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圣》剧照。 祖忠人 摄

全民体能大赛迎上海首站
9月 19日、20日，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动

会品牌特色赛事———2020 全国全民体能大赛
城市赛上海站在杨浦区 XPARK 运动基地举
行，吸引了近百名健身爱好者参与。

比赛遵循体能运动特点，分为计时赛、计数
赛等多种形式，项目包含墙球、划船、单车等。上
海站是 2020赛季的首站，随后体能大赛会在苏
州等多个城市举办，并在 11月迎来总决赛。

图为选手正进行“同步波比跳过毛毛虫”

项目比赛。 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崇明举行休闲体育大会
“生态+体育”打造品牌赛事

本报讯 （记者 秦东颖）曾举办过多场国
际顶尖自行车赛事的崇明区，已是国内自行车
运动氛围最浓郁的地区之一。近日，一场长三
角公路自行车业余赛拉开了第三届崇明休闲
体育大会序幕。

本次赛事为公路赛，分为男子公路精英组
51公里、男子大师组 40公里、女子大众组 23.5

公里等组别， 赛事起终点均为陈家镇郊野公
园，吸引了来自长三角及全国各地的 400多名
选手前来参加。

第三届崇明休闲体育大会以 “乐动崇
明———休闲运动，身心兼修”为主题，结合崇明
优质生态资源，通过“生态+体育”打造崇明品
牌赛事，扩大体育赛事的溢出效应。陈家镇“自
行车小镇” 以自行车元素为核心， 与文化、旅
游、健康等产业融合发展，目标是打造成“上海
低碳生活目的地、全国体育小镇示范地、国际
自行车运动高地”。陈家镇专门建有 60公里自
行车专用绿道、 国际一流的体育训练基地、国
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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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尖尖

清晨时分，杨树浦港河
岸的步道上迎来第一批健身
市民。80岁老人吕伟民告诉
记者：“退休后我常在河畔散
步， 看着河道环境一天天变
好，我一直都想参与其中。”

作为道路工程专家，他
曾先后主持过虹桥国际机
场、广州白云机场、东海大
桥桥面铺装设计与施工建
设，获得数十项国家、省部
级科技进步奖。如今，他有
了个特殊身份，成为杨浦区
聘任的首位“名人河长”。昨
天，聘任仪式在杨树浦港河
畔举行，同日，一支控江社
区巡河志愿者队伍正式成
立，现场还发布了控江路街
道河长巡河体验路线。

“名人河长”履新
杨树浦港是沪东地区

主要河道之一，西北起于走
马塘，东南入黄浦江，杨树
浦港全长 4.5公里， 沿线分
布着平凉、控江、江浦 3 个
街道，而流经控江社区的这
段河道长 1.6公里。

“过去杨树浦港沿线分
布着很多企业，河道污染严
重，后来企业关停，河道定
期清淤，水质逐步改善。”控
江路街道社区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李伊华说，目前河道
处在恢复和保养的关键阶
段， 管理部门定期巡河，一
旦发现排污，马上进行执法
和约谈，但同时也需要依靠
民间力量来发现河道污染
源。“民间河长”的作用正在
于此。

吕伟民家住在杨树浦
港边上的华升新苑 ，2005

年从同济大学退休后，他从
同济新村搬到此地，家门口
的这条河道伴随了他 15 年
的退休生活。“其实河道养
护和道路养护，原理是相通
的。” 吕伟民是道路工程专
家， 他曾主持设计了 1990

年虹桥机场跑道改造，把水
泥的刚性跑道变成沥青的
柔性跑道， 当时在全国是首例。“道路养护不能依
靠一个部门， 要每个参与者共同维护， 河道也一
样。河流是个生态系统，生活在河边的人是生态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每当看到有人在河边钓鱼，吕伟民就会
上去劝阻：“现在河道的生态环境还比较脆弱，不适
合钓鱼，因为河流中的鱼有洁净河水的作用，对河
道非常关键。”去年，吕伟民获得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纪念奖章，成了控江社区里的“名人”，他觉得自
己更有责任带领大家一起来守护城市生态。

亲水岸线“可阅读”

一条“杨树浦港水岸历史长廊”沿河而建，让市
民在漫步河岸的过程中“阅读”关于杨树浦港的老
照片和故事，了解这里的历史。

杨浦的区名，就源于杨树浦港。据《上海地名
志》记载：“19世纪末叶后，人口增多，工商繁荣，‘杨
树浦’遂逐渐成为区片名称，为使区片名和河流名
有所区别，将河流‘杨树浦’，改称‘杨树浦港’。”

位于杨树浦港的高郎桥（又称长阳路桥）地区
是沪东棉纺织工人的生活区。它以棉纺织工厂区为
轴心，以女工职业群体为主体。工人们辛苦劳作之
余聚集于此，生活的琐碎在此消磨，革命的思想在
此碰撞，使这里成为沪东工人运动的摇篮。

上世纪 90年代， 杨树浦港主要承担外河黄浦
江船只避风、行洪排涝功能，承接沿河居民生活污
水，水环境污染严重。1999年，为进一步提升人民生
活环境，“两港”（杨树浦港与虹口港） 截流工程启
动，杨树浦港污染源减少 70%。同年，杨浦区政府建
设兰州路滨河休闲街，利用河岸腹地同步建设兰馨
广场，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临河漫步空间。2018年，杨
树浦港滨水空间样板段全线建成。杨树浦港水岸环
境不断提升，河道水质稳定在 IV类以上，被评为上
海市首届“最美河道”。

近年来，杨浦大力推动“全民治水”，不断激活
基层治理活力。“企业河长”“党员河长”“校园河长”

层出不穷，参与人群也越来越多元化。“此次‘名人
河长’的首聘，是杨浦区全民治水的再延伸、再探
索。”杨浦区副区长、河长办主任徐建华说，希望通
过“名人河长”的带动效应，深化完善河长制体系建
设，引导全社会参与护水治水。

解放分析

顾村公园将办金秋游园会

1?余株桂花等你来欣赏
本报讯 （记者 周楠）记者日前从宝山区

获悉， 顾村公园 2020金秋游园会将于 9月 25

日至 10 月 23 日举行。届时，园内将有五大主
题活动，分别是赏花之旅、科普之旅、文化之
旅、成长之旅和运动之旅。

秋季的顾村公园将从满园的绿逐渐变红、

变黄，变得色彩斑斓，阳光照射下，银杏、无患
子、纳塔栎、乌桕、枫香、黄连木等成片树木层
层叠叠，颜色绚丽缤纷，组成一幅幅多彩的田
园风景。在赏花之旅中，最吸引人的要数“桂香
满园”了。金秋赏桂是顾村公园传统旅游项目。

公园开园范围内目前共种植了 10000 余株大
小不等、形态各异的桂花树，主要品种有金桂、

银桂、丹桂、四季桂等，游客在游园时能闻到桂
花的清香，感受“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
香留”的惬意。公园二期环悦林湖区域的月季
主题花园总面积约 535亩， 展示品种 128种。

月季花期是 4月底至 12月底， 其中 5月和 10

月为盛花期。月季园分三大区块，展现月季的
婀娜身姿与浪漫色彩。

科普之旅中，游客通过公园微信公众号发
布的《寻找色变植物》活动信息，在公园内找到
任意 5 种色变植物并标注植物名称后上传照
片，可获得“游园礼包”。

文化之旅的活动也很丰富，包括樱花文化
大赏、“芬”享·国风雅集、香遇·“香”见你。

聚焦“空间重塑”，29位艺术家参展

静安国际雕塑展走向街区
本报讯 （记者 唐烨）“2020中国·上海静

安国际雕塑展”将于 9月 26日至 12月 31日在
静安雕塑公园举行。记者昨天获悉，今年雕塑展
将走出公园，延伸至吴江路步行街广场、恒隆广
场、丰盛里等热闹商业街区，促进城区品位的提
升，让更多市民游客能随时欣赏艺术之美。

自 2010 年起，“中国·上海静安国际雕塑
展”以双年展的形式呈现，先后成功举办五届，

不仅将国际顶尖作品引入中国，使中国公共艺
术家作品与国际同行同台竞技交流，而且充分
展现国际静安的艺术魅力和人文内涵。

本届雕塑展以“空间重塑”为主题，以人对
生活品质的更高需求为出发点，将生态、艺术
元素整合，植入商业、休憩、教育等各类公共空
间，营造精致、宜人、富于想象力的城市环境。

展品为 33组 55件，共有 29位艺术家参展，跨
越 10 个国家，其中国外艺术家 13 位、国内艺
术家 16位。如当今英国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

也是唯一一位获得过 4次特纳奖（欧洲最有威
信的视觉艺术大奖）提名的艺术家理查德·朗，

此次他以作品《四向》参展，作品在状如地球和
山脉的意象上形成对世界的观感，有着深刻意
义； 曾参加第 11届卡塞尔文献展和两届威尼
斯双年展的喀麦隆艺术家帕斯卡尔·马尔蒂
那·塔尤，此次参展作品为《会说话的树》，以生
活中日用的塑料容器构建状如生命之树的艺
术品，强调生命的持久与永恒。

胸科医院施行全球首例“肺动脉自膨胀式瓣中瓣”植入术

守护30余?，为患者二换“心门”
本报讯 （记者 黄杨子 通讯员 邓天）“我

18岁在这里治好了先天性心脏病， 如今我 54

岁了，胸科医院的专家又救了我一回。”病床上
的刘阿姨脸上挂着笑容， 看起来气色很好，很
难想象她曾经经历了无数次心脏疾病的折磨。

近日，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心内科
主任何奔，以及结构性心脏病亚专业主任潘欣
带领多学科团队， 运用国际先进的介入技术，

成功施行了全球首例 “肺动脉自膨胀式瓣中
瓣”植入术。

刘阿姨出生时就患有法洛四联症（TOF），

这是一种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畸形，75%的重症
者活不过 10 岁。在她 18 岁时，胸科医院首席
专家、心外科教授邱兆昆为她做了外科修复手
术，取得良好效果。

2015年，步入中老年的刘阿姨心脏出现肺
动脉瓣反流，她在胸科医院接受了内科瓣膜植

入。 然而，2016年、2019年刘阿姨因蛀牙导致
心内膜炎，引起高烧不退、败血症等全身性感
染，所幸及时救治转危为安。

今年 9月以来，刘阿姨的心脏又开始感到
不适，走路吃饭都喘得不行。通过检查，医生们
发现心内膜炎给她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患者先前植入的瓣膜被细菌侵袭，毁损了。“心
门”彻底坏了，所以造成肺动脉瓣的严重反流，

患者的心脏扩大至正常人的两倍。

潘欣立即发起多学科会诊， 专家们分析，

只能再装一扇新的“门”，代替原来损坏的。但
依据刘阿姨的身体情况，再次开胸换瓣已经不
可行了，这“门”还能怎么装呢？综合考虑患者
的情况，心内科团队提出“瓣中瓣”手术方案。

如同俄罗斯套娃一般，通过介入方式，在损坏
的瓣膜里面装一个新的自膨瓣。

自膨瓣，其特点是不用球囊扩张，到达位

置后可以自己打开，就像一把自动雨伞，更加
便于医生在术中的操作。这种瓣膜更宽更大，

也更加适合刘阿姨的心脏尺寸。“门”选好了，

怎么把“门”放进心脏呢？“瓣中瓣”植入对技
术要求本身就很高，因为从解剖来看，在肺动
脉做“瓣中瓣”植入，导管需要经过三尖瓣，其
路径会形成“Z?”弯曲，给医生操作带来更大
难度。

怎么办呢？ 凭借多年的介入诊疗经验，团
队 反 复 论 证 分 析 ， 决 定 运 用 先 进 的
“buddywire&sheath”技术来完成自膨瓣的植入。

这一特殊的导丝组合能够让曲折的血管路径
变得平直、光滑，使原本不易通过的“弯道”可
以顺利突破。道路顺畅后，潘欣一点点地将瓣
膜送入，到达目标位置，释放、脱鞘，“砰”得一
声，自膨瓣自动打开了，完美地嵌在之前破损
的肺动脉瓣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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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委发文直击体教合作“痛点”，今后将共同培养健康合格人才

促进体教融合，开齐开足体育课

■本报记者 龚洁芸

昨天， 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
见》， 包括八方面 37 条措施， 从保证锻炼时
间、丰富活动形式、完善保障措施、健全考核
机制等方面， 对青少年体育教育工作进行了
说明。

从以往的“体教结合”到如今的“体教融
合”，《意见》 的出台给教育界和体育界带来了
震动。沪上专家表示，从“结合”到“融合”，看似
只有一字之差，却意味着教育和体育合作将从
物理反应变为化学反应，双方携手推进深化改
革，共同培养“健康合格人才”。

从“结合”到“融合”的转变
《意见》在“总体要求”第一条写道：“树立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开齐开
足体育课， 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

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在过去很长
一段时间里，体教结合的瓶颈在于：体育部门

总希望教育系统帮助培养后备人才，但教育系
统的关注点是学生的体质、健康和成长。

在上海市中学生体育协会主席、 特级校
长徐阿根看来， 体教融合改革的目标是全体
学生， 学校体育将对促进青少年健康起基础
性作用， 最终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
人才。

上海市体育特级教师、市东实验学校校长
沈洪说：“《意见》的出台，强调了体育在教育中
的地位。之前，体育可能会被弱化和忽视，但体
育始终是教育的一部分， 如今各类措施的出
台， 从外部表现上看是两部门的资源整合，从
内涵发展来看是强调关注每个孩子的健康，注
重‘人的发展’。”

其实，上海把“全体学生的体质健康”作为
首要目标，体育和教育两部门从“结合”到“融
合”的理念转变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市体育
总会原副主席郭蓓说：“2012年 2月，经过体育
和教育部门几轮协商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召
开了体教结合会议，确定了体教结合的主要内
容从‘培养后备人才’改为‘学生健康促进、后
备人才培养、运动员文化教育、体教结合机制、

体制保障’。 促进学生健康理念在当时被提了
出来。”

体育后备人才多了出处
“体育一定会汇入教育，《意见》重申了学

校体育的基石作用。”徐阿根说，学校是学生
获得技能、实现人生幸福的地方，体育是“五
育并举”、完善人格的基础。一系列的赛事改
革措施， 也强调了学校体育在培养后备人才
中的作用。

“《意见》把体育和教育两部门之间的围墙
完全拆除了。”郭蓓说，《意见》明确，所有义务
教育、 高中和大学阶段学生体育赛事由教育、

体育部门共同组织，拟定赛事计划，统一注册
资格。未来，我们国家的青运会和学生运动会
将合二为一。

两部门一起“合育”人才，《意见》中也给予
了非常具体的政策指导。“比如要完善竞赛体
系，平时校内要有比赛，周末有校际比赛，假期
组织跨区域及全国性比赛。”徐阿根说，除了学
校内部的比赛，《意见》还鼓励学校参加“围墙”

之外社会体育俱乐部的竞赛、培训。

此外，《意见》将对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建
设进行改革：教育和体育部门将联合组建高校
的高水平运动队，双方在教育和集训方面各司
其职。“全国有 280多所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

但其实水平并不是很高。这次《意见》要求教育
和体育部门共同推进国家队、省队的建设改革
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相衔接，作为体育后备人
才培养的一个出处，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体育科目纳入升学评价
“将体育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范围，纳入中考计分科目，科学确定并逐步提
高分值，启动体育素养在高校招生中的使用研
究。”《意见》中的这一条，是学生和家长最为关
心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导向，有助于推动家长
和学生提高对体育重要性的认识。”郭蓓说。

徐阿根说，目前上海中考体育为 30分，未
来可以进行改革，“比如可以让学生更多更广
地选择，让他们选择自己在行、擅长的。因为纳
入考核并不是考核的最终目的，而在于让学生
有体育兴趣爱好，陪伴终生。”

当然，从“结合”到“融合”有个过程。郭蓓
说， 加快这一进程还需要科学规划和设计，最
终将《意见》落到实处。“这一次提出的 37条具
体举措，每一条都是针对之前体教结合过程中
遇到的痛点。”徐阿根说，未来教育和体育部门
需要在招生选材等多项具体问题上进一步出
台细则，促进青少年体育健康发展。

从传统书场走进大剧院“表演”，首部评弹剧《医圣》引热议

评弹演员跳起舞，能获认可吗

3月 19日开排，8月 19日首演，评弹剧
《医圣》从传统书场走入大剧院，刚好历时 5

个月。作为首部评弹剧，有哪些经验值得思
考？日前，上海文艺界专家学者济济一堂，探
索新时代评弹的打开方式。

突破：让演员动起来
《医圣》由上海评弹团携手上海中医药

学会打造，讲述东汉末年名医张仲景临危受
命，出任长沙郡太守，带领全郡军民抗击瘟
疫， 功成身退后归隐山林著就 《伤寒杂病
论》，终成一代医圣。《医圣》有别于传统评弹
作品，打破评弹表演不注重舞台调度的传统
定式，对“一桌二椅”进行格局的突破，将视
听效果从演员身上延伸至舞台。

“当下科技高速发展， 观众群不断细
分，给评弹提出挑战。”上海评弹团团长高
博文坦言， 一开始没想到做评弹剧，“评弹
属于曲艺范畴，加上剧，就和戏剧搭边。评
弹演员都是‘轻度半身不遂患者’。坐在书
台上，上半身弹唱表演游刃有余，但要站起
走几步，就不知道手脚往哪里放了。我一直
在思考，《医圣》要让演员动起来，还要扬长

避短。”

剧组边做边摸索，以打造传得开、留得下、

有新意作品为目标。饰演百姓、青年医生、灾民
等角色的青年演员承担更多“演”的任务，其中
还有大段舞蹈动作，从上海京剧院请来孙伟做
形体指导老师，“几乎脱了一层皮，不过却是痛
苦并快乐着”。高博文说，《医圣》内核还是“评
弹”，不是“评弹+剧”的生硬组合。

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滕俊杰生在苏州，从
小浸润在评弹氛围中。他看完《医圣》后强烈
感受到评弹属性，“要创新， 但也不要丢掉评
弹的根”。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广润赞扬 《医圣》说
表与舞台画面组合，让观众有满足感，“我们鼓
励学生多去听听评弹， 学习如何塑造人物心
理、性格”。

在上海市剧协副主席刘文国看来，《医圣》

移步不离形，实现苏州方言“全覆盖”，蒋调、丽
调、张调、严调中穿插节奏独特的评弹曲牌，如
山歌调、剪剪花和道情调等。

创新：评弹变评弹剧
近年来，上海评弹团《林徽因》《繁花》做过

不同方面的尝试。《医圣》提出“评弹剧”概念，

从理论思考向创作实践迈出一大步。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副秘书长
吴孝明对《林徽因》女演员穿旗袍还是戏服
引发关注记忆犹新，他以中篇评弹这一艺术
形式诞生为例，“有些观众起初不买账，但现
在中篇评弹深受欢迎。评弹人主动求新求变
求发展，随着时代变化带来概念变化，从静
态、动态到活态，敢于变化更要善于变化。评
弹变成评弹剧，一直在创新。”

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胡晓军
认为，《医圣》文本唱词传统、形式创新，曲艺
说唱与戏剧表演结合，增强演员综合能力与
大局观，“实现从个体户到合作社，从上身运
动到全身运动变化。以作品为由头，增强年
轻演员的凝聚力”。

观众们对《医圣》寄予期待。上海戏剧
学院教授戴平希望这部充满活力与生气的
作品能打磨成评弹团保留剧目。 中国剧协
副主席罗怀臻感慨，在不断拓展创新时，反
复提醒自己不要老化。 上海市文联党组成
员、 专职副主席韩陈青不回避争议：“在发
展当中会有不同看法，我们讲热议，热议有
部分好的，有部分不好的，但可以在热议中
普及，普及才能发展。”对此，吴孝明深有同
感：“要做成话题。现在有了诗，还要和远方
结合在一起。”

■本报记者 诸葛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