方便， 但停车位稀缺，

因此我们决定将仅有的院内车
位让给病家临时停泊，鼓励所有
职工绿色出行。”

目前，新院区已顺利度过适
应期。据该院门诊办公室统计，10

月26日至11月底， 新院区已接诊
门急诊60943人次、分娩量1308人次，其中剖宫产率
25%，住院手术共690台，与以往数据基本持平。

武夷路旧址成“打卡圣地”

一座区级妇产科医院搬迁，缘何牵动许多上海
人的心？11月 2日、3日，刚刚“冷”下来的武夷路院
区又“热”了：长妇幼邀请曾在这里出生的孩子们
“回娘家”， 与旧医院大楼合影。 近 1500 个家庭、

5000余人次在人生缘分开始的地方，让家庭重新打
开记忆闸门，重温孕育生命的美好。

“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让我们特别有归属感。”

出生于长妇幼、又在长妇幼生子的张女士说，“我当
时还尝试了水中分娩， 感谢医务人员手把手教我，

原本对分娩很恐惧的我顺利完成了人生体验。”

2003年，长妇幼在全国率先实施水中分娩，被国际
水中分娩协会列为永久会员单位。本月，该院将迎
来第 10000例水中分娩宝宝的降生。

从 1935年由上海市妇产科总顾问、 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孙克基建院以来，长妇幼始
终为打造“小而精”动足脑筋：分娩过于疼痛，他们
引进水中分娩；反复流产的患者深陷无助，他们引
入社工哀伤辅导，陪伴患者走出阴霾；剖宫产率需
理性下降，他们开设从孕早期就介入的产科、营养
科、护理部多学科门诊，防止巨大儿发生，为安全分
娩做准备……正因此， 长妇幼在 2016年成为长三
角地区首家通过 JCI认证的妇幼保健医疗机构。

曾与孙克基共事、 上世纪 80年代的长妇幼院
长董金瀚记得， 孙院长要求每位医生必须在白大褂
里穿西服、系领带，如今严谨的作风仍保留于这家医
院的血脉中，护理部推出“140条军规”，如走路不得
穿响底鞋、看到患者需停下微笑问候等，让走入人生
新阶段的“准妈妈”们少一些紧张，多一些憧憬。

建儿童健康管理监测平台
方文莉透露，未来 3 年内，武夷路旧址将按三

级医院标准建设，比现有建筑面积扩大 3倍。而这 3

年间，在寸土寸金的愚园路上，医院将“螺蛳壳里做
道场”，从孕产妇及新生儿需求出发，围绕母婴健康
管理医疗服务做足文章。

近日， 长妇幼将目光投向儿童早期身高管理。

“大多数家庭可能更关注出生缺陷、肥胖、贫血等问
题，身高在儿童发育早期可能并不明显，但若不能
早期介入， 可能会错过最佳诊疗时机。”11月21日，

长妇幼首次开设身高管理门诊。每周四下午，儿童
保健部主治医师王兰在骨龄评价基础上为患儿提
供关于营养、睡眠、运动、情绪、疾病治疗等的全方
位指导干预。

孩子长不高怎么办？家长身高不高，但期望孩
子长高有什么办法？孩子不爱吃饭、挑食偏食、睡眠
质量差怎么办？王兰说，从目前已开设的两期门诊
来看，家长的问题大多集中于此，3岁至 8岁是患儿
就诊的主要年龄段。她为患儿带来促进身高增长的
方案：每天保证鸡蛋、优质肉类与牛奶的摄入；适当
补充维生素 AD与钙剂；每天 21时上床睡觉，户外
活动 1小时以上； 家长争取每天表扬孩子一次，让
孩子保持心情愉悦。

“我们希望从门诊出发， 建立长宁区儿童健康
管理监测平台， 提高平均身高及各项健康指标，真
正促进儿童体格发育全面发展。”王兰说。

丁俊晖仍处黄金期
■秦东颖

成绩差时，称他“丁一轮”；拿冠军时，

把他吹上天———这就是丁俊晖背负的压
力。北京时间昨天凌晨，丁俊晖时隔 10年
再次加冕英国锦标赛冠军， 成就英锦赛
“三冠王”，打破了 2 年多的“冠军荒”。其
实丁俊晖已无需再证明什么，只是像他自
己说的，“我想为女儿拼尽全力，当她长大
后，她会知道她有最好的爸爸。”

只做最好的自己
就是这么简单，只做最好的自己。这已

是丁俊晖第14个排名赛冠军。这样的成绩，

别说国内还无人能望其项背， 就算跟世界
斯诺克界同龄选手相比都属佼佼者。 英锦
赛的级别仅次于世锦赛， 其含金量可见一
斑。夺冠历程的7场比赛中，丁俊晖完成10

杆单杆破百，击球成功率超80%，安全球成
功率超80%。这样的丁俊晖，让奥沙利文也
只能甘拜下风。

在 2017年世界公开赛夺冠后， 丁俊
晖开始陷入冠军荒，很多业内人士认为他
的天赋与成绩并不匹配。不可否认，每个
运动项目都有自身特点，斯诺克不属于爆
发力项目， 更像是一场厚积薄发的耐力
跑，并不是年纪大了或身体素质下降了就
不能打球。去年，43岁的“金左手”威廉姆
斯成为自 1978年以来赢得世锦赛冠军年
龄最大的球员，这也是他第三次在世锦赛
中加冕。 如此看来，32岁的丁俊晖正处于
职业生涯的黄金期。目前对他而言，唯一
的缺憾是缺一个世锦赛冠军的奖杯。但很
多事情需要水到渠成，急不得。

“00后”选手首夺排名赛冠军
丁俊晖父亲丁文钧每每聊起儿子，总

是面带笑容， 所有人中他是最看好丁俊晖
的那一个。“小晖从小练球就非常专注，一
练几个小时，不叫他吃饭都不知道时间。长
大后，如果有人在小晖训练的球房里说话，

他会毫不客气请那个人出去。”这样的专注
并非强迫症，而是斯诺克选手必须的素质。

令人欣喜的是，19岁中国小将颜丙涛
打入四强，创造个人英锦赛最好成绩。今年
7月， 颜丙涛在里加大师赛首次夺得排名
赛冠军， 成为首位夺得排名赛冠军的“00

后”选手。因为丁俊晖，像颜丙涛这样的后
来者可以踩着前辈的脚印稳定前行， 少走
弯路，也不需要背负太大的压力。如果未来
像丁俊晖期待的那样， 世界前十六位中能
有更多中国选手，那何尝不是一件幸事？他
更有理由选择自己的生活， 而不是为了别
人的期望打球。

体坛观澜

2019“永业杯”WDSF大奖赛总决赛暨第八
届中国体育舞蹈精英赛近日在卢湾体育馆举
行。WDSF世界体育舞蹈大奖赛总决赛分拉丁
舞、标准舞两个舞种。在标准舞比赛中，中国选
手邱禹铭（右）和魏丽颖获第九名，这也是中国
选手的历史最好成绩。 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张建人收藏的上海市公交市区月票。 上海轨道交通车票磁卡和 IC卡。 （均 资料）

名家刘一闻三部著作出版，创作和理论两翼齐飞

十年磨一剑，传承海派书法精神
本报讯 （记者 钟菡）十年磨一剑，海派书

法篆刻名家刘一闻新著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
员丛书·刘一闻》《三德馆印迹》《一闻艺谭》三书
出版发行仪式暨座谈会昨日在上海市文史研究
馆举行。与会专家认为，传承刘一闻创作和理论
两翼齐飞、研习艺术同时严谨治学的精神，有助
于将上海书法篆刻艺术推向新的高度。

形成迥异时趣的典雅风格
刘一闻 1949年出生于上海， 与共和国同

龄。他师承苏白、方去疾、方介堪、谢稚柳等名
家，上世纪 80年代便在书界崭露头角，2016年
在上海成立“刘一闻大师工作室”。多年来，他
形成了自身书画印完整的创作体系和迥异时
趣的典雅风格，也是上海博物馆书画、篆刻研
究方面最为重要的专家之一。

此次出版发行的三部新作中，《上海市文史
研究馆馆员丛书·刘一闻》为上海市文史馆主编
的系列丛书之一，收入书法绘画等作品 200件，

包括书画文献、艺术大事记等，较为完整展现其
创作历程和创作成就。目前该丛书已出版六卷，

前五卷都是国画系列， 此次刘一闻卷以书法系
列为主，兼有国画、文选等，也是该系列最年轻
的作者。《三德馆印迹》收入印章 200余枚，皆为

刘一闻近十年来的创作。《一闻艺谭》则是他 60

岁到 70岁间的学术思考。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
刚透露， 由刘一闻主编的 《上海博物馆楹联藏
品》也将于近期出版，这部颇具分量的著作是上
海博物馆藏品大系的第一部著作， 也是刘一闻
在上博工作的“收官之作”。

书法篆刻界散文写得最好
除了艺术创作，刘一闻也被称作“书法篆

刻界散文写得最好的人”。 作为上海市作协会
员，他是上海许多报刊的老作者，发表了很多
散文和书论、画论等。业内专家认为，刘一闻是
一位学养非常好的艺术家，具有标杆意义。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觉群书画院院长
乐震文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做国画系主任时，

发现大学生缺乏书法、篆刻素养，就请刘一闻
来上课，他爽快地答应。从 2014年至 2018年，

刘一闻与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鲍贤伦连续
五年在杭州、上海、秦皇岛、长沙、济南举办书
展并展开学术对话，备受关注。上海市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晁玉奎记得在湖南岳麓书院的对
话现场吸引了几百名学生认真聆听，有人连早
饭都顾不上吃也要赶来，这也让刘一闻有了向
年轻人传承艺术火炬的恒久动力。 刘一闻摹元人竹直幅作品。 （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