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健康上海建设典型案例分享会举行

用“健康故事”讲述“上海智慧”
本报讯 （记者 顾泳）昨天召开

的新时代健康上海建设典型案例分
享会上，用“健康故事”讲述“上海智
慧”，8 家示范案例获奖单位进行交
流。由解放日报参与主办的“上海医
改十大创新举措”案例，也获评新时
代健康上海建设示范案例。

去年 8月， 由市健促委主办、市
健促办和市健康促进中心承办的新
时代健康上海建设典型案例征集推
选活动在全市启动。在报送的 315个
案例基础上，市健促办等相关部门完

成初审， 先后召开案例推选讨论会、

专家评审会，最终推选出 140个典型
案例， 其中包括 60 个示范案例、80

个优秀案例， 同时产生 20个优秀组
织奖。

140个获奖案例具备 “健康实事
有力度、健康举措有温度、健康管理
有深度、健康服务有广度、健康视野
有高度”五大特点，集中展示健康上
海建设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为推
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健全公共卫生群
防群控机制、深化《健康上海行动》带

来重要启示。

分享会上，市体育局分享了健身步
道、品牌赛事、体医融合等多个案例。复
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打造了我国首个
儿童医学体验馆“梦想医学院”，并在全
国率先探索和推进区域儿科医联体建
设的案例，今后将建立一整套儿科医学
科普健康教育的传递模型，为国家探索
有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方案提供有益尝
试。松江区健康促进办介绍创建健康企
业案例， 以职业人群健康促进为抓手，

致力构建全人群健康促进体系。

市优秀抗疫原创曲艺作品云展演举行

艺术家除夕夜创作《逆行天使》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2020年
上海市民文化节 “曲战疫·艺赞情”

上海市优秀抗疫原创曲艺作品云展
演活动前天在嘉定区举行。广大曲艺
工作者自除夕开始，以浓烈的家国情
怀和敏锐的感知力，用情用心创作了
一大批抗疫主题的曲艺作品。

当晚展演中第一台节目上海说唱
《逆行天使》诞生于除夕夜。1月 24日
深夜， 上海曲艺界十多位身处国内外
的艺术家被驰援武汉的白衣天使感
动，第一时间通过网络聚集，首次使用

手机创作、录音，并于大年初一完成这
部曲艺界第一个抗疫主题的作品。国
家级非遗项目锣鼓书代表性传承人谈
敬德创作的锣鼓书《此生不悔入华夏》

以山东援鄂医疗队员张静静事迹为创
作蓝本，讲述从舍“小家”顾“大家”，到
“大家”为“小家”的感人故事。快板书
《砸泥壶》通过发挥曲艺批判讽刺的功
能，语言精练、话锋犀利，有力鞭挞了
抗疫期间的不良现象。弹词开篇《我等
你》以拟人化的方式，诉说古镇南翔与
英雄城市武汉的两地情。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曲艺家协会、

嘉定区文化和旅游局、嘉定区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中共上海市嘉定工业区

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依托“长三角曲
艺合作联盟”，以“云”征集的形式创新
长三角曲艺交流。

展演中来自长三角的作品也精彩
纷呈。颂扬女性医护工作人员坚守一线
的扬州清曲《别样的美丽》、以小狗“啊
呜”视角寄托对援鄂家人思念的杭州小
热昏《等你回来》、赞美广大医护工作者
的太和清音《白衣丹心》、讲述餐馆老板
努力配合防疫工作而关门停业的安徽
大鼓《关门》、描绘终于摘下口罩的医护
人员总算能紧紧拥抱的绍兴莲歌《一个
紧紧的拥抱》等，通过丰富多样的地方
曲艺形式，向白衣天使、平凡英雄和奉
献大爱的精神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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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性能工模具钢项目专利技
术，一举打破其他国家对我国高
性能工模具钢的技术封锁，有望
带动传统工模具钢上下游产业
链转型升级。现在已组建科技型
公司，希望校企地方携手，撬动
钢铁产业新的增长点。

高校科技赋能制造，助力产
业转型升级， 第 22届工博会高
校展区中，不少新技术、新成果
令人欣喜。

产业自主发展的“底气”

产业发展中，自主创新技术
是最可贵的“底气”。

射频电路是广泛应用于无线
通信中的集成电路， 上至卫星通
信，下至手机、WiFi、共享单车，处
处都有射频电路的身影。然而，射
频EDA具有技术门槛高、难度大、

成果积累时间长、用户惯性大、见
效周期慢的特点。 射频EDA领域
中，国外企业起步较早，目前占据
我国市场90%以上的份额。

针对我国对自主可控的射频
EDA软件的迫切需求，中国科学
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毛
军发院士和教授吴林晟研究团
队， 使用上述自主研发的射频
EDA软件，可以精确预测器件、电路、芯片的电磁场
和多物理场耦合特性， 揭示模块中各个部分的物理
特性变化规律，对芯片与封装一体化的电磁仿真、电
热协同进行分析和设计。 这一团队与应用单位联合
研制出可用于无线通信等诸多领域的三维集成毫米
波收发模块等多款射频模组产品， 设计准确性大幅
提升，减少反复优化设计与试制的迭代时间，设计和
研发效率大幅提高，使产品可以更快上市，也降低了
研发成本，实现组件性能、功耗和成本的最优化。这
些产品已大批量应用于多个射频与无线系统中。

身边新技术多源自高校
人工智能时代， 语音识别是兵家必争之地。在

上海师范大学展区，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老师龙艳
花领衔的团队带来的关键技术，延伸出许多不同合
作方的新产品，宛如一颗种子，在新兴产业的多个
技术应用层面开花结果。

此次参展的“智能语音电子病例系统”由上海
师范大学语音识别团队以校企产学研合作的形式
研发而成。大学负责关键技术的创新和研发，企业
负责应用优化和技术推广。该系统主要用于帮助医
护人员采用语音的方式直接录入病历，具有天然的
无接触优势，可解决医护人员由于防护措施严密造
成的操作办公电脑不便问题。

在人机交互新兴领域，技术应用风口不断被发
掘。上师大研究团队在智能语音信息处理、人工智能
多学科融合等方面开展基础应用型产学研合作研
究。虹梅街道的“疫情防控机器人”、厦门市新冠肺炎
定点收治医院和北京小汤山医院的智能医疗设备
（智能语音电子病例系统） ……这些身边的新产品、

新技术，正是源于许多这样的高校“种子技术”。

走近《傅雷家书》《随想录》《读书》《新华文摘》背后的出版家———

“三多”先生范用：一生为人做嫁衣
编辑家、出版家、书籍设计家范用，是人

称“书多、酒多、朋友多”的“三多”先生。

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 1938 年，

年仅 15岁的范用走进抗日文化队伍， 参加
党领导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工作。1939年范
用加入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他转战武汉、

重庆、桂林、上海，直到调入北京，一直在出
版战线工作。 今年 9月 14日是范用先生逝
世十周年纪念日，在杨浦区四季广场，“为书
籍的一生———范用逝世十周年纪念展”拉开
帷幕，《范用存牍》新书同时首发。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范用的名字，但他策
划编辑出版的图书影响了一代代人，如《傅雷
家书》《随想录》《牛棚日记》《干校六记》……

他参与创办《读书》《新华文摘》等杂志。范用
著有《我爱穆源》《泥土·脚印》等书籍，留下
自己所历、所思、所想、所为的印迹。他还是
“爱美”的书籍装帧艺术家，设计了 70 余种
书的装帧。

“应当仅奖一人，那就是范用”

此次纪念展以范用生平为起始，将他的
不同身份分章呈现：革命者范用·最初的梦、

编辑出版家范用·书情与友情、杂志家范用·
读书无禁区、作家范用·赤子之心、书籍设计
艺术家范用·叶雨书衣、 范用珍藏， 通过书
信、书稿档案及范用珍藏的实物等，展示范
用丰富而厚重的一生。

其中“编辑出版家范用”展现了范用策
划主持出版、在中国图书出版史上具有重要
文化价值和文学品位的经典图书：经久不衰
的《傅雷家书》、讲真话的《随想录》、“文革”

中写下的日记———《牛棚日记》、 历史的证
言———《干校六记》、 书比人长寿———《编辑
忆旧》《为书籍的一生》。

三联书店的书稿档案里，留存了范用为
这些书的出版撰写的推荐意见。作者来信中
满是对范用的诚挚赞美和感激，如巴金先生

在给范用的信里写道：说真话，我拿到这部书
已经很满意了。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
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的这部多灾多
难的小著引进“文明”的书市的。赵家璧在信中
写道：关于《编辑忆旧》，更是你一手把它促成
的，印得既快又好……这本书在社会上受到好
评， 这和你对我的大力鼓励和协助是分不开
的。我这次参加评选韬奋出版奖时，我的内心
独白是：“应当仅奖一人，那就是范用！”

叶雨是范用的另一个名字，因为作为社领
导，范用设计的封面不能自己审核，便起了个
笔名———叶雨，业余的意思。他曾说：我这一生
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
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

一生都在“为他人做嫁衣”的范用，直到晚
年才开始为自己出书，《我爱穆源》倾注了他对
童年的怀念、 对穆源小学同学老师的思念、对
小学丰富多彩的生活的留恋。商务印书馆原总
编辑陈原曾在给范用的信中写道：“你写的文
章一口气读完，太好了，比我（或我们）这些毕

生‘舞文弄墨’的好多了。好就好在平凡和真
挚。望多写一些，也许可以让读书界能呼吸一
点新鲜空气。”

很多人都对范用先生家的客厅和书房印
象深刻，那一排排塞满书的书架和书橱，常常
让人有坐拥书城的感觉。 纪念展特别辟出空
间，“复制”了范用的书房和客厅。

“哪里是开书店，他在交朋友”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和出版业的发源
地和中心。本世纪初，范用曾致函国家新闻出
版总署领导，呼吁建立出版博物馆。2004年，他
将珍藏多年的一批读书生活出版社、三联书店
的文献史料等 88件文物捐赠给筹建中的新闻
出版博物馆。范用去世后，家属又将相关遗物
整体捐赠， 包括 1?余册图书、4000余份报刊
和 2800余封信件等物品。

将于明年建成开馆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出
版博物馆建筑已于日前结构封顶，未来馆内也
将展示范用捐赠的珍贵文物史料。 去年起，中

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将馆藏范用生前
珍藏的两千多封信的全部文字录入并校对，

由出版人汪家明主编，选取范用与近四百位
作者、出版人、编辑、书店人、媒体人、热心读
者之间的 1800余封信，成为博物馆文库·史
料系列《范用存牍》（四卷本）。

《范用存牍》收录的信件时间跨度从 20

世纪 30年代到 2009年， 大多写于 1978年
后。信件反映出范用作为文化寻矿者、发现
者的执着和赤诚，以及他作为出版者对中国
思想文化领域的关注与思考。通信者范围从
李公朴、胡愈之、黄洛峰，到钟叔河、罗孚、黄
裳、董桥，再到陆灏、顾军、池莉、张昌华，既
有长辈，也有同辈和后辈，某种意义上记录
了一代代知识分子在大转型时代里呈现出
的精神状态与心态。

范用与作者的交往由书始， 却不止于
书，他将与作者的交情由工作延伸到了生活
中。用夏衍的话来说，那就是“范用哪里是在
开书店（出版社），他是在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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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大学体育老师走上思政课讲台
思政课“一院一大课”不断推进，上海大学探索中给自己出“难题”

“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这句调侃，

说的是课程老师不对口导致文字水平不高。

如果一群体育专业教师来上思政课，会是
什么样？ 新学年， 上海大学正在做一件这样的
事———2020级新生在通识课列表上发现一节
新课“体育中国”。作为课程思政探索的一部分，

授课教师团队包括高水平武术队教练，篮球、乒
乓球国际级裁判， 体育专项教研室主任……备
课会从暑假开到这个礼拜，十多人争论激烈，下
周二即将开课。目前，选课学生有 12人。

备课会火药味比赛场浓
9月 8日上午 9时， 上大体育学院体育馆

T105室，“体育中国” 第二次备课会正在进行。

一门课十讲， 参与备课的除了上课老师外，还
包括社会学系博导陆小聪等 “外援”。3个多小
时的讨论，火药味似乎比赛场更浓。

“我们的教学目标，以体育内涵和体育精
神为引领，诉说中国社会从‘东亚病夫’到‘体
育强国’的发展历程……”体育学院院长刘兵

是第一讲主讲老师， 根据他对这门新课的理
解，准备了许多珍贵的视频、图片课件，其中包
括顾拜旦于 1912年斯德哥尔摩第五届奥林匹
克运动会上发表的散文诗《体育颂》。

“这个很棒！课堂上请学生来朗诵，中文、法
文各一版，是不是更有感染力？”有人出点子。

“现在的年轻人离那一段历史比较遥远，如
果一开场直接提问你知道‘东亚病夫’这个词怎
么来的，会不会更有冲击力？”陆小聪不寒暄，直
接提建议。

学院里负责主讲羽毛球和田径训练课程
的副教授曾朝恭，在自己准备的“体育与社会”

一讲里，结合专业特长，直接带学生挖掘“马拉
松热的社会学审视”。

“现在跑步很热，这个能抓住他们的点。”

“能不能直接从‘你喜欢跑步吗？’这个有争议、

能引起学生表达欲的问题导入？”讨论中，同事
们的问题、建议不断提出。

体育背后的道该怎么讲
“作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整体试点高校，

上大已经开出‘大国方略’系列、‘人工智能’系

列等思政教学链，在这一基础上，结合“四史”

教育，‘红色传承’ 系列课程， 是我们的新探
索。”参加讨论会的课程策划人顾晓英说。

做“体育中国”，主要希望更多具有专业
知识的老师参与进来，讲出体育的魅力，希望
学生能从教授专家讲述的体育故事中思考
“体育是什么？”为什么说“体育强则国强，国
运兴则体育兴？”“全民健身为什么能够上升
为国家战略？”简而言之，希望这堂课讲出体
育背后的道。

“最大的困难，是内容太多，不知道该怎么
讲。”高水平武术队教练徐春毅坦言。他主讲的
部分是“武韵中华”，照理说专业对口、信手拈
来，但怎样选择有趣的知识点，帮助学生更好
地体悟，他着实下了一番工夫。最终，武术和日
常生活中都常见的“抱拳礼”的正确姿势什么
样，成为他第一个课堂“小爆点”。“武术讲究的
是‘以礼始，以礼终’，人生也是如此。”他说。

“跑过一?米的老师和没跑过一?米的老
师，给学生讲怎么跑步，内容和效果是不一样
的。”上大体育学院教师胡吉说。作为一名执裁
CBA的国际级裁判， 他想通过一个个小故事，

告诉学生怎样从体育的热闹背后，看到国际关
系和中国在对外交流中的话语权变迁。“我教
的篮球专项课非常受欢迎，可这次的课还是第
一次。”胡老师还在一遍遍打磨教案。

可能要面对“12人教室”

尽管准备充分， 但从选课学生人数来看，

新课似乎面临尴尬。目前仅有 12人选课，可能
和备课组老师人数差不多。

面对可能的 “12人教室”， 老师慌吗？“人
少？我不担心。”武术教研室主任申亮说，新课
不为人知， 需要一轮一轮磨砺和自我提升，吸
引更多学生口碑相传。在体育学院院长刘兵看
来，这是学科建设和锻炼队伍的契机，第一轮
选课人不管多少，一样要认真准备，认真探索
新的课程思政路子。

“体育老师来上思政课，这样的新课新事
不容易，但我们有信心把它做成人气课程。”顾
晓英说，在这门课上，校方有意试点同步录制
在线课程，设计“做中学”环节，欢迎更多青年
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学习、沟通。同时，这也是学
校思政课建设“一院一大课”的继续推进。

■本报记者 彭德倩

■本报记者 施晨露

■本报记者

彭德倩

今夏接待泳客累计600余万人次

全市救助溺水泳客2067起
本报讯 （记者 秦东颖）今年本市游泳场所夏

季开放时段为 7月 1日至 8月 31日。昨天，2020年
上海市游泳场所夏季开放服务工作总结表彰会通
报相关情况。

今夏全市对外经营开放的游泳场所为 762家，

较去年的 802家下降约 5%； 各经营开放游泳场所
累计开放约 22?场次， 共接待泳客累计约 682?
人次；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达标人数 12.3?人次；对
“四类人员”培训发证 3812 人，全市上报成功救助
溺水泳客 2067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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