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时间：10 ? 13 ?-10 ? 16 ? 销售地址：宝山区呼玛路 754 号地铁一
号线通河新村站 1 号出口出向北 500 米右转即到 电话：021--56094442

---石斛---

铁皮石斛/220元(半斤 250克）平均 0.88元/克
精品石斛 800元 ／ （半斤 250克）平均 3.2元 ／克
霍山铁皮石斛 980元 ／（半斤 250克）平均 3.92元 ／克

---西洋参---

（小片）195元 ／ （半斤 250克）平均 0.78元 ／克
（中片）320元 ／ （半斤 250克）平均 1.28元 ／克
（大片）495元 ／ （半斤 250克）平均 1.98元 ／克

---冬虫夏草---

129元/克（10克约 50条)

318元/克（10克约 40条)

488元/克（10克约 30条)

---海参---

大连海参 1400元 ／半斤
精品大连海参 2300元 ／半斤

---三七---

23头 498元 ／斤 买一斤送一斤 平均 249 ／斤
30头 398元 ／斤 买一斤送一斤 平均 199 ／斤
50头 298元 ／斤 买一斤送一斤 平均 149 ／斤
120头左右 特惠价 80元一斤，每人限购一斤

所有赠品 同品同规
---阿胶---

阿胶糕 每盒 198元，买一盒送一盒

降价啦！！！ 店庆特惠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阿胶、冬虫夏草、大连海参 全场特惠

?海市宝山区净肤堂卫生用品商店 广告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受挚信资本委托，

代表挚信资本发布如下声明：

挚信资本获悉有不法分子冒用挚信资
本名义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 App、微信
朋友圈等媒介向受害人发送信息，以“打新
股” 等名义诱骗受害人通过指定网址下载
指定 App并向指定账户转账。

针对上述情况，挚信资本郑重声明如下：

1. 挚信资本不存在任何针对散户的投
资业务或投资产品。

2. 挚信资本未运营或授权运营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中文网站：http://www.zxzben.

com，http://m.zxzben.com/20302/， 未运营
或授权运营任何针对散户的媒体账户 （包

括但不限于微博、微信公众号），也未运营
或授权运营任何 App。

3. 挚信资本从未授权任何个人或实体
以 “挚信资本”（英文：Trustbridge Partners）

名义从事任何针对散户的证券投资活动，

也不会通过电话、网络、短信向散户发布项
目投资、资金募集的信息。

4.如您认为您已成为相关金融/投资诈骗
活动的受害人，建议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

5. 对于任何冒用挚信资本及其关联方名
义误导、欺骗投资者的个人或实体，挚信资本
保留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追究的全部权利。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2020年 10? 13?

关于警惕假冒挚信资本名义从事非法活动的郑重声明

临床研究转化步伐提速，

全新“细胞工厂”力攻顽癌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联手上海医药推进 CAR-T ?胞治疗技术
产业化之路，推动上海生物医药技术新发展

作为攻克癌症的生物医药领域革命性技

术，CAR-T 细胞治疗受到全世界产业界 、医

学界的关注， 在上海， 一座蕴含全新机制的

“细胞工厂”呼之欲出。

昨天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 ）、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与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CAR-T

临床研究技术成果转让 》 《基于 CD19 和

CD22 联合靶向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和淋巴瘤研究合作 》协议 ，旨在构建从临床

研究到产品研发的 “医院—企业 ”合作新机

制，推动上海生物医药技术新发展。

自主研发儿童 白 血 病
CAR-T ?胞治疗技术， 相关
成果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根据中国儿童肿瘤协作组（CCCG）最近统

计，2015年至 2019年，全国超过 7000 例儿童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入组 “CCCG-ALL-

2015方案”。 该治疗方案由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牵头，始于 2005年，为中国首个白血病临床多

中心协作组，旨在为中国白血病患儿提供统一

的诊治规范、药物等策略。 经历医务人员十多

年不懈努力，治疗效果令人振奋。根据“CCCG-

ALL-2015方案”最新统计，患儿五年无事件生

存率达到 80%，为国际先进水平。

尽管如此， 仍有 2%的难治性患者无法

获得疾病缓解，10%-15%患者不可避免的复

发。现有手段对这些难治、复发儿童白血病治

疗效果欠佳，如何提高难治、复发儿童白血病

的疗效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CAR-

T 细胞治疗技术给了这些孩子新的希望。

继化疗、 干细胞移植之后，CAR-T 细胞

治疗技术是国际上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肿

瘤治疗领域革命性、颠覆性治疗技术，目前在

白血病治疗领域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全

世界尚无将 CAR-T 细胞治疗技术用于儿童

白血病的获批先例。

自 2015 年起，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自主研

发儿童白血病 CAR-T 细胞治疗技术。 上海

儿童医学中心院长江忠仪介绍， 在陆续攻克

高滴度病毒制备、体外大量扩增、稳定高效转

染、细胞因子风暴防控等技术难题，以及对技

术进行不断改良、迭代升级后，该医院已逐步

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

CAR-T 细胞治疗综合技术体系。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临床血液肿瘤实验室

主任李本尚介绍， 在严格控制入组条件和严

格伦理审核的基础上，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至

今已完成 150 余例儿童白血病和恶性淋巴瘤

的相关 CAR-T 细胞治疗 ， 缓解率高达

98.8%，三年总生存率达 70%以上。 综合比较

国内外 CAR-T 细胞治疗数据，近年来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 CAR-T 细胞治疗临床研究技术

已取得显著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全力“孵化”，加快科研成
果向治疗产品的转化步伐

要成为真正“药物”，即便再好的临床试

验数据还需进一步验证。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医生们的临床研究成果急需走上产业化之

路，与上药的牵头应运而生。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覆盖

生物医药研发与制造 、 分销与零售的全球

500 强企业。 本次合作将充分利用上海医药

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链优势、 上海儿童医学

中心科研综合实力以及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

辐射带动作用， 共同搭建符合药品生产监管

流程的标准化“细胞工厂”，加快科研成果向

治疗产品的转化步伐。

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重要支柱， 也是上海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

体系、 巩固提升实体经济能级的重要抓手。

经多年发展，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要素

集聚、 企业链条齐备， 有潜力、 有能力成为

提升上海城市产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力量。 2018 年 7 月 ,上海市政府出台 《关于

推进健康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一流

医学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 （简称 “健康服

务业 50 条”） ,鼓励有实力的医疗机构瞄准

医学前沿， 大力推动符合伦理、 成熟可靠前

沿医疗技术的临床应用转化机制建设， 组建

优势学科团队， 提供先进医疗技术服务。

2019 年 9 月 17 日 ， 上海市政府召开

“上实 、上药集团与本市公立医疗机构设立

合资研发企业 ”协调会 ,做出 “先试点 ，然后

拿出制度和研发框架 ” 的决定 ； 同年 9 月

19 日 ，按照市政府精神 ，上海申康医院发

展中心成立专项工作组 ，其中 ，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成立 “CAR-T 免疫细胞治疗 ”院企

合作项目推进工作组 ，全力 “孵化 ”CAR-T

免疫细胞治疗技术 。 因此 ， 随着昨天的签

约 ， 此番合作也将正式掀开该自主技术的

产业化之路 。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本报记者 吴金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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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寻找并设计一座‘理想中的大

山’作为人类新生存基地的前站，大山可

以选址何处？如何构建大山的生态系统、

‘模拟’人类的第二个家园？ ”

这是上海市卢湾中学八年级学生的

一门跨学科学习项目《设计“大山”》。 题

目看似很难，但经过六周的学习，学生们

以小组作业的形式， 交出了精彩纷呈的

答卷： 有的小组通过 3D 建模软件全景

展示关于大山及其植物分布的设想；有

的用报纸和泡沫塑料搭建出一座仿真大

山；有的则手绘大山的海报，还细心地标

注了详细的比例尺和经纬度……

这门融合地理、 生命科学等科目知

识的新课一经推出， 就受到了学生的喜

爱。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市中小学课

堂上， 诸如 “如果学校上课的黑板有弹

幕，课堂将会发生什么变化”等“活问题”

越来越多。

上海市教委已于近日出台 《义务教

育项目化学习三年行动计划 （2020-

2022 年）》（以下简称 《计划》）。 根据该

《计划》， 上海明确提出以创造性问题解

决能力为导向， 以项目化学习的实践和

研究为着力点， 培育项目化学习实验校

100 所左右，覆盖全市所有区。

项目化学习，不仅仅是为
适应新中考改革而生

什么叫项目化学习？ 根据最新发布

的《计划》，是指以校长为核心的教育教

学团队，在学校活动领域、学科领域和跨

学科领域， 设计真实、 富有挑战性的问

题， 引导和指导学生在一段时间内持续

探究，尝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形成相关

项目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提到的 “跨学

科”， 在沪上基础教育界正日益受到关

注。 据 2018 年公布的《上海市进一步推

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

意见》，从 2021 年开始，跨学科案例分析

（主要涉及地理、生命科学等学科）纳入

中考的考察范围。

“开展跨学科项目化学习一方面是

为了适应新中考改革， 另一方面是为孩

子的未来积蓄能量。”卢湾中学校长张怡

表示，以问题为牵引的项目化学习，没有

传统的教材和考试， 这些项目可以从课

程标准与教材中延伸而出， 也可以来自

日常生活、 新闻热点， 以及学生的困惑

等。从课堂教学实践来看，一个经过教学

团队设计的“非现实任务”可以引爆学生

的学习兴趣，让他们自主投入、爆发出惊

人的创造力。 “当前，学校亟须一种指向

综合素养的课程形态和教学模式， 让孩

子在初中阶段就学会指向跨学科的深度

学习。 ”

那么对于小学而言，这些变化又意味着什么？在静安区

和田路小学校长张军瑾看来， 与日常在教室里传授式的学

习相比， 项目化学习最大的区别是让孩子们保有对真实世

界探索的热情， 让他们在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成就

自己。

在和田路小学，全校学生通过“劳动 101”这项创造性

的劳动实践活动，研究“快递是怎么到我们手中的”等主题。

孩子们用数学的方法去计算快递员如何高效派送， 在观察

中了解职业特点、探寻生活。 “将知识的学习融会贯通于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孩子开始在项目化学习中

为自己今后的生涯规划做打算、确立了初步的职业理想，这

就是项目化学习的意义所在。 ”张军瑾说。

研训结合，打造有保障、有课程创造力
的教师队伍

早在 2015 年， 上海成立儿童学习基础素养项目组，其

中的一项重点研究内容就是项目化学习。目前，包括静安区

和田路小学、上海市卢湾中学等 32 所学校都已先行开展学

习试点。

针对项目化学习取得的效果， 徐汇区教育局曾邀请专

业团队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参加项目化学习的实验班的老

师和学生在思维能力、课堂专注度、师生互动性等方面都高

于其他班。

尽管已有前期积累，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此次出台的

《计划》要真正落地，在实际操作层面可能仍会面临不小的

挑战。

首当其冲是师资。 正如徐汇区教育局副局长钱佩红所

言，基于综合素养视角下的项目化学习，是让学生通过对真

实的、有挑战的问题进行持续探究———对教师而言，这何尝

不是一种挑战呢？！

为了解决这一难点，徐汇区通过组织校长沙龙、教师论

坛、组团研修、项目校展示等活动，提升教师教研水平。 同

时，该区还通过探索跨学校、跨学科的教师研修，以教研与

实践相结合、专家与教师相结合、不同学科教师相结合等多

种方式，开辟研训结合的新途径。

从市级层面，为了打造一支过硬的教师队伍，《计划》提

出，上海将整合多领域专业力量，成立项目化学习市级专家

组，加强研究、指导和培训，开发项目化学习行动指南等。上

海将力争在 3 年内培养 100-200 位左右在项目化学习研

究与实践领域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的“种子教师”。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贾炜介绍， 除了加强对在岗在职的

教师培训，上海还将积极探索、组织部分社会资源参与到项

目化学习推进过程，同步建设专兼职教师队伍。

此外，本市将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经费支持有关实验区、实

验校开展项目化学习实践与研究。 在绩效分配制度上，将对积

极参与项目化学习实践并取得创新突破的教师给予倾斜。

ｗww．whb．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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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携手，能写出通过图灵测试的好故事吗
从AI?立写作到交互式创作，全能智能语言模型撬动文字类相关产业

人工智能（AI）写作早已不是什么新奇

的事，但你想过和机器人共同完成故事创作

吗？ 近日，老牌文字冒险游戏《龙与地下城》

引入了一种可交互式生成故事的新技术，在

给定的故事背景设定下， 玩家每输入一句

话，AI 都会根据玩家动作续写后面的故事。

交互的前提是理解，在“断文解字”这件

事上， 机器能力已经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

两年前，斯坦福大学推出的阅读理解能力大

赛上， 计算机的英文阅读能力已超过人类，

此次游戏更新的技术相比之前又迈进了一

大步。 从此前的 AI 独立写作到如今的人机

携手创作，“进阶版”机器写手能写出通过图

灵测试的好故事吗？

全能语言模型让机器写作
更“丝滑”

在线文字类游戏的背后离不开语言模

型 ，《龙与地下城 》 引入的就是一款名为

GPT-3 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 玩家用 “丝

滑” 来形容它所带来的体验———逻辑一致

性、情节丰富度，乃至细节描写都令人惊讶，

当你之前没有写下完成某个动作时，无法再

通过改变句式“欺骗”计算机来蒙混过关。

GPT-3 由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OpenAI

发布，这是一个拥有 1750 亿参数 、利用 45

万亿字节文本数据进行训练的人工智能。在

它出现之前，世界上最大的语言模型是微软

旗下的 Turing-NLG，还不到两亿参数。

“量变引发质变，GPT-3 是一个相当全

能的语言模型，它的出现将会极大改变语言

文字相关产业的业态，用在文字类游戏上只

是小试牛刀。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

得主、达观数据创始人陈运文说。

写作、 聊天 、 翻译 、 问答……GPT-3

在每一项工作上的表现都令人惊艳。 当你

需要制作表格时 ， 只要给出类别和数据 ，

说出或写下 “做张表格”， 它就能自动生成

表格； 当你回复邮件时， 只要列出关键词，

它就能生成一封表达准确的邮件； 想让它

生成某个特定网页， 它不但能制作出网页，

还能生成网页所对应的计算机代码……按照

OpenAI 的统计， 如果它写了一个很长的故

事， 让人们判断这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人类判断准确率只有 52%， 几乎可以与人类

写手相媲美。

人机协同让重复劳动变得
更轻松

GPT-3 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迅猛发

展，让人机协同工作变得触手可及。 在国际

知名咨询机构高德纳最新发布的 《2020 年

十大战略技术趋势》中，排名第一的就是“超

级自动化”，其核心就是通过自动化、智能化

技术来“替代”人类进行重复性、低价值的固

定化流程。

在达观数据所在的张江科学城， 许多企

业在报销中已经用上了 “自动流程机器人”

（RPA）。 以前，员工要填写一堆表格、粘贴很

多单据；如今，机器人可自动完成整个费用报

销工作，包括自动填写单据、自动识别单据内

容、 自动判断填写内容是否合法合规。 据测

算，仅此一项事务，工作效率就提升了六倍。

目前，达观数据正联合北京大学、复旦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进行技术攻关，推进

语言智能的核心技术研究，不断刷新对各行

各业文档的理解能力。陈运文预计，五年内，

30%的文档资料工作可实现自动化，或许未

来每个人都可配备一个处理文字工作的“AI

小秘书”。

人类引以为豪的 “创作堡
垒”会被攻破吗

当机器人可以与人类共同创作故事 ，

有人担心 ， 人类引以为豪的 “创作堡垒 ”

恐怕不久之后就要拱手让给机器人了。

陈运文表示， 文本智能处理已经走过

了符号主义、 语言规则、 统计学习、 深度

学习四个阶段， 不过机器至今还处于模仿

阶段。 即便聪明如 GPT-3， 也只能从它看

过的文本中选择桥段进行拼接、 模仿， 尚

无法创造一个新世界。 这一点也表现在游

戏中， 在进入 《龙与地下城》 后， 玩家必

须先设定背景和种族， 故事才能继续下去。

诗词创作可作为衡量 AI 创作水平的一

把标尺。 去年， 上海诗词学会诗词专家拿

出数首作品与清华大学诗词创作 AI “九

歌” 同题竞技， 由普通读者投票识别其中

的人工智能作品。 从结果来看， 大部分 AI

诗作都能被读者准确识别， 最高组别的正

确率超过 70%。

一位网友就 “吐槽” 了人工智能诗词

《午后 》 中的一句 “独倚阑干看晚潮 ” 。

“作者透过窗子看到晚潮 ， 那么他住的不

是海景房就是江景房 ， 又怎么会有石桥

呢 ？” 他还表示 ， 诗词好坏在于意境 ， 这

是诗人寓心境于形象之中而从字里行间流

露出的情感， AI 诗词往往有高频词堆砌出

的痕迹。

在陈运文看来， 人类还是有决定权的

那一方， 他可以改写机器所写的故事。 更

重要的是人类的创造力， 这是机器永远比

不过人类的地方。

■本报记者 沈湫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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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家门口“文化驿站”如何吸引年轻人
(?接第一版)现在双休日、节假日无休，一周

可达 91 个小时，即使在冬季，每天晚上 9 点

闭馆，开放时间也有 84 个小时。

“活动时间更长、活动环境更好、团员参

与率更高、停车更方便。 ”栋梁合唱团负责人杜

晓华用四个“更”概括了延时服务带来的好处。

“我们合唱团有 80多名在册成员，以中老年人

为主，但有些没有退休，白天还要上班，以往参

与活动机会不多，现在都可以自由参与了。 ”

据统计，目前在夜间或周末“加餐”的活

动课程共有 25 个种类， 一周增加近 300 课

时，有近 2000 人次参与。 整个塘桥社区文化

中心已能满足 40 余个文化团队、每月至少两

次活动的需求。

让白领、孩子愿意走进来

开放时间翻倍并不只有阿姨、爷叔受益，

更多年轻人、 青少年也有机会走进社区文化

服务活动中心的大门。

“我们已经进驻塘桥社区文化中心，每周

六、日上午各举行两场为期 2 小时的活动。 ”

上海市儿童艺术教育研究中心浦东校区负责

人姜勤说。她带来的文化活动是小马合唱团，

面向一至四年级的小学生展开声乐合唱培

训，一周可惠及 100 人次。

周浦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足足有 1.2

万平方米 ， 在办公区域之外 ， 活动空间很

大 。 不过 ，同样受制于开放时间等因素 ，这

里平常的主要服务对象还是老年群体 。 借

助 “9107”延时服务模式试点 ，该文化中心

计划在 10 月底引入全新的管理模式和活

动项目。

文化中心赋能居民社区

在提供延时服务同时， 塘桥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也将发挥更多的赋能作用， 进一步提

升居民区层面的群众文化供给水平。目前，在

多个居民区，新项目“文化集市”已经就绪，将

发挥文化方面的咨询、服务与展示互动功能。

在蓝东居民区的 “文化集市”， 一摞打上

“图书漂流”印记的图书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

另有几册崭新的红色诗集供借阅，它们分别由

小朱书店与桂兴华诗歌艺术中心提供。除了借

阅图书，居民也可以向值班志愿者咨询文化中

心近期的活动安排，或是欣赏居民文化团队最

新的插花、书画、剪纸等文艺创作。

这只是“文化集市”的初级阶段，按照塘

桥街道的设想， 未来这里会成为每个小区都

拥有的、 真正在居民家门口的文化服务延伸

点。社区里的文化达人或将成为志愿者，轮流

到各个“文化集市”坐镇。舞蹈的步法、绘画的

笔触……居民有问题，可以来现场接受指导。

同时， 延时服务的理念也拓展到了居民

区的活动室。在茂兴居民区，书画团队茂兴书画

沙龙每次活动都要开展到晚上 8 点之后，以

往来不及完成的作品，现在有了充足的时间。

茂兴书画沙龙原本是社区的一个家庭文

化睦邻点， 由今年 80 多岁的吴馨负责指导，

共有 15 名学员。 由于参与人数众多，早些时

候居委会将他们请到居民区活动室来开展活

动，但由于活动室开放时间有限，往往大家还

没画尽兴，就要收拾东西离开了。随着居民区

活动室启动延时服务模式， 现在每次活动的

结束时间都变得灵活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