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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港队

球员胡尔克（左）

与河北华夏幸福

队球员任航在比

赛中争抢。

新华社记者

王晓摄

1959年，俞丽拿首次在

上海兰心大戏院公演《梁祝》。

（资料照片）

茛 俞丽拿近照。

（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供图）

勇担时代重任 放飞青春梦想
市青联十二届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尹弘讲话

本报讯 （记者祝越）上海市青年联

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昨

天在上海展览中心召开。 市委副书记尹

弘出席会议并讲话。

尹弘代表市委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

祝贺。 他指出， 广大青年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珍惜伟大时代， 做勇挑历史重担的

担当者， 自觉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和民族

命运紧密相连， 把个人梦融入中国梦。

要勇于创新创造， 做谱写上海新传奇的

弄潮儿， 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

感， 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进一步提

升上海科技创新策源能力。 要矢志艰苦

奋斗， 做引领潮头的奔跑者， 推动上海

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要锤炼

高尚品德， 做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身体

力行崇德向善。 青联组织要始终坚持党

的领导， 做强青年服务， 提升组织的吸

引力、 凝聚力和影响力， 更有效地把最

广大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 向着共同的

奋斗目标前进。

市领导沙海林、 彭沉雷、 徐逸波，

全国青联副主席杨扬出席大会。 团市委

书记王宇代表各群众团体致词。 十一届

市青联主席刘伟代表上海市青年联合会

第十一届常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刘伟为上海市青年联合会

第十二届委员会主席， 江帆、 包文骏、

李腾、 张彦、 颜奕萍、 于杰、 习铮、 王

珮瑜、 李昕、 杨珉、 杨洁、 体廷、 张光

远、 张金全、 陆朝阳、 胡振球、 康杰等

17 人为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

员会副主席， 丁业荣等 129 人当选为上

海市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委员。

大会号召， 全市各族各界青年要以

青春之我、 奋斗之我， 勇担时代重任，

放飞青春梦想， 为奋力创造新时代上海

改革发展新传奇，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上港的头号难题还是伤病
2比1力克华夏幸福，迎来中超三连胜

上港队最终以 2 比 1 获得了胜利，

但在球场上表现更好的是主队河北华夏

幸福。 在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 3 轮角

逐中， 上港队凭借埃尔克森和艾哈迈多

夫的进球如愿拿到了中超三连胜， 但结

果无法掩盖球队在比赛中所遭遇的大麻

烦， 若非对方运气欠佳以及颜骏凌的神

勇表现， 佩雷拉的球队或许连拿到一场

平局都很难。

全场比赛 ， 华夏幸福一共获得了

18 次射门机会 。 相比之下 ， 上港队在

进攻端的表现或许只能用 “高效” 来加

以形容， 全场比赛只有两次将射门打在

了门框范围内 ， 偏偏全部都转化为入

球： 第 9 分钟， 华夏幸福门将和后卫在

配合时出现严重失误， 埃尔克森捡漏打

空门得分； 第 79 分钟， 艾哈迈多夫在

禁区内接李圣龙的精妙做球推射帮助球

队锁定胜局。

“抛开球队在进攻端获得了那么多

机会不谈， 今天整场比赛我们只出现了

两次失误 ， 但全部都被对手抓住了 。”

华夏幸福主帅科尔曼承认， 上港队把握

机会的能力的确非常强， 显然他对输球

并未心服口服。

“这样的比赛过程不是我们想要

的 ， 球队也没能踢出教练组想要的配

合 ， 但幸运的是我们最终获得了胜

利。” 上港主帅佩雷拉赛后毫不讳言球

队的不佳表现 ， 但面对队中没完没了

的伤病， 葡萄牙教头也的确束手无策。

此役上港队的贺惯 、 石柯和蔡慧康虽

然如愿复出 ， 但奥斯卡和吕文君的因

伤缺席令人措手不及 ， 其中吕文君在

国家队集训期间便受伤病困扰 ， 而奥

斯卡则是在赛前一天的训练中出现扭

伤而无法参赛 。 作为上港队的进攻指

挥官 ， 奥斯卡的作用毋庸置疑 ， 他的

缺席以及胡尔克持续的低迷状态 ， 导

致球队此役几乎没能打出成体系的进

攻战术 ， 而上港队在进攻端的疲软也

给了华夏幸福更多控制中场 、 制造威

胁的机会。

“奥斯卡和吕文君都非常重要。 昨

天训练的时候奥斯卡被队友踢了一下，

目前我们还不确定他伤得有多重， 需要

做一下核磁共振才能知道。” 佩雷拉表

示， 失去中场控制力让球队的比赛非常

艰难， “比赛中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挫

折。 对方长传冲吊很多， 高球很多， 二

点球很多， 和这样球队比赛很不容易。”

虽然三连胜让上港队与同积 9 分的

北京国安和广州恒大继续处于联赛积分

榜第一集团， 但如何避免出现更多的伤

病， 将成为佩雷拉接下来急需解决的头

号难题。

因为有爱，弓弦上的“祝英台”永不老
俞丽拿预定金秋“复出”，续写《梁祝》新篇

60 年前 ， 一位留着短发 、 身着

白衣蓝裙的 19 岁女孩， 首演了小提

琴协奏曲 《梁祝》。 一甲子过去， 在

这个温暖的春天， 又一段和 《梁祝》

有关的崭新故事， 在上海音乐学院教

授俞丽拿的心里 “化蝶”。

“封琴” 十年的她， 将在金秋首

演的音乐剧场 《真爱·梁祝》 中再次

奏响 《梁祝》 旋律。 作为这部新作的

出品人， 她和 《梁祝》 的两位主创何

占豪、 陈钢日前再度 “同框”。 “经

典除了传承之外， 还有没有创新和再

造的可能？” 这是年届八旬的俞丽拿

和梁祝的 “伙伴们” 多年来始终在思

考的命题。

舞台上的她， 是穿着长裙、 专注

弓弦的演奏家， 矢志不渝地弘扬中华

优秀文化； 舞台下的她， 是倾尽心血

培育人才的教师 ， 50 余年来坚守在

教育一线。 每天辅导不同个性和禀赋

的学生， 见证了一个个稚嫩的孩童，

成长为一只只飞向世界、 传扬中国声

音的彩蝶。

“我爱小提琴， 更爱教小提琴。”

当年一曲惊四海的 “祝英台”， 如今依

然充满青春活力的秘诀 ， 在于一个

“爱” 字。

《梁祝》蹁跹 60 年
用音乐弘扬中国文化

12 岁被分配学小提琴 ， 俞丽拿

学琴的开端并不美好。 当时， 大家听

不懂这门西方艺术语言。 她不仅在练

习过程中备受折磨， 连出去演出时也

没人鼓掌。

转眼到了 1958 年， 上音 “中国

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 前往浙江

等地表演 。 不少当地农民自出生以

来 ， 头一次看到小提琴 。 这让小组

成员之一俞丽拿深有感触 ： 该怎么

让小提琴 “说中国话”？ 只有让普通

中国老百姓喜欢 、 熟悉 ， 大家才会

去学这门乐器。

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 正是在

“民族化 ” 的氛围下诞生的 。 1959

年， 《梁祝》 在 “上海市音乐舞蹈展

演月 ”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前

身） 舞台上惊艳首演。 自那一天起，

这只美丽的蝴蝶飞入全世界千万人的

耳中、 心中。

如今， 俞丽拿希望能在继承的基

础上， 对 《梁祝》 有新的发展。 经过

两年酝酿， 集结了歌唱家雷佳和廖昌

永、 小提琴家王之炅和中国爱乐乐团

等阵容的音乐剧场 《真爱·梁祝》 初

具雏形 。 俞丽拿说 ， 《梁祝 》 的核

心是 “爱”， 而至死不渝是中国人最

传统的爱情观 。 新作将展现包括梁

祝在内的四段生死相依的中国爱情

故事 。 “用音乐弘扬中国人的传统

文化， 是先生一以贯之的追求。” 上

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表示， 俞丽拿

不仅是他的偶像， 也为上音的后辈们

树立了榜样。

今年秋天， 《真爱·梁祝》 上海

首演的尾声部分 ， 俞丽拿将重登舞

台， 为观众带来最华彩的 《化蝶》 片

段 。 70 岁时 ， 她曾决定将重心放在

教学上， 把舞台更多留给年轻人。 可

这一次 ， 她却食言 “复出 ” 了———

“为了这台 《梁祝 》 60 周年纪念演

出， 我要给大家打气！”

悉心育人 50 载
做教师就是要奉献

在不久前举办的 《真爱·梁祝 》

启动仪式上 ， 俞丽拿的爱徒王之炅

哭了。

从当年那个内向的小女孩 ， 到

成为世界瞩目的演奏家 ， 距离王之

炅开始跟俞丽拿学琴已过去 17 年 。

眼下 ， 从上音附小 、 附中到本科 、 硕

士 、 博士研究生 ， 俞丽拿依然带着各

个年龄段的学生 。 启动仪式当天 ， 看

到恩师目前带教的 10 岁琴童奏响 《梁

祝》， 王之炅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感慨

到哽咽。

俞丽拿对学生的认真和上心， 在于

每一节课的一对一、 手把手。 有些孩子

刚跟她学琴时才小学四五年级， 成长期

里他们也会面临各种问题。 因此在教学

方法上， 俞丽拿信奉因材施教， 在不同

年龄段孩子的每个阶段都进行有针对性

的教学 。 当年黄蒙拉开始师从俞丽拿

时， 她花了 6 个小时在第一节课上校正

他的音准 。 她甚至还能从学生的琴声

里， 觉察到他们是不是谈恋爱了， 心里

装着哪些事。

学拉小提琴， 手不能生。 可学琴的

孩子倘若寒暑假要找老师上课， 通常都

是付费的。 俞丽拿却经常义务给学生加

课， 分文不收。 所以， 她的学生每年都

有三个学期 ， 这样他们的进步就会更

快。 “不是你们要上课， 是我一定要给

你们上课。” 质朴简单的话语里， 承载

着俞丽拿坚定的信念———做教师就是要

奉献。

俞丽拿说， 她和学生在一起时，仿

佛永远都不会老。 “我要求学生每天练

琴， 自己也一直在永无止境地学习，努

力和他们共同进步。 ”现在，作为上海音

乐学院中小提琴教研室主任的她，希望

后辈能继承传统，兢兢业业地对待教育

工作。 因为，三尺讲台，也是她一辈子的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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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您早日康复”亟须专业人才保障
■嘉宾： 郑加麟 （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 教授）

■采访： 樊丽萍 （本报记者）

身为医生的老师， 同济大学医学院
院长郑加麟教授平日在和一些学生闲聊
时， 总会这样发问———

去医院探望住院病人， 很多人临别
时总要送上一句 ： “祝您早日康复 ！”

但是， 病人怎么才能早日康复？ 靠他自
己， 还是得靠专业人士的帮助？

这听上去像玩笑 ， 其实是医学科
普 ， 更是郑加麟近十年奔走呼吁 、 希
望引起业界关注的事 ： 国内医学院校
在医学生培养方面 ， 出现了一定的
“结构失衡” ———在人才供给上， 太重
临床医学 ， 忽视了康复医学和全科医
学人才培养。

“很多大病 ， 三分靠治 ， 七分靠
养。” 郑加麟说， 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在
加速， 老年健康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康
复和护理专业人才缺口相当大， 大学医
学院人才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

优秀医学生首选临
床 ，定位康复就是 “自降
身价”？

要满足更多患者 “病有所医 ”的
需求 ，为更多百姓提供尽可能好的医
疗服务 ， 康复医学必须加快布局 。

这话听上去没错 ， 但推行起来 ， 阻
力不小 。

在回国出任同济大学医学院院
长之前 ， 郑加麟曾任美国内布拉斯
加州立大学医学中心学术协理副
校长 。 谈及中美两国在医学人才培
养方面的差距 ，他认为 ，专业水平
高低还是其次 ，首先要优化人才供
应链 ，聚焦未来社会需求 ， 培养医
学紧缺人才 。

不过， 当他最初谈到希望借鉴国
际先进理念， 尽快培养一批优秀康复
人才时， 他就从同行们的脸上感受到
了犹豫。

康复医学与临床医学一样， 本来
都是医学分支学科。 但在国内， 最好
的医学生几乎都集中在临床医学， 挤
不进去的才会选择康复医学。 对于高
校而言， 一提要培养康复人才， 似乎

无形之中就把自己的档次拉低了， 很多
大学医学院不愿自降身价。

除了医学院和医学生的 “面子 ”，

学科专业设置的 “里子” 也有问题。 在
国内， 医学门类下有总计 11 个一级学
科， 而康复医学属于临床医学一级学科
目录下的二级学科。

“国外医学院没有一级学科这种说
法 ， 哪个领域重要就加大投入 。 但在
国内 ， 如果不成为一级学科 ， 要想做
大做强、 吸引优秀人才就比较难。” 郑
加麟说。

今年全国两会上 ， 全国政协委员
王桂英提交提案 ， 呼吁尽快将康复医
学调整为一级学科 ， 确立康复医学内
涵和知识体系 ， 满足学科发展和人才
培养的需要。

老龄化和分级诊疗 ，

倒逼医学院人才供给改革

随着城市老龄化加速发展， 康复人
才供不应求， 而包括分级诊疗在制度层
面推进和加速落地， 也在倒逼医学院启
动人才培养改革， 加快卓越康复医学人
才和全科医生的培养。

目前，我国康复医疗专业人才不足2

万人； 开办康复治疗专业的大学本科院校
只有75所，专科院校158所，每年毕业生总
数仅约8000人，且七成以上为专科学历。

今年 1 月，上海首家大学附属康复
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养志康复医院
（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 在松江区揭牌，

标志着上海在高端康复医学人才培育方

面迈出了一大步。

早在 2013 年，同济大学医学院已
与该医院合作开设康复治疗本科专业，

开创了国内康复医院与 “985 高校”合
作的先河。 “培养优秀康复人才和全科
医生，平台是关键。”郑加麟说，正是基于
这些人才培养平台的构建， 同济大学医
学院如今能够更好地践行“一体两翼”办
学理念， 即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为主
体，全科医学和康复医学为两翼，力争走
出一条特色办学的新路。

破冰从 “下沉 ”开始 ，

大学医学院主动牵手社区
医院

除了在康复医学上发力， 在全科医

生培养方面， 同样需要破冰。

“直到现在 ， 很多人遇到小毛小
病， 还是习惯往三甲医院跑。 所以三甲
医院总是人满为患。 每个病人就诊时间
只有几分钟， 医生忙得连喝水、 上厕所
时间都没有 。 医患双方都身处如此高
压 、 紧张的环境下 ， 医患关系如何松
绑？” 郑加麟说， 要解开这个结， 出路
同样是医学院人才供给改革， 即提高全
科医生的质量， 夯实百姓家门口的 “健
康守门人”。

在全科和家庭医学领域， 我国与发
达国家的差距依然明显。 在美国，48%的
医学专业毕业生选择从事全科医学；在加
拿大，52%的医学专业毕业生从事家庭医
学。 我国近十年虽有所发展，但仅有不到
5%的医学专业毕业生选择全科医学。

基于这一现状， 由郑加麟牵头， 同
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
运而生。 建设医学院附属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旨在通过医教协同提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综合服务能力， 从而实现教育
资源下沉、 人才下沉。

近三年 ， 同济大学医学院已与杨
浦 、 普陀 、 静安 、 嘉定 、 浦东等区的
10 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署共建附
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框架协议 ， 为全
科医学人才培养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
平台。

人物小传
俞丽拿，1940 年 10 月出

生，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中国著
名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首演
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 家喻户
晓，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誉。全
身心投入音乐教育事业， 呕心
沥血 50 余载， 为中国小提琴
事业作出突出贡献。

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老年健康服务供给严重

不足，康复和护理专业人才缺口相当大，大学医学院人

才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 目前，我国康复医疗专业人才

不足 2 万人； 开办康复治疗专业的大学本科院校只有

75 所， 专科院校 158 所， 每年毕业生总数仅约 8000

人，且七成以上为专科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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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和家庭医学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明显。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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