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上海

2020年 7 月 23 日 星期四
www.jfdaily.com
责编：王蓓 编辑：田瑾 白彦平

高考今天18时发榜，招生录取同时展开。考生志愿怎么填——
—

专家八问八答为家长学生解疑释惑
■本报记者 彭德倩 徐瑞哲
今天 18 时，上海高考发榜，高校招生录取
工作同时展开。志愿怎么填？本报请来市教育
考试院专家、多所在沪高校招办和教务处负责
人， 以及重点关注填报专业的教授等几位专
家，为你解疑释惑。
志愿填报有哪些“工具”可参考？
市教育考试院专家：为便于考生填报志愿，
院方将公布2020年考生高考成绩分布表、2020年
综合评价批次线上入围考生成绩分布表和各综合
评价批次招生院校线上入围考生高考成绩分布表
等供参考。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根据本人实际情
况，结合学科特长、兴趣爱好，科学参考各项数
据，合理选择各批次具备填报资格的志愿；填报
前要特别关注相关院校的《招生章程》，注意学校
办学性质、 办学地点和招生专业对单科成绩、外
语语种、身体条件和学费等方面的要求。
多所高校实施大类招生，志愿填报
有何技巧？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尹
学烽：在填报高招志愿时，别忘了仔细研究各
校大二分流方案。有的高校分流选择专业的排
序依据高考成绩、大一成绩、综合评价等三方
面得出一个分数，这对高考成绩不错的学生来
说有优势。有的高校分流选择专业的排序依据
大一上学期绩点、专项评测，以及德智体美劳
综合评价相结合的一个分数，这对高考成绩一
般的学生来说比较利好。

今年是特殊“抗疫年”，医学类专业
有何新趋向？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沈宇弘：
新增的医学相关专业今年备受关注。比如，复
旦大学今年新增口腔医学专业； 华东师范大
学新增听力与言语康复学专业； 华东理工大
学开设“生物医药”工科试验班；上海中医药
大学新增智能医学工程专业， 对接国家健康
中国战略，储备医学人才。其中，智能医学工
程是一门将人工智能、 大数据处理分析和互
联网等技术应用于医疗和健康等领域的新兴
交叉学科，学校希望充分发挥现有的中医学、
中药学学科综合优势， 将智能技术和现有学
科进行深度融合。
长学制临床医学专业学制几年？
上海交大医学院教务处处长 邵 莉 ：2020
年，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以“无
条件通过” 成绩正式获得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
（WFME）医学教育认证机构认定，标志着我国
医学教育标准和认证体系实现国际实质等效，
医学教育认证质量得到国际认可。 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作为代表中国大陆的唯一医学院，接
受 WFME 高级顾问全过程观察。根据教育部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最近一轮学科评估公
布结果， 上海交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全国排名
A+。其中，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本博连读）属
于教育部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学校对学生
实行八年一贯制的连续培养， 合格的临床医学
八年制毕业生授予医学博士（M.D.）专业学位。

人工智能属人气专业，填报该注意
什么？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尹学
烽：首先不要盲目，看到“人工智能”四个字就往
上填。 各高校人工智能发展方向有很大差异，如
同济侧重交叉学科，后期向智能制造、智能建筑
领域延伸；复旦可能更专注脑科学等领域；还有
的高校与数学紧密结合……各校 “人工智能”优
势不同，学生选择时应与特点兴趣相结合，判断
自己适合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科学探索，还是交
叉研究前沿等。如果是在两个学校的人工智能专
业之间难以抉择， 可以去相关官网查阅培养方
案，将课程设置等一一细致比对，做出最佳选择。
毕业时如何拿到双学士学位证书？
上海交大招办主任王琳媛：2019 年，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颁布 《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
办法》，明确指出高校应“高起点、高标准、高质
量开设双学士学位项目，达到要求的本科生，可
以在一本学位证书上， 写明所授两个学位”。经
多方研究论证， 上海交大今年拟推出 7 个双学
士学位试点项目。 这些项目都是以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为导向， 涉及的专业都是学校最强或最
具特色的专业。不是单纯的两个强势学科叠加，
所有项目设计均根据学科发展进行顶层设计，
充分考虑学生未来发展的核心需求， 有极强的
专业交叉互补性。项目包含：船舶与海洋工程+
数学与应用数学双学士学位， 机械类国际化人
才培养试点班+数学与应用数学双学士学位，
电子信息类（IEEE 试点班）+数学与应用数学双

学士学位等。修读双学士学位试点项目，在本科
毕业时将拿到双学士学位证书。
双学士学位项目是否还有更多“交
叉”类型？
华东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谷向荣：
首批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
才培养项目陆续招生。 以华东政法大学公共管
理类（法学复合双学位项目班）为例，依托学校
公共管理和法学两大优势学科，为学有余力、综
合素质优秀的学生提供多样化成长空间。 法学
复合双学位项目班的学生将在大一进行通识培
养，一年后可分流到行政管理加法学，或劳动与
社会保障加法学。 在规定的教学学时和年限内
完成学业，可拿到两个学士学位。今年，华政公
共管理类（法学复合双学位项目班）单独设组，
在志愿填报时有更大选择余地。
报读什么高校不需要入学考试？
上海开放大学招办主任尚明华：上海开放
大学本科或专科是开放教育，实行注册入学，不
需要入学考试，只要通过入学资格审核即可。具
有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相同或相近
专业高等专科（含专科）以上学历者，可报读专
科起点本科；具有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业余高
中、中专、技校、职校学历者，可报读高中起点本
科；具有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业余高中、中专、
技校、职校学历或同等学力者，可报读高中起点
专科。开放教育本科(专科起点本科)学生还应
参加上海开放大学组织的入学水平测试， 以便
学校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及辅导。

热闹的餐厅“外摆位”如何才能不扰民

■本报记者 车佳楠
黄浦区斜徐路是本世纪初完成改造的
一条商业步行街。白天，这里是珠宝古玩爱
好者的淘宝圣地；夜幕降临，这里又成了美
食乐园。但对周边小区居民来讲，从 17 时 30
分至次日凌晨 3 时的近 10 个小时并不好
受，不少居民向“解放热线·夏令行动”反映，
时不时传来的喧哗声令人烦恼。

斜徐路全长 190 米，宽 12 米，沿街开出
十多家店，平均每间面宽 8 至 10 米，对应 4
个左右的外摆位。从丽园路拐入砖块铺就的
斜徐路，就能看到西侧一栋四层楼高的商业
裙楼建筑， 底楼商铺自带连廊和欧式拱门。
夜幕降临， 餐饮一条街美景与美味并存，热
闹的外摆位是这条街吸引来客最好的招牌。
斜徐路上的沪小胖烧烤从 3 月中旬恢复
营业。疫情之后，这家店非但没有减少员工，
还增加不少员工应对疫情带来的额外工作。
工作日 22 时， 这里是周边上班族的深夜食
堂，吃客坐在外摆位上，同时还会去其他店铺
点单来吃。周五及周末常常要排队等位。
记者多次走访斜徐路发现，人们更愿意
坐在外摆位吃饭。食客们称：“疫情还没完全
过去， 堂内跑菜的服务员都已经不戴口罩
了，不太放心。”然而，人气足了，管理却有所
松懈，检测体温环节变得十分随机。
就餐高峰时段， 斜徐路上的 16 个停车
位很少有空的，不少机动车只能停放在连廊
边，补货的小货车混杂其中，沉重的引擎声
夹杂着人声，回荡在夜空中。7 月 20 日 23 时
15 分，斜徐路灯火通明。一家日式烧烤店门
外， 远远便听见两名食客在兴致勃勃地畅
谈。从四面八方来的食客坐在这条商铺街的
连廊内，面带绯红，激动时亮起了大嗓门。
油烟扰民和卫生问题同样存在。记者进
入后厨通道， 发现这里成了员工的餐食加工
区。一名员工正在徒手搅拌混入酱料的肉块，

上海才刚经历长达 42 天的梅
雨天，昨天就遇大暑节气，气温飙
升。 记者从沪上多家医疗机构获
悉：三级医院急诊人数已呈现小幅
增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急诊
日均升至 800 人次以上，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自“出梅”后日均门
诊量达 5000 人次， 最高峰较去年
同比下降 20%，但比前一阶段人数
略微上升。医学专家提醒：大暑后
上海气温将不断攀升，市民应及时
防暑降温、安然度夏。

上呼吸道感染较往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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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医院急诊数据显示，近日
以肺部感染、心脏病为主，年轻人则
以日常感冒腹泻为主。 急诊总值班
医生告诉记者，相比往年同期，今年
大暑急诊量有所下降， 这可能与人
群习惯戴口罩有关。 从疫情至今的
门急诊量可以看出， 戴口罩明显减
少了呼吸道感染的可能与风险，这
样的好习惯应坚持。 面对许多市民
“夏天戴口罩会影响肺功能” 的说
法，医生明确：只要不是戴着口罩做
剧烈运动， 对呼吸功能没有任何影
响；无论天冷天热，戴口罩仍是预防
上呼吸道感染最有效的方法。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北院，记者了解到，近日
来，急诊的腹泻患者较多，胸闷症
状患者也较多。 由于梅雨季超长，
出现腰痛不适等症状的患者有所增加，皮肤科因蚊
虫叮咬前来就诊者不少。

非急症大多选择暑期就诊

黄浦区斜徐路美食一条街深夜凌晨噪音扰民屡遭投诉

噪音油烟扰民同时存在

■本报记者 顾泳 黄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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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儿童就诊中， 各类专科就诊量明显增加。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专
科就诊量上升，原本“可看可不看”的非急症患儿，
大多选择暑期就诊。
门急诊办公室主任胡肖伟说，“就诊主要集中
在心内科、骨科、内分泌科、普外科等，但因疫情原
因，今年暑期就诊较去年同期下降，环比六月上升
约 20%，目前日均门急诊量约 4000 人次至 5000 人
次。” 为减少疫情常态化下院感风险， 改善就诊体
验，儿中心目前在内科 2 诊区开放“诊前检查”，如
心脏病术后患儿的复诊需超声检查，到院后可直接
找诊前检查护士开具检查单， 检查后再看医生，减
少环节，提升效率。
疫情至今，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内科就诊人
数每天200至300人次，中医科—针推外治、骨科—
骨折随访门诊、内分泌遗传代谢—少女妇科、矮小
症，还有肝病等专科专病就诊人数均有上升，但没
达到去年同期水平，业务量基本恢复至80%—90%。

出汗后不能立刻洗冷水澡

零时许，食客在美食街高声攀谈。

区长访谈

均 车佳楠 摄

抽油烟设备虽开启，但油烟仍到处弥漫。

黄浦区区长巢克俭表示：夜间经济要规定时间、地点和形式

发展特色小店，不扰民是底线
■实习生 郑爽 本报记者 车佳楠
7 月 22 日上午，黄浦区委副书记、区长
巢克俭在黄浦区的城市运营中心做客 2020
年“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针对丽园路
斜徐路一带餐饮酒吧深夜凌晨扰民的问题，
巢克俭现场连线打浦桥街道、黄浦区商务委
作出回应。
巢克俭说，黄浦的夜间经济走在全市前
列，我们是规定时间、地点和形式的，选择的
区域相对离居民区比较远，影响也小。针对

时不时用手尝一下调的味道， 之后继续搅
拌；烹煮过的烧腊直接被晾晒在空气中……
23 时 30 分，丽园路斜徐路交叉口，浓重的油
烟味弥漫在整个街区。

包容审慎监管如何权衡
斜徐路上一家女装店老板说，沿街店铺
均为私有产权。2004年，斜徐路西侧被规划引
入一些高档特色餐馆，作为周边社区配套，外

丽园路斜徐路餐饮街的问题，巢克俭表态：“支
持特色小店发展是有规则的，不能影响到周围
居民，这是底线。”
打浦桥街道办事处主任周健说， 丽园路
斜徐路并不在黄浦区夜市经济的审批范围
内。 这些店铺的外摆位尽管位于大同商业楼
物业红线范围内，但摆在店门外，属于跨门经
营。他强调，城管部门对特色小店的外摆位抱
着审慎的态度，要求在确保安全、有序、整洁、
不扰民的情况下， 在经过相关部门审批的前
提下，才允许外摆经营。打浦桥街道联合城管

摆位的特色就是从那时候逐渐形成的。 随着周
边一些大型社区形成， 这条街的服务半径不断
变大，道路拥堵、噪声扰民的投诉也多了。
今年 4 月，市城管执法局出台意见，允许特
色小店开展“外摆位”试点。5 月，又印发指导意
见，要求对外摆时间、摆放范围等实施精细化管
理。在城管部门的公开表述中，咖啡、奶茶、特色
小吃、特色手工艺品等被定义为特色小店，可以
在建筑物规划红线范围内进行外摆位。 同时也

中队告知商家对外摆位进行整改， 整改工作
目前已经完成。
黄浦区商务委商业促进科科长王启洋说，
黄浦区作为中心城区，历史底蕴丰厚、区位优势
明显， 是全市特色小店集聚的几个重要区域之
一。但不管是夜市活动还是夜间经济，既然企业
通过这种方式经营并获利， 那么首先要承担主
体责任，在经营活动中加强自律，做好各种相关
问题的处理，与居民和谐共处。同时，城管等部
门也会加强合力，对企业行为加强监管和指导，
确保在开展外摆经营过程中不扰民。

提到，对设置集市、摊点和外摆位主体，实行条
件管理， 要求需经批准。 针对未经批准设置的
“外摆位”等行为，城管部门将依法严格查处，并
指导督促商户落实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制。
盛夏来临， 外摆位为城市增添了烟火气。
而像斜徐路一带这样的外摆位经营状态是否
属于支持发展的经营模式，是否符合相关管理
细节要求， 外摆位带来的扰民困扰该如何解
决，是居民们急切希望解答的问题。

夏日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该如何防护？ 瑞金医
院北院心内科医生朱酉琦说，夏季闷热潮湿，市民
活动量不大，如过多吃火锅、烤肉等，摄入过多热
量可能导致动脉硬化等。“三高” 人群更应适量摄
入高蛋白食物，以防出现急性心梗。专家还强调，
夏天喝水不能一次摄入过多，要少量多次，每次喝
50 毫升至 100 毫升，以白开水为主，出汗多时适量
补充电解质。睡觉前和起床后应喝一杯水，以降低
血液黏稠度，预防血栓形成，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
突发可能。
专家强调，出梅后高温天多，人体温度高、出汗
多，工作或户外活动后用凉水洗脸、冲澡的习惯十
分危险，“突然冷刺激，会造成外周血管收缩、血压
升高，而长时间待在密闭缺氧环境中，可让大脑和
心脏处于缺血状态，有时甚至会导致冠状动脉严重
痉挛、斑块破裂、形成血栓，造成急性心肌梗死。”朱
酉琦建议，酷暑天回家后，应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
10 至 15 分钟，再用温水洗澡；洗澡时间控制在 20
分钟内，饥饿和饱餐状态下不能洗澡。

罕见！早银桂夏日飘秋香
温度湿度提前两个月开启“桂花蒸”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上海出梅第二天，原本
应该在秋季盛放的桂花居然开了！记者昨天从上海
植物园获悉， 该园多株早银桂已挂上嫩黄的花芽，
透出淡淡香气。相比往年正常初花时间，足足提前
两个月，打破了该园桂花初花时间纪录。
对于如此反常的初花时间，上海植物园高级工
程师王玉勤坦言：“罕见！”尽管原因尚不清楚，但推
测可能和今年的气候有关。上海刚度过本世纪以来
最长的梅雨季，一出梅，气温升高，空气湿度还较
大，十分闷热，加之前一段时间时晴时雨，降低的气
温和增加的空气湿度提前开启“桂花蒸”，让桂花以
为秋天到了。

保护长江上海段生态环境

上海侦破36起非法捕捞案

日本杂货巨头入驻同乐坊

本报讯 （记者 王闲乐）为保护长江流域
生态环境，2019 年初，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长江流域重点
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 明确要
求 2020 年底以前， 完成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
除保护区以外水域的渔民退捕， 暂定实行 10
年禁捕。昨天上午，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上海公安打击长江上海段非法捕捞犯罪
活动情况。
今年以来，上海公安组织开展严厉打击长
江上海段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
法捕捞、运输、经营长江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
品的违法犯罪行为。目前，已侦破 36 起非法捕
捞案件。不久前，市公安局边防港航分局侦破
一起长江口非法捕捞案，在本市崇明和江苏连
云港、海门、启东等地先后抓获涉嫌非法捕捞
的犯罪嫌疑人 8 名，收缴作案渔船 3 艘，收缴
包括长江梅子鱼、鲈鱼、鲻鱼、白鲢等各类水产
品 96 箱，重约 1.6 吨。

本报讯 （记者 李成东）昨天，“百年同乐
坊、 百年上海弄堂工业” 历史人文展暨日本
LOFT 公司中国区总部入驻同乐坊仪式在余姚
路 66 号举行。静安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期待此
次牵手碰撞出新的火花，丰富静安区消费业态，
激活零售经济。
LOFT 公司是日本的杂货巨头， 在日本拥
有 131 家店铺， 年销售额 1200 亿日元。 日本
LOFT 公司董事、 海外事业部长庄野桂一郎表
示， 今年以来中国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一
系列促进复工复产的有力举措， 使日本 LOFT
公司更看好中国市场，坚定了如期进入中国市
场并将中国区总部落户静安区的信心。
同乐坊诞生于百年前的弄堂工业集聚区。近
年来，静安区政府持续引进优质企业资源，开发闲
置厂房，打造集生活、工作、娱乐于一体的同乐坊
文化创意园区。而今，这里跨国公司总部代替了
原来的小作坊，个人工作室代替了原来的学堂。

参观者观看各时期的同乐坊地图。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昨天是大暑节气，上
海华夏文化创意研究中
心为养老社区 “快乐家
园”送去 100 余种适老图书，让许多年长者感到十
分亲切，爱不释手。
袁乃中 摄

大暑赠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