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猴子,你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天呈绘

■本报记者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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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超过 1000 万人次在上海这座超

大城市的地下穿行。 借助于这张密密麻麻

且五彩斑斓的轨道交通网络， 人们瞬间可

以在城市中自如地走、自由地过。这张网络

已经与生活密不可分，人们搭乘轨道交通，

更像是“搭乘”上了时间。未来，这些飞驰的

车厢，将努力变得更聪明、可阅读、有温度，

让更多人在短短一程中都能搭乘上情怀。

记者日前从上海申通地铁集团获悉，

今年 3 月，基于人工智能（AI）技术的无人

巡视系统将率先助力轨道交通 10 号线。此

外， 依托于大数据及更多人工智能技术的

运用，轨道交通将更为数字化、智能化，一

方面探索超大规模轨道交通网络运营管理

模式，同时在安全高效、智慧人文、品质品

牌上着力， 从单一的交通运输功能向综合

服务的轨道交通网络转型， 满足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新需求。

挖掘更多数据背后的价值内核

去年，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与

商汤科技签署战略合作意向， 成立上海轨

道交通智慧视觉联合实验室。 而“基于 AI

技术的无人巡视系统”目前已走出实验室，

即将于 3 月进入“实战”阶段。

申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透

露了两个数据， 目前的轨道交通事故中，

80%以上源于运营维护不当， 而其中又有

80%是由人为操作偏差造成。 此项新技术

的运用， 将很好地避免由人为操作不当而

带来的隐患。比如，基于图像识别的设施设

备互联和在线监测，即车辆维护自动检测。

又比如，列车在线监测，在新运营线路列车

上设置了 1000 多个数据监测点，可以实时

采集列车运行中的上万条数据， 如列车运

行过程中轨道的温度等。

当越来越多有价值的数据汇集到一

起，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申通还将建设地

铁“数据大脑”，通过建设基础设施、网络运

营、企业管理、公共服务、网络安全等五方

面的数据库， 分析并挖掘出更多数据背后

有价值的内核，形成智慧地铁。

启用新技术实现“自我赋能”

截至 2018 年，上海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长度已达 705 公里，日均客流超过 1000 万

人次，单日最高客流已突破 1250 万人次。

日前，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2019 新年论坛上，上海申通地

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俞光耀“剧透”：到 2020 年，上

海将建成 20 条轨道交通线路，运营里程超过 830 公里。同时，上

海轨道交通将不断启用数字化、 人工智能新技术实现 “自我赋

能”。 比如，2010 年投入运营的轨道交通 10 号线、2018 年投入

运营的浦江线， 以及在建的 14 号、15 号、18 号线都是全自动无

人驾驶。更多人工智能技术已渗透至运营维护服务的细节之中，

比如，运营信息服务系统、花生地铁 Wifi 服务、Metro 大都会二

维码过闸、语音购票、智慧服务机器人等。

“上海地铁正从单一交通运输功能向综合服务的地铁网络

转型，未来，它将成为人们出行、居住、工作、消费、娱乐为一体的

都市新生态”———比如，提倡 TOD 建设发展理念，倡导站城一体

的地铁上盖开发，建一座车站就是建了一座生活之城；同时，除

了与大型交通枢纽衔接外，地铁开始衔接地面公交、共享单车、

互联网汽车等。

透光、透气，透着艺术气息

或短或长，如何让一程枯燥单调的出行变为一场可阅读、有

温度、 有情怀的文化之旅———这是未来轨道交通在钢铁外壳下

着力探寻的柔软内核。

据悉，未来，轨道交通将主动呼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从建筑装饰艺术、公共文化、人性化服务、增能提效、绿色节能等

方面不断提升。

建筑装饰艺术方面， 轨道交通开始打造主题车站、 最美车

站，包括汉中路站地下蝴蝶魔法森林、迪士尼站、交通大学站以

及华鹏路站的“大城小爱”微电影等。

公共文化建设方面，把“名人大师”作品引入地铁、组织“地

铁音乐角”、开展中外地铁文化交流等。

在人性化服务上，通过持续增能提效，中心城区所有线路高

峰间隔已缩短到 3 分钟以内、9 号线最小间隔为 1 分 55 秒，并

通过延长运营服务时间、爱心服务等不断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未

来，还将开展地铁嘉年华活动，将地铁公益、文化娱乐和商业融

为一体，线上线下互动，打造现代时尚的城市欢乐盛会。

绿色节能方面，目前全网制动动能回收 85%以上，车站和

列车的相关联动双变频环控系统可节能 20%，光伏发电装机容

量达到 10 兆瓦，未来还将自然阳光引入地铁车站，透光、透气、

透着艺术气息。

该给孩子传递怎样的分数观和学习观
教育专家告诉你期末成绩单“正确的打开方式”

期末考试结束后， 等待成绩公布的日

子总是难熬。 对孩子来说， 各科考分决定

了回家后是吃糖还是 “吃生活 ”； 对家长

来说， 这些数字则影响着血压的高低。 最

近 ， 网络上就流传着一封 “致家长书 ” ，

介绍了查看孩子成绩的三个步骤： 首先气

沉丹田， 切记娃是亲生的； 其次， 给娃一

个大大的拥抱； 最后看成绩， 同时默念第

一条一百遍———轻松调侃之下， 却浓缩着

读书郎和父母亲面对一纸成绩单时的焦灼

之心。

其实， 在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学专家看

来 ， 期末成绩单 “正确的打开方式 ” 是

看到成绩背后的东西 ： 家长应该看到孩

子的努力与进步 ， 孩子应该看到自己的

失误与不足 ， 而大家更应该在这个过程

中形成理性的分数观———知道孩子成长的

距离和方向 ， 远比单纯计较分数的多少

更重要。

分数反映的并非能力高低，

而是自身的不足所在

在上海一所民办学校就读八年级的小

丁这两天有点郁闷，虽然老师还没公布期末

成绩 ， 但他知道自己最得意的物理考砸

了———由于花了太多时间在填空题上“精益

求精”，最后两道大题反而来不及做，更让他

郁闷的是，考完再看题目，还都是会做的！

小丁爸爸对此却不意外。 “小家伙现在

的学习态度太浮躁了。”丁爸爸说，早在考试

前，小丁就号称“这次考班级前几没问题”，

而且第一天考完语文、数学后，他就窝在床

上看课外书，格外“笃悠悠”。“当时我没有批

评他，但我心想不妙了。 ”小丁爸爸坦言，作

为家长，很难不在乎孩子的分数，因为这是

学习成果和知识水平的一种检验，而分数也

会让孩子明白竞争的难度和努力的意义 。

“这次的物理分数肯定不理想， 但我觉得倒

是件好事，自己‘撞疼’了才会知道缺的不是

知识和能力，而是对学习、考试的重视和考

场经验。 ”

在初中数学高级教师倪彩连看来，其实

有时候分数并不能直接反映孩子知识能力

的高低。 比如在一场数学考试中，一个孩子

考了 95 分，但这 5 分扣在一道大题上，因为

没有思路所以没做出来； 另一个孩子考了

92 分， 但扣分的原因是粗心写错了两个数

字，那我们能说分数更好的那个孩子数学更

好吗？“比起扣掉的分数，扣分的理由更值得

学生和家长关注、反思。”她说，抛开“分分计

较”的想法，才能更好地发现学生自身的不

足———到底是基础知识不牢固、解题方法不

正确，还是卷面字迹不工整、时间分配不合

理，等等。之后，应该在总结每道题得失的基

础上，整理错题集，吸取经验教训。

比起分数来说，看到孩子的
努力和进步更重要

我们大概都见过这类把分数当作奖惩

标准的家长：一旦孩子考得好，他就是爸妈

的心肝宝贝，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孩子要是

考砸了，那就等着吃一顿“竹笋烤肉”。 其实

很多孩子畏惧考试、担心分数、害怕失败，正

是因为这些家长将自己的高期待和高焦虑

传递给了孩子。

儿童心理教育专家陈默解释，孩子的很

多行为和想法是通过模仿大人而来的，比起

老师来说，与孩子更亲密的家长在引导他们

正确、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成绩中，扮演着更

重要的角色。 当孩子考试不理想时，父母对

孩子一味的指责、 埋怨会导致他们产生自

责、失望等负面情绪，同时又对失败格外恐

惧，严重者会回避学习，从而进入一种恶性

循环。

“不管你是否打算回家算账还是给糖，

请静下心看看孩子们的努力吧 ！” 在最近

一段十几秒的网络视频中， 一位名叫郭佳

文的年轻班主任把这句话作为公布期末成

绩的开场白。 在不少教育工作者看来， 无

论身为老师还是身为家长， 都应该透过分

数看到孩子的努力付出和点滴进步。 之前

一直没有掌握的知识点或者一直做错的题

目这次做对了， 那他们就应该被表扬、 被

鼓励。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

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这才是父母应

该给孩子传递的学习观、分数观。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1 月 21 日 星期一4 综合见习编辑/李欣泽

■本报记者 朱颖婕

培养想象力，把丰富生活还给孩子
面对作文题“出走的猴子”，为何小学生写出雷同的“悲惨结局”？ 教育专家提醒———

日前，沪上中小学生期末考试的最后一

天，“一只出走的猴子”火了。

闵行区一名四年级小学生的家长透露，

孩子此次期末考试作文题目为：“一只长期

在动物园里的调皮猴子，经常遭到妈妈的责

备和管理员的打骂。 为了自由，它悄悄溜出

动物园。 在外面的它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

展开合理想象写一件事。 ”

在家长们的 “民间统计” 中， 孩子们

笔下的小猴子 “死亡率奇高” ———要么遇

到持刀歹徒， 要么遇到交通事故， 幸存下

来的也都是灰头土脸地回到妈妈身边， 个

个痛哭流涕痛改前非…… “老师在阅卷的

时候， 应该感觉自己在看社会新闻， 案件

聚焦、 庭审纪实、 法治在线扑面而来。” 一

名家长苦笑道。

一次期末作文写作，背后折射出的教育

问题，引起了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深思。

看似体现安全教育成果，

却忽视了真正的生命教育

看到孩子们的作文，家长们心里五味杂

陈。 有些家长觉得心里踏实，“离家出走者，

死！ ”这等于是从小给孩子种下了一颗安全

教育的种子。

一位老师现身说法，她说，作为教师不

敢给学生更多选择，为了安全的红线，教育

中放弃的东西有很多。 比如，担心学生发生

踩踏，课间活动仅限本楼层；担心学生运动

受伤，体育课取消了跳鞍马和攀爬架；就连

开不开空调， 都有家长大张旗鼓辩论……

“安全和成长、安全和独立、安全和自理，都

是悖论，处处都有红线。被看顾太多的孩子，

只能变成离开动物园就走向灭亡的猴子。 ”

孩子们雷同的作文结局，真的反映着学

校安全教育的成果吗？

有些家长认为， 学校的安全教育应该

拿捏好 “尺度”， 我们在告诉孩子 “提防坏

人” 的时候， 更应该让孩子懂得： 世界上

还是好人多。

上海市园丁奖获得者、 有近 40 年教学

经验的张燕对此十分感慨，在她看来，学校

强调“安全底线”，却忽视了生命教育。“生命

教育除了安全教育之外，还包含对生命的尊

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应该引导孩子学会

生存的本领，开拓视野，接受挑战，有一个充

实完满的人生。 ”

保护作文想象力和踩到
考试得分点成为两难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高考语

文评卷中心组组长周宏认为，这篇作文题目

中包含着倾向性的提示词语，一定程度上引

导学生写出了“悲惨的结局”。作文题考验学

生的审题能力，这不仅是一种必要的应试能

力，也是今后工作中必备的素养。

但是，对于三年级学生就有这样的审题

要求，未免有些过高。

“凑巧”的是，这道作文题目，在杨浦区

三年级某次单元测试中也曾出现过。在一名

民办小学三年级学生笔下， 出走的小猴子

“皮皮”跑到了森林里，用斧头把树木加工成

一条小船，带着食物准备出去闯荡一番。 一

路上，皮皮还与鲸鱼交上了朋友，完成了一

段美妙的旅程……然而，老师对此的评语则

是：想象力丰富，但是偏题了，写作文要弘扬

主旋律。 老师最终判定“不及格”。

“既要保护好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又要引导孩子踩到作文的得分点， 其实很

难。 ”家长杜女士说。

沪上某公办小学的一位语文教师坦陈，

低年级新版语文教材中没有写作课的安排。

“老师布置了作文， 指导写作的任务就留给

了家长或者课外培训机构。 ”这位语文教学

界的老教师连连摇头说，“不少老师甚至让

学生背下几篇全能作文， 考试中进行套用。

这样的作文教育，能写出有创意的作文吗？”

没有时间积累经历的孩
子如何写出真情实感

“不是在上培训班，就是在去上培训班

的路上。”杜女士说，现在小学生的课余时间

被挤占得所剩无几。

作文的结局，是学生成长背景和教育经

历的缩影。 若是让 80 后、90 后学生来写这

篇作文，猴子的结局多半是丰富多彩的冒险

历程。 一位 90 后表示:“我们是在《小花猫历

险记》《数码宝贝》《宠物小精灵》《魔神英雄

传》等冒险文学熏陶下长大的，所以，更有可

能写出一个冒险故事。 ”

执教过几代人的张燕也看到，网络时代

的学生陷于虚拟世界中，对于自然和社会的

敏感度不高。他们喜欢用一根网线维系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对于真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

故事却很陌生。

周宏告诉记者， 孩子们写作思路同质

化，恰恰反映出孩子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和

社会教育的缺失。 “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事

情，而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结合。孩子在家

庭教育过程中，缺少丰富的经历，自然写不

出更多的新意和真情实感。想要保护好孩子

的想象力，就把丰富的生活还给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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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由此，大众追问的“凭什么”，不仅是抛给

流量明星个体的， 更是抛给节目本身的———

什么样的综艺可以既达到博君一笑的目的，

又能让人在感到“有意思”的同时还感觉“有

意义”呢？

不妨回头，看看国内综艺节目的起点。在

那个演艺界不与流量为谋的年代， 央视播出

的 《综艺大观》《正大综艺》 都可谓 “全民节

目”。 老百姓欣赏演员才艺的同时，常为倪萍

的暖心点评热了眼眶； 观众跟着外景主持人

赞叹“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的同时，也牢

牢记住了翁倩玉演唱的节目主题曲《爱》。 再

往后，上海电视台制作的益智类综艺《智力大

冲浪》等等，都在百姓参与、新奇有趣、可看可

玩之间做到了完美平衡。 那些节目诠释了寓

教于乐的含义。

事实上， 观众已经用实际行动澄清了他

们收看节目时“娱乐至上”的相关误解。《中华

诗词大会》《朗读者》《国家宝藏》《见字如面》

等文化类综艺有个共同特点，都是“干货”前

置、淡化演员。 放下了对明星的迷信，这些节

目不仅集体走红，还闯过了“一季不如一季”

的所谓综艺魔咒。 甚至， 节目中涉及的知识

点、 趣味点被全国各地的老师收录进课外阅

读材料中，推荐给学生们。

雨果曾说：“当我们笑的时候， 内心深处

应该是仁慈的。 ”综艺不必拒绝娱乐。 但娱乐

类综艺要追求高级的笑、 能予人身心愉悦的

笑，当务之急就是要从“明星制造机”的变形中还原本

来面目， 让人们在娱乐中感知向上向善努力进取的价

值导向。若继续无节制地放大“一夜成名”效应、追逐明

星与流量、放纵粉丝经济狂欢，恐怕真正得益的只有赞

助商，输了的很可能是平台自身声誉以及荧屏外、客户

端上的花样少年。

这家医院如何让科创热情燃起来
(上接第一版)由鄢和新教授和俞卫锋教授领衔

的一项国家重大研究专项利用干细胞技术研发

生物人工肝， 这对重症医学领域的危重病例抢

救意义重大， 相关成果已走到产业化的前夜。

“麻醉科所有医护的科研热情都燃烧了起来！ ”

麻醉科主任俞卫锋教授说。

2013 年至今，仁济医院药学部累计获得 24

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名列上海第一、 全国前

茅。药学部主任林厚文教授提出“研究型临床药

师”理念，带领团队开设了上海市首家“风湿病

药物治疗管理”临床药师门诊，获得了上海市临

床药学首个“药事管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让更多慢性病患者获得规范诊疗。

“临床科研不是个别医生的专有。 ”仁济医

院副院长戴慧莉称， 仁济医院通过搭建基础研

究平台，让科学家与临床医生紧密合作，围绕临

床医学开展科研， 让各个学科的科创激情充分

释放出来。

调机制，让临床活力持续迸发

2018 年，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启动 “临

床研究三年行动计划”，这是上海在市级层面释

放鼓励开展临床型科研的重要信号。 得益于此

前的转型， 仁济医院斩获项目数稳居上海各大

医院之首。

起步早，还要走得实。 近期，仁济医院还打

破医院的围墙，创新体制机制，向外求资源，引

入合作科研模式，打造学术“特区”。

人人都晓得胰腺癌是“癌王”，殊不知胆管

癌比胰腺癌更“狠”，医生称它是“王中王”———

由于难以早期发现，一旦发现就是晚期，死亡率

很高。过去五年，仁济医院胆胰外科主任王坚教

授领衔团队斩获 20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主要就是围绕提高胆管癌等难治胆道肿瘤的治

疗效果展开攻关。

问他拿下这么多“国自然”项目的秘诀，他

归结于两点，其一为亚专业的建设，做精学科；

其二就是临床与基础紧密合作。这其中，包括仁

济医院胆胰外科与上海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开

展的“PI（科研项目负责人）兼聘制”，即让双方

人员交叉任职， 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围绕临床

问题开展紧密合作。 此外，得益于医院-研究所

共建， 仁济医院胆胰外科还与上海市肿瘤研究

所的基础研究团队开展科研协作。

与基础医学的平台 、人才牵手 ，让这群外

科医生尝到了甜头 ， 他们不仅创造了患者延

长生命的奇迹 ，相关成果还促成 “老药新用 ”

的佳话 。

“仁济医院产生的一批研究成果，已修改了

多项疾病的国际诊疗指南， 为最终推进临床实

际问题的解决、 为上海建设成为亚洲医学中心

贡献了‘仁济力量’。”戴慧莉称，在仁济医院，临

床医学团队与基础研究平台、团队、人才“自由

恋爱式” 的科研协作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今

年， 医院还将在此基础上力推学科交叉和转化

平台建设，努力推动科研、临床实践与产业的转

化，让临床活力持续迸发。

归途的温情与期待，从一杯热水开始
(上接第一版)

争分夺秒加水忙

“每列火车的每一节车厢都要加水后才能

出站。上海虹桥站是全国最繁忙的高铁站，我们

每天常规 40 个人要为 240 趟车加水。 ”曾祥俊

介绍，“下周一春运开始后，每天要增加 69 趟临

客。 到最高峰时，还会增加一些红眼班车，工作

量更大 。 ” 下午 3 点半 ， 从南京南站开来的

G7127 列车缓缓进入 27 号站台。 待列车停稳

后，张广丽小组迅速忙碌起来，一人插管、一人

拔管、一人做防护，并检查摄像。

“每个上水器有两根水管，分别负责两节车

厢， 每根水管都要从上水器里拖出来， 跑十多

米。 ”张广丽带着手套，顶着车厢空调排出的冷

风，拖起水管一路小跑 ，插管 、开水阀 ，动作熟

练，一气呵成。 几分钟之后，她已给八节车厢全

都插上水管， 工友则在后面关闭上满水的水管

阀门，拔下管子收进上水器里。 过了一会儿，张

广丽的对讲机又响了。 三个人赶紧转到另外一

个站台，继续配合默契地进行上水作业。 她说，

每一个动作都必须规范， 只有规范才能保障高

效和安全。

一年四季都辛劳

给列车加水当然是辛苦的体力活。

“走路石头扎，四季湿鞋袜，夏季热浪蒸，冬

季寒风刮。 ” 这是一首形容上水工工作的打油

诗，也是其工作环境的真实写照。如果按照每个

小组一天至少负责 18 趟列车计算，一列火车从

车头到车尾来回就是 1 公里， 上海虹桥站的上

水工们每人每天至少要走 18 公里的距离。春运

期间，为了让列车“喝饱水”，上水工忙的时候，

自己几个小时倒喝不上一口水。

夏天，烈日下的铁轨温度之高，如蒸桑拿；

冬天，寒风瑟瑟，冷如刀割。有时候为了赶时间，

上水工正好在两列列车间工作，列车空调同时对

外排风，就必须忍受“穿堂风”的“折磨”。不过，曾

祥俊说，冷风并不可怕，最怕拔水管时，水溅到身

上，往往等到你察觉，衣服、裤脚上的水也结成了

冰，像穿了铠甲似的。 “刚开始干这行、不熟练的

人，水很容易溅一身的，冬天就麻烦了。 ”

年年春节不回家

虽然工作条件艰苦， 但没有一个上水工提

出要回家过年的。

“春节列车多了，我们的工作一个萝卜一个

坑，少谁都不行。”曾祥俊笑着说，“我是领班，更

要带头。让旅客喝上干净的热开水，就是我们的

工作，是我们的义务。”从 2010 年上海虹桥站投

用开始，曾祥俊、张广丽夫妇俩每年春节都是在

上海度过的。 每天早上 4 点，两口子准时起床，

骑电瓶车从闵行家中出门，5点半点名开会，6点

上班。 11点以后他们要连轴转上水，没有时间吃

饭，需在 10点半以前吃完午饭，到晚上 6点下班

后才能吃晚饭。 上班时间，两口子也只能在吃饭

时说说“悄悄话”。

有时候，看到旅客拎着大包小包回家，张广

丽触景生情也会想家。这时，曾祥俊连忙打趣安

慰她：“我们老家都在安徽，是春运热门方向。节

后调休，不是正好错峰出行嘛。 ”好在他们的儿

子已经在上海工作了， 一家三口一起留在这里

过年，同样热闹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