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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考招生院校自主测试举行
23所试点高校本周四公布校测成绩
本报讯 （记者樊丽萍） 23 所参加上海市 2019 春考试点

的高校上周末举行校测。 春考是本市高考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

部分。 从今年各校校测现场看， 各试点院校在探索特色人才的

选拔与培养方面又迈出坚实一步。 3 月 14 日， 各高校将公布

校测成绩。

据悉， 为确保考试招生公平公正， 今年， 各试点高校不断

完善本校考试招生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 认真梳理校测选拔流

程， 不断完善细节， 考试招生工作全程接受监督。

在上海建桥学院校测现场， “春招面试系统” 今年首度启

用。 参加春考的考生在候考室通过电脑系统现场随机抽取面试

号与考题， 当场打印试卷， 此举可有效防止考场泄题， 确保考

试安全。

在上海电力大学， 考生在测试前随机抽取一个号码， 这个

号将决定考生进入哪个考场以及测试的顺序。 考生从进场候考

到进入各考场测试， 直至最后离场， 测试流程顺畅有序。

据上海健康医学院校长黄钢介绍， 学校专门制定了春考校

测工作手册， 为了让学生家长更好了解学校的专业特色、 学习

环境和育人理念， 校方还组织了 “校长家长面对面” 活动。

为落实教育部关于高校考试招生管理工作的八项基本要

求， 今年春考前， 上海市教委对各试点高校校测方案作了审

核， 并会同市教育考试院对各校考前准备情况进行督查。

3月21日至23日， 考生按实施办法的相关录取规则办理录

取专业信息登记。 根据市教委相关规定， 春考的预录取考生

（含列入候补资格名单并最终被预录取的考生） 无论是否与院

校确认录取， 一律不得参加2019年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 三

校生高考、 秋季统一高考。

第五届上海市民绿化节开幕
本报讯 （记者李静）第五届上海市民绿化节昨天在中山公

园开幕，主题活动吸引 400 多名市民热情参与。本届市民绿化节

将持续半年多时间，围绕“园艺进家庭 绿化美生活”主题，开展

一系列丰富多采的互动交流活动， 陆续推出家庭园艺、 绿色展

示、体验互动、科普服务四大系列 40 项市级活动，把更多绿色福

祉送到市民身边。

在开幕式现场，以“花语花园”为主线的四大主题活动区人

头攒动。 在绿色展示区，“绿色上海 绿动未来”城市绿化摄影展

等，引得市民驻足欣赏、拍照。 在绿色互动区，市民领取花签卡，

参与绿化知识问答、认识植物等互动游戏。 在绿色导赏区，植物

专家为大家讲解《诗经》中记载的植物。在绿色艺术区，小朋友们

拿着拓印板和押花工具， 制作精美的植物木版拓印和竹片押花

书签等手工艺品。

第五届上海市民绿化节将开展一系列活动， 让市民通过多

种方式亲近绿色、融入绿色、享受绿色。据介绍，市民绿化节已成

为上海全民义务植树的新载体，并将“3·12”植树节活动拓展延

伸至全年，丰富市民群众义务植树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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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抗日英雄黄魂：热血忠魂浩气长存
黄魂原名符权重 ， 1903 年出生于琼山

石桥乡， 家中排行老二。

1926 年 3 月， 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

的黄魂在琼山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该

校第一批共产党员。 毕业后， 黄魂又回到家

乡和周边地区， 成立农会， 发展党员， 建立

支部。 父亲符经安、 哥哥符权尊和弟弟符权

贵受其影响， 也先后成为共产党员。

原琼山县党史办主任王万江曾对黄魂的

事迹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 ， “黄魂善于动

‘笔杆子’， 对敌人也是有勇有谋。”

上世纪 30 年代， 由于敌人的疯狂 “围

剿”， 琼崖革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此时宣

扬革命思想的宣传阵地显得尤为重要。 王万

江介绍， 1936 年 5 月， 黄魂被任命为琼崖

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他撰写以及主持出版

了一系列文章和刊物， 对党员、 群众的教育

起到了积极的鼓舞作用。 据资料记载， 黄魂

曾参与或负责主持出版过 《特委月刊》 《红

旗报》 《党团生活》 《布尔什维克》 《抗日

新闻》 等报刊。

1944 年 4 月， 黄魂被任命为琼崖独立

总队政治部主任， 奉命回独立总队部赴任。

5 月途经昌感县四荣乡上荣村附近时， 与日

军 “扫荡” 马队遭遇， 在激战中黄魂身负重

伤， 为掩护战友撤退被俘， 壮烈牺牲。

           新华社记者 李金红
 ?据新华社海口 3 月 10 日电）

长征九号有望2030年前后首飞
我国重型运载火箭取得阶段性成果，运载能力是现有中国火箭最大运载能力5倍多

新华社西昌 3 月 10 日电（记者陈芳 胡
喆）“芯级箭体直径 9.5 米级、近地轨道运载

能力 50 吨至 140 吨、 奔月转移轨道运载能

力 15 吨至 50 吨、 奔火转移轨道运载能力

12 吨至 44 吨……”这是我国正在进行关键

技术深化论证的重型运载火箭长征九号研

制的一系列指标。记者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第 300 次发射现场采访时了解到，我国重型

运载火箭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任务规划预计

将于 2030 年前后实现首飞。

“长征九号运载火箭是航天强国的重

要支撑，是大规格利用空间资源的基础，是

开展大规模深空探测的前提。 ”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一院院长郝照平介绍，长征九号运载

火箭目前进展顺利， 重型火箭总体方案已

经通过了集团级专家评审， 各分系统方案

基本明确。

“如果在大推力发动机、大直径结构等

一系列关键技术实现突破，长征九号运载火

箭将有望在 2030 年前后实现首飞， 这将大

幅提升我国自主进入空间能力，极大的支撑

我国科技强国和航天强国建设。”郝照平说。

经过近几年的攻关努力， 长征九号运

载火箭的研制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

长征九号运载火箭箭体直径 9.5 米 ， 全箭

总长近百米， 运载能力是现有中国火箭最

大运载能力的 5 倍多，最大运载能力和综合

性能指标将达到国际运载火箭的先进水平。

长征九号运载火箭的研制成功将满足

未来较长时期国内深空探测、载人月球探测

等国家重大科技活动的任务需求。据初步统

计测算，2030 年前后， 重型火箭发射需求 4

到 5 发 ，2030 至 2035 年发射需求 10 次左

右,到 2050 年发射需求更多。

300次！长征系列火箭发射次数再刷新
其中103发火箭上海制造，超过总量的三分之一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昨天零时 28 分，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点火起飞， 成功将中星 6C 卫星送入太空。

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次数正式刷新

为 “300”。 长征火箭的 300 次发射中， 有

103 发火箭是由上海制造的 ， 超过总量的

三分之一。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制

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是中国航天的绝对主力

运载火箭， 承担了我国 96.4%的发射任务，发

射航天器总质量占中国发射总质量的 99.2%。

据统计，长征火箭 300 次发射的成功率

约为 96%。 与前 50 次发射相比，后 250 次

发射的成功率明显提升且趋于稳定。在第三

个 100 次发射中， 长征火箭共将 225 颗航

天器送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率高达 97%，

居世界领先地位。 特别是 2018 年，长征火

箭年发射连续成功次数达到 37 次，首次独

居世界航天发射次数年度第一位， 在近 20

年世界各国航天发射史中，是连续成功发射

次数最高的一年，创造了世界航天发射的新

纪录。

《浣纱记传奇》首演，致敬昆曲先贤
本报讯 （首席记者黄启哲）历时三年，上

海昆剧团创排的新编历史昆剧 《浣纱记传奇》

于上周六在东方艺术中心首演。作为第十二届

中国艺术节的参演剧目， 该剧以悠悠水磨调，

打开一条历史通道， 试图探寻昆腔演变为昆

曲、昆曲发展为昆剧的几个片段，致敬梁辰鱼、

魏良辅、张野塘等一众昆曲艺术家。

该剧由上海昆剧团的中生代演员黎安、吴

双、张伟伟和罗晨雪主演，他们分别饰演梁辰

鱼、魏良辅、张野塘与魏良辅之女若耶。故事讲

述了面对倭寇侵犯、严党专权、国难当头、内忧

外患的动荡时局，一众昆曲先贤或在传奇故事

中寄寓浓烈的家国情怀， 或潜心研究曲谱、十

年不下楼。 其故事令当代人感怀。

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著名戏剧戏曲

导演卢昂担任该剧导演 , 他将三位主角梁辰

鱼、魏良辅、张野塘定位为 “昆坛三杰”，致力

于展现昆曲先贤在苦难中坚守、永不停歇探寻

的思想高度、人格高度与艺术高度。 该剧的艺

术指导岳美缇希望此次创作过程是一次瞻仰

昆曲祖先的朝圣之旅。

在昨天举办的专家研讨会上， 与会专家为

上海昆剧团以创作致敬先贤的创作视角与故事

题材点赞。 上演前， 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

就表示， 这是一部 “在路上” 的作品， 不仅

是简单意义上对新剧目的创作排演。 她希望

主创能够以虔诚敬畏的创作态度、 严谨治学

的艺术修养、 兼收并蓄的海派精神、 现代写

意的戏剧品格， 令观众能在这段昆曲发展历

史中， 有所收获， 进而对昆曲有更深厚的理

解与感情。

叶辛：为上海写传，阳春面生煎包不得不提

提到上海的文化， 最容易联想到什么？

是海派文学， 还是都市文化意识和市民文

化意识， 亦或是本土的沪剧？

《上海传》 作者、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

席叶辛昨天在杨浦区图书馆二楼报告厅里

却是从上海的美食开始谈论上海文化的 ，

他试图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娓娓道出与上海

这座城市的渊源。

叶辛是地道的上海人， 20 岁的时候去

贵州插队 ， 在乡间工作生活了十余年 ，

1986 年回到上海的时候， 眼前的上海已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 1986 年至今，

他在上海生活了 30 余年。 他说， 上海一直

在变， 但是一些味蕾的记忆一直留存。

一碗阳春面、 一碟生煎， 这些看似寻

常不过的饮食， 在叶辛眼中是上海文化的

重要一部分。 叶辛的一位上海旧友目前在

国外一所高校任教， 他告诉叶辛， 这些上

海美食对于漂泊在异乡的他来说， 成了对

故乡的追忆。 对此， 叶辛感同身受， “要

为上海写传， 这些美食不得不提及”。

叶辛告诉记者， 《上海传》 是新星出

版社大型城市传记丛书 “丝路百城传” 的

开篇之作 ， 该丛书对 “一带一路 ” 沿线

130 座城市作了记述， 丛书责任编辑选择

在上海出生并长期在上海生活的叶辛执笔

书写上海。

这本 《上海传》 写的内容不同于以往

大众通过影视剧所熟悉的上海滩， 或是以

19 世纪为背景编写的一些上海故事， 叶辛

介绍： “《上海传》 所写的内容， 都是我这

辈子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 看到的上海故

事。” 和新中国同岁的叶辛见证了上海解放

之后的不断发展， 他眼中的上海是大气磅

礴的 ， 是浑厚深沉的 ， 更是细腻精致的 ，

是在不断变化中的， 也是在急速发展中的。

“在这本书里， 我写我吃到的上海小吃， 感

受到的上海弄堂文化、 石库门文化和进入

新世纪之后的小区文化。”

此次讲座是 “大家话海派” 项目的第

一讲， 这是杨浦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和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

心发起， 杨浦区图书馆和上海大隐书局有

限公司共同合作 ， 从杨浦区 “三个百年 ”

出发， 以海派文化为主要切入点推出的项

目， 旨在引领市民深入学习海派文化， 弘

扬上海城市精神。

该项目于昨天启动，这个时间节点的选

择也颇具意味。 “310”是居民身份证上上海

的代码，也是上海话“侪要灵”的谐音。

记者从杨浦区文化和旅游局获悉， 除

了叶辛， 今年 “大家话海派” 项目还将邀

请熊月之、 陈东、 钱乃荣、 徐建刚、 田兆

元、 乔争月、 李天纲等十余位海派名家汇

聚一堂 ， 举办具有思想引领性的文化分

享会、 名家报告会 、 海派名家行等活动 ，

推广海派文化精髓 ， 营造城市海派文化

氛围。

新编历史昆剧 《浣纱记传奇》 讲述明代嘉靖年间梁辰鱼、 魏良辅、 张野塘为代表的先贤对昆曲的探索发展， 致敬他们所作出的

艺术贡献。                 祖忠人摄

樱花节女子10公里精英赛开跑

昨天，2019 上海樱花节女子 10 公里精英赛在顾村公园开

跑。 初春三月，公园内早樱绽放，3000 余名女性跑步爱好者在朵

朵樱花映衬下格外英姿飒爽。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影报道

董其昌书画展以60万参观人次华丽收官
（上接第一版）

昨天是展览的最后一天， 许多观众冒

雨前来赶末班车 。 上午九点刚过 ， 在上

海博物馆门口 ， 撑着伞等候入场的观众

排起了长龙 ， 其中不少是远道而来的外

地观众。

下午三点半， 工作人员在计算了馆内

承载量后， 在队尾处举牌告知观众停止排

队， 但仍有人不舍离去。 馆方综合考虑安

全等因素后 ， 在四点前 ， 再次开放名额 ，

为最后的几十名观众特别放行。 “最后一

波赶上了， 很幸福。” 观众说。

上海博物馆党委副书记朱诚告诉记者，

该馆每天接待量的最高限额是 8000 人次，

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会适当地采取人

性化措施。 昨晚， 上海博物馆还精心策划

了以 “董其昌和他的江南” 为主题的闭幕

之夜活动， 通过艺术夜话、 江南丝竹音乐

演奏、 珂罗版体验等形式， 为展览画上圆

满的句号。

这样的现象级原创艺术大展近年来在

上海并不少见。 比如， 昨天同期在上海当

代艺术博物馆落幕的第 12 届上海双年展接

待观众约 39 万人次， 展览期间， 来自全国

乃至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打着 “飞的 ”

前来参观。 挡不住观众持续火热的观展热

情， 在中华艺术宫举办的 “从石库门到天

安门 ” 上海美术作品展曾两度延长展期 。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 上海科

技馆去年联合举办的 “世纪典藏———上海

博物溯源” 展三个多月吸引了 42 万余人次

参观。

“医教扶贫中国行”首站启动

中国最高水准手外科医疗理念推广到西部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前天，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 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手外科主任顾玉东院士领衔的上海韩哲一教

育扶贫基金会———顾玉东院士医教扶贫专项基金 “医教扶贫中

国行” 首站在武警宁夏总队医院启动。

这意味着代表我国手外科最高水平的医疗理念、 技术将推

广到祖国西部。 这一项目将利用“互联网+”优势，开展远程查

房、远程会诊、远程示教、远程培训，以提升当地手外科的整体水

平。 顾玉东说，医教协同是对国家“扶贫先扶智”要求的落实，只

有通过医、教协同，才能深入扶贫、精准扶贫，实实在在地扶贫。

启动仪式后， 华山医院与武警宁夏总队医院的手外科专家

团队，为近百位患者开展了义诊。 徐文东教授、沈云东副教授还

带领团队， 为武警宁夏总队医院开展了两台健侧颈 7 移位治疗

中枢性偏瘫的手术示范教学。两家医院手外科团队还通过“海上

名医直播室”进行线上专题演讲，与患者及其家属互动。

因脑卒中、脑外伤、脑瘫等一侧大脑损伤造成对侧肢体偏瘫

的严重致残性疾病，为家庭、社会都带来沉重负担，华山医院团

队在数十年临床、科研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枢瘫治疗的全新

策略，即通过手术将健侧上肢颈神经移位至瘫痪侧的颈神经，让

偏瘫上肢与同侧健康大脑半球相连接，恢复瘫痪上肢功能。该创

新手术成果刊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并入选“2018 年度中国

十大医学科技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