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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应提防儿童意外伤害
儿科医院联合各界发起!儿童无伤害日"行动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罗燕
倩" 暑假是意外伤害高发时段# 仅 ! 月

"# 日到 $ 月 % 日 #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就接诊了 "#& 多例意外伤害的患

儿$ 昨天# 以 %伤害远离儿童# 健康成

就梦想& 为主题的 %儿童无伤害日& 行

动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正式启动$

与此同时# 儿科医院 "&%# 梦想医

学院之医学科普体验营也拉开了序幕$

在为期两个月的暑假中# 这里将有八期

医学科普课# 孩子们可以通过专业而充

满趣味的课程# 了解日常生活中有哪些

隐患# 以及预防' 应急和化解的方式#

学会自我保护并积极行动起来$

活动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等单

位联合发起# 希望推动全新的儿童安全

观和科学的意外伤害预防知识# 倡导各

方有序参与儿童保护$

互动游戏电影!未来娱乐新模式"

真人!演"游戏#虚拟人!拍"电影$玩家按键操控决定剧情走向

说是游戏#它全程只需要按几个键(

说是电影#它情节的快慢#乃至情节#又

都取决于你选择的按键$ 不久前在 '()

!家用游戏机"上发售的)底特律*变人+

一开始被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游戏#

但当越来越多的人完成%通关&后#%这是

电影&才是更被认同的定义$

但是#不管怎样#由真人与电脑合成

的%人&共同组成的游戏或电影#越来越

成为未来的全新娱乐样式$

精彩的电影还是 !不及
格"的游戏%

这一游戏的三位主角都由真人饰

演# 通过三维建模和动作捕捉技术移植

到虚拟场景$ 得益于表情和动态捕捉技

术的发展# 演员面对不同场景的微表情

都能被一一捕捉下来# 玩家几乎察觉不

出# 究竟是在看计算机动画还是真人出

演的电影$

不过很快# 当你根据剧情需要操控

角色走到鱼缸前#游戏和电影的%不同&

便显现出来$ 电影让你看到了一条热带

鱼摔在地上#奄奄一息$你必须选择*%拾

起 &还是 %视而不见 &#剧情才能进行下

去$ 随后#你要在固定时间内调查屋子#

掌握线索的多少关系到你能否成功指认

罪犯#并进入下一步剧情$

在这款游戏中# 玩家大量时间不是

用来玩#而是用来看剧情#即便在打斗环

节# 玩家也只需按照提示依次按下手柄

上的按键#就能欣赏电脑合成的%惊险&

场面$尽管剧情受到了很多人的高评价#

但在游戏性上#它却被不少玩家认为%不

及格&$因为游戏的所谓好玩#就是要有优

秀的可操控性'丰富的游戏内容和具有深

度的系统等#而它显然并不全部具备$

情节让观众决定$是改变
电影述说方式的实验%

看过上个世纪实验电影)罗拉快跑+

的人# 或许对这种多线程述说故事的模

式并不陌生# 一头红发的罗拉在电影中

选择了三个不同方向奔跑#奔跑速度'处

理事情的态度和结局息息相关$和)罗拉

快跑+一样#)底特律*变人+的每位主角

有三个以上的结局# 每个结局内又有五

个以上分岔# 有的主角的命运甚至在第

一章时就已注定$只不过这一次#决定罗

拉往哪个方向跑的不是导演#而是你$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末时#国外先行

的有线电视节目已经推出了几部由观众

通过电话参与选择的%*+ 剧&#碍于当年

的技术水平# 每周来自观众选择的当集

故事结尾#只能在下周才可以看到#而在

今天#这已经通过互联网手段解决了$去

年 ! 月# 世界最大的收费视频网站网飞

!,-./012"宣布开始试播观众可以选择剧

情走向的剧集#其中包括两部动画片$

或许从一开始#)底特律*变人+的制

作团队%多元梦境&就抱着改变电影述说

方式的%野心&#其导演大卫,凯奇坦言#

过去几年里# 他们的目标一直是开发出

一种全新的讲故事方式# 抛弃电影似的

"3 剧本# 尝试创造可以操控时空的'交

互式 43 剧本$ %我的角色不会冲着见到

的每一个开枪# 他们生活在拟真的关系

网中#这才是交互的真实意义$&大卫,凯

奇说$

线性剧情游戏的衰落会
带来游戏电影的崛起%

机器人觉醒的故事被演绎了一遍又

一遍#人们很容易在)底特律*变人+中找

到)我#机器人+)银翼杀手+)西部世界+

等作品的影子$

截至目前# 这款游戏公布的全球销

量为 %&& 万份# 但在一些网站全流程实

况视频播放量已经超过 !#& 万# 有些单

集播放量甚至超过 #& 万#鉴于中国市场

可忽略不计的家用游戏机数量# 说明大

部分人是通过社交媒体%看&#而不是自

己%玩&了这款游戏$ 越来越多的这类玩

家有一个新称呼---%云玩家&$

对于游戏来说这并非什么好事$ 某

知名系列游戏总监艾米,亨尼格女士被

问到%你们为什么不做线性剧情游戏了&

时表示#很多人都不买游戏了#他们只在

线上看视频就当玩过了$ 而如果把它当

作是电影的话# 那么超高的社交媒体传

播率似乎有益于它的发展$ 一个显而易

见的数据是#%云玩家& 中女性占了绝大

部分# 而这个群体对家用游戏机群体来

说完全是增量# 制作方可以通过向她们

出售周边来获得回报$

或许现在还很难定义 )底特律*变

人+到底是什么#不过大卫,凯奇更站在

电影这边$现在的问题是#鉴于几位主演

在游戏中的出色表现# 不少人呼吁他们

参与奥斯卡奖评选# 一旦这个提议被接

受#那么毫无疑问#游戏和电影的界限将

被打破$

专业水平不是唯一目标
人才应具备多方面素养

上海交大 !!#!" 级校友把脉母校人才培养&&&

身为一所大学的学生# 对学校的

办学质量无疑最有发言权( 毕业工作

几十年后的行业翘楚#在招聘人才时#

对母校培养的人才有何期许则显得更

清晰$ 日前#上海交通大学 %5$$ 级和

%5$# 级校友返校日#恰逢上海交大举

行教育思想大讨论# 学校连开几场座

谈会#让校友们为母校人才培养把脉$

当下#随着高校%双一流&建设的

启动#大学人才培养面临新的挑战$上

海交大今年 ) 月中旬启动教育思想大

讨论---%我们培养的学生能否成为

各行业的领军人才. &%为什么让教授

上课那么难. &%为什么博士培养的口

碑还不如本科生. &%为什么选择学术

道路的学生少. &%为什么本科生学的

课程多#学到的知识少. &//师生们

围绕教书育人'人才培养展开激辩$

感恩之情和回馈母校$

是人才培育不可少的一课
%5$$ 级'%5$# 级学生入学恰逢刚

刚恢复高考#除了学生以外#当时学校

老师们也爆发出一种渴望把失去的岁

月弥补回来的激情$因此#从校长到普

通老师# 都恨不得将毕生所学所思全

部传授给学生$没有课本#老师就自编

讲义'油印教材(教室没有空调#但无

论寒冬酷暑#老师们不论年龄多大#都

毫无怨言地授课'答疑'实验$%学校全

体老师为学生甘愿付出的激情# 使我

们至今心怀感恩# 这是对我们最重要

的教育$ &座谈会上#精密仪器专业 $$

级校友'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第 $&5研究

所室主任黄萍建议#在校期间#老师要

通过言传身教# 培养学生的感恩之心#

校友才会有回馈母校的情怀和意识$

黄萍和一批校友共同为上海交大

学生设立了范绪箕奖学金$ 这些校友

中有美国斯坦福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的教授#有亚马逊全球副总裁'微软全

球副总裁等跨国企业高管$ 他说*%当

年#范绪箕校长兢兢业业教书育人#亲

自为我们联系留学的学校和导师#而

他本人直到 %&& 岁仍坚守讲台# 正是

他的言传身教# 让我们对母校心怀感

恩#也让我们更愿意回馈母校$希望学

校能够传承这样的传统$ &

一流大学应有一流战略思考

)& 年前的求学生涯令这些校友

难忘#他们提到#%门槛高'基础厚'要

求严& 的人才培养模式让他们受益终

身# 现在从上海交大毕业的年轻人又

多了一个特点# 英语交流能力强$ 但

是#%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不能仅仅局限

在专业技能方面# 当下对人才的要求

更丰富了$&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总工程师胡可一坦言# 上海交大

应该加强对理工科学生一些共性能力

的培养$ 大多数理工科以培养工程师

为目标# 但现在的卓越工程师除了专

业知识#还必须具备包括项目管理'工

程美学'软件设计等在内的各种能力$

$$ 级数控专业校友#亚马逊全球

副总裁' 亚马逊全球物流中国总裁薛

小林建议#大学要重视领导力的培养$

学生必须有适应复杂环境# 在复杂环

境中冷静判断并理性应对的能力$%我

们现在的毕业生更适应欧美发达国家

的环境# 是否能适应更大范围的全球

环境的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我们与0一带一路1沿线国家交流

合作日益增加# 我们培养的人才应该

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更大作用$ &

)& 年前#这些学生到上海交大读

书时# 怀揣着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

的崇高志向$当他们回到母校时#回顾

自己的求学经历#更是认为#当下新技

术日新月异#各种机遇层出不穷之时#

大学更应该深入思考人才培养战略$

吉利汽车研究院资深总工程师'

%千人计划&专家顾鹏云说*%我们 $$级

大学生#刻苦学习是众所周知的#但是

我离开上海交大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深造时#发现实验室所有人全都是废寝

忘食#哪怕是获得了终身教职的学者也

都很拼#我想这是习惯#也是氛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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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人物仿生人卡拉! !资料照片"

"#岁失独妈妈找回!搂孩子的感觉"

四年前为抢救群众不幸!手拉手"坠楼牺牲的消防员母亲顺利产女

! 月 "5 日# 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

科医院 #)" 岁的应贤梅诞下一个健康

女婴$ 抱着这个襁褓中的孩子#应贤梅

说*%我又找到了这样的感觉*搂着孩子

的感觉#做妈妈的感觉$&应贤梅已经做

过一次妈妈了# 她的第一个孩子刘杰#

是为扑救大火而牺牲的上海徐汇消防

支队关港中队的消防战士$这次怀孕产

女#并不容易#但是#她说*%我感到我的

孩子又回来找我了#再困难#我也不会

放弃$ &

高龄!失独"三年半$她等
来了生命的希望

"& 岁出头# 正是 %少年不识愁滋

味&$那一年#应贤梅帮儿子在上海买了

婚房$ 6 月 % 日 %) 时 &% 分#徐汇区龙

吴路 "### 弄 ") 号 %4&% 室盛华景苑居

民住宅发生火灾$刘杰和战友钱凌云在

救火时#被意想不到的轰燃瞬间冲到窗

口#不幸%手拉手&坠落至门廊平台$

45岁的应贤梅成了%失独&母亲#就

在意外发生前两天# 刘杰曾难得回了一

趟家# 当时忙于工作的应贤梅没来得及

满足儿子想吃妈妈做的红烧肉的愿望$

%携手为人民出生入死壮志凌云#

并肩降火魔义无反顾勇为人杰$ &公安

部政治部追授钱凌云'刘杰为革命烈士

并颁发献身国防金质纪念章#上海市公

安局党委追认二位烈士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并追记一等功$共青团上海市委追

授他们%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但是#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中年丧

子彻底改变了他们原本的生活轨迹$应

贤梅夫妇说*%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孩子#

他不在了#我们的天塌了$ &

为了能够把自己失去的儿子找回

来#应贤梅毅然选择了再孕#哪怕年龄大

了'风险高了'概率小了#都不能阻止她$

"&%$ 年# 上海消防总队领导在慰

问刘杰父母时得知他们的想法和困难$

%烈士为保卫百姓安全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为烈士的母亲提供帮助#是我们的

责任$&总队领导当即承诺$经消防总队

多方联络#她来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妇产

科医院上海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

接受辅助生育治疗$

第一次胚胎移植后#应贤梅在临床

妊娠两周被确诊为异位妊娠$应贤梅几

近放弃$刘杰的另一群%家人&---上海

消防部队各级官兵定期上门走访#探望

慰问给她鼓励#刘杰牺牲前所在关港中

队战友们也经常给她打电话$"&%$ 年 5

月的第五次移植是她给自己的最后机

会*%碰碰运气吧#再不行就算了$&这一

次#她成功了$ %我有种感觉#我的孩子

来找我了$ &应贤梅说$

"&%$ 年 %% 月 %& 日# 应贤梅怀孕

七周来集爱复诊# 看着早孕超声检查

中# 宝宝有了胎心# 应贤梅激动不已*

%我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我们家又要完

整了2 &她马上给在江苏昆山的公公打

电话报喜# 电话里却只传来了哭声#因

爱孙去世而一夜白头的老人听到消息#

哽咽到一句话都说不出$

%对这个家庭而言#任何慰藉都是

苍白的#只有孩子才能真正给他们带来

希望$&应贤梅的主诊医师'集爱女科主

任李路感叹*%从医 "& 年# 我第一次觉

得自己的工作是这么有价值$ &

闯过重重难关$ 顺利分
娩诞下女婴

成功受孕以后#应贤梅盼望着腹中

孩子长大$她觉得#自己能成功怀孕#一

定是儿子回来了$ %医生告诉我怀孕的

那天晚上#我一宿失眠#睡不着$ &她说

这一次生下来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

要留在身边#看着他平平安安的长大$

由于年龄偏大#考虑到这个小生命

来之不易#应贤梅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

科医院7红房子医院8产检时#该院产科

主任程海东教授为她制定了个性化的

诊疗方案#将各项孕期指标控制在可控

范围内#并通过努力#让她尽可能足月

生产$

怀孕 ") 周时#应贤梅被诊断为%妊

娠合并糖尿病&$ 程海东联合营养科主

任阴传敏和优质护理专家联合出诊#为

她量身定制了健康饮食'运动等全方位

的治疗方案$ 为了控制血糖#应贤梅戒

掉了一直爱吃的肥肉# 在医院住了一

周$出院后#随着孕程的进行#应贤梅走

路都觉得力不从心#但她依然每天按医

生的嘱咐坚持运动$ 孕期里#她很少能

睡个整觉#精神却格外好$

第二次住院#是怀孕 "5 周的时候#

因为输尿管结石# 应贤梅在家里突然下

腹部绞痛#疼到直不起身子#身上不停地

冒冷汗# 丈夫带着她从昆山赶到了红房

子医院$病房的医生护士们都知道她#一

边帮她治疗护理#一边不停地安慰她$

%所有身体上的疼痛我都能忍受#

只要孩子是安全的$ &肚子一天天变大#

孕育新生命的过程艰辛并且快乐$

!月 ""日# 怀孕 45周的应贤梅因

为产检中发现血压升高住院待产$ 经过

程海东教授团队的治疗#血压控制住了$

!月 "!日 ""时 6& 分#在产科'麻醉科'

护理团队的通力协作下#一名 "5%&克重

的女婴在家人' 红房子医护团队以及上

海近万名消防官兵的祝福中顺产分娩$

%兄弟# 我们都会替你安排好的# 放心

吧2 &上海消防部队官兵表示#刘杰的母

亲就是全体官兵的母亲# 为自己的母亲

奔波效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报记者 陈 青
通讯员 李 敏 戴心怡

应贤梅和丈夫抱着刚出生的女儿"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老校友通过新媒体技术还原在校时的学生信息!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中国校园高中联队即将首秀
国际青少年校园足球邀请赛周末开赛

本报讯 !记者张鹏" 三天后将开

赛的 "&%# 中国 !上海" 国际青少年校

园足球邀请赛上# 将首次出现中国校园

高中联队$ 这一由足坛名宿朱广沪担任

主教练# 原申花队知名球员李晓担任执

行教练的球队# 队员来自 "&%$ 年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 !高中组" 最佳

阵容 )) 人$ 这是记者昨天获得的消息$

据悉 # 今年足球赛期间 # 将有近

5&& 名大学生和高中生志愿者参加服

务# 为四个赛区的 %! 支参赛队伍和组

委会的日常工作进行志愿服务$

序号 贷款银行 借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借款合同名称 担保人 本金余额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 永茂包装!上海"有限公司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担保人#上海永秉服饰有限公司$")担保人#丁永方%唐雪琴$%)担保人#丁国飞%丁海燕$$)抵押担保#上海永秉服饰有限公司 *+'((+("#)#"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上海中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
")'$%&%'(+&")'$%&%'(,&
")'$%&%'(-&")'$%&%'(.

借款展期合同

%% 担保人#上海柏乾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融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周伦景

'/0-'-0++'1$/

'% 抵押人上海凌珏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隽涛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富耀万实业有限公司分别以位于凯旋路 %+./号 '层%凯旋路 %+.'(+号 '层%凯旋路 %+.$号(+号
'层房产为借款人在 -%$$万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上海中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担保人#上海廷铠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融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自然人周伦景
"% 抵押人#上海凌珏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隽涛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富耀万实业有限公司分别提供位于凯旋路 %+./号 '层%凯旋路 %+.'(+号 '层%凯旋路 %+.$号(+
号 '层%上海麒龙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银仁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兴扬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裕万实业有限公司分别提供位于凯旋路 %+-.号 '层%凯旋路 %+.$(.号 %
层%凯旋路 %+-/号 %层和淮海西路 /-/号 %层房产作二次抵押

%
!一"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二"兴业银行上海天山支行 大不同集团有限公司 !一"./0"&!%&"!&!+

!二"&(#$(!$&!&&&1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一"!%抵押担保#上海大不同投资有限公司以其名下的青黛路 '&&号 !2%幢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产证号#沪房地浦字 "&!"第 "#(#''号"&")担保人#苏锦平&陆

铃' !二"!%抵押担保#上海大不同投资有限公司&"&担保人#苏锦平 #+*&!+'%#)*$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 上海买菜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 借款展期合同 %1担保人#王淳西&傅玮&'1抵押担保#上海衍达实业有限公司以其名下的五莲路 /*.1/&'号 %('层%五莲路 /*/号 %('层二套店铺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产证号#沪
房地浦字!'$%'2"第 $'*/3&号%沪房地浦字!'$%'"第 $''/+%号"

%.0$$$0$$$1$$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五角场支
行 上海艾亚布艺有限公司 '$%%$&'$$'3(*('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担保人#李铁峰&'%担保人#凌佩红&*担保人#刘海鹏&&%担保人#上海我爱厨房日用品有限公司&+抵押担保#上海艾亚布艺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宏祥

北路 .*弄 %4&'号 +幢标准厂房"
.0*.%0&%$1%%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 上海生阳建材有限公司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担保人#雷洪$'1抵押担保#上海生阳建材有限公司 %$0$$$0$$$1$$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下称(兴业银行上海分行)"与福州市鼓楼区海峡国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委托清收合同+和*授权书+以及根据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下称(中国信达资产上海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0兴业银行上海分行于
'$%.年 &月 '&日将下列受托管理的对公贷款债权打包出售给了中国信达资产上海分公司&现兴业银行上海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上海分公司共同发布公告'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上海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最终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上海分公司履行相应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担保责任等&如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注#相应利息依法计算-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年 %月 &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