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星彩第 21136 期公告
中奖号码： 5 3 2 7 0 5 + 2

一等奖 1 5000000 元

二等奖 9 60862 元

三等奖 54 3000 元

四等奖 1870 500 元

五等奖 28517 30 元

六等奖 1128932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267823046.95 元

排列 5 第 21316 期公告
中奖号码： 6 8 8 0 1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1316 期公告
中奖号码： 6 8 8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本报记者 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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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常态化防疫不松懈， 冬春季

防病不放松！ 记者昨天从上

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

公室获悉， 即日起至明年 2

月 ， 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

会、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全市

范围开展 “迎新春” 冬季爱

国卫生运动， 夯实疫情防控

群众基础。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 ， 本市要求各

区 、 各街镇 、 各部门全面

落实冬季爱国卫生运动各

项工作 。 今年 12 月 9 日 、

12 月 23 日和明年 1 月 20

日， 全市将统一开展周四大

扫除活动。

各区、 各部门将采取多

种形式， 广泛深入普及 《上

海市民健康公约》， 宣传新

冠肺炎等重点传染病防护知

识， 进一步提高群众的卫生

防病意识和对依法履行防病

义务的认识， 积极配合相关

部门做好传染病防控工作 。

同时， 本市将组织检查人员

对老旧居住区、 各类市场超

市、 小餐饮、 小理发等人流

密集的重点场所开展以环境

整洁、 病媒生物防制、 卫生

知识宣传、 预防性消毒落实

情况为重点的督导暗访， 确

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办公室提醒广大市民， 爱国

卫生运动重在平时， 贵在坚

持， 每个人都要积极行动起

来 ， 坚持 “防疫三件套 ”

（科学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

距 离 、 注 意 个 人 卫 生 ） ，

“防护五还要” （口罩还要

戴、 社交距离还要留、 咳嗽

喷嚏还要遮、 双手还要经常

洗、 窗户还要尽量开 ）， 以

每个人的卫生好习惯构筑全

社会的健康大防线， 共同守

护城市公共卫生安全。

冬春季健康防护要点

1. 做好个人防护
正确科学佩戴口罩， 口罩佩戴应区分内外， 紧贴面

部遮住口鼻， 佩戴前注意清洁双手， 口罩出现脏污、 变
形、 损坏、 异味时需及时更换， 每个口罩累计佩戴时间
不超过 8 小时； 在跨地区公共交通工具上， 或医院等
环境使用过的口罩不建议重复使用。

养成勤洗手的习惯，应在流动水下用洗手液（肥皂）

洗手；不方便洗手时，可使用免洗手消毒剂搓揉双手。

在室内注意经常开窗通风， 每天至少两次， 每次至
少 30 分钟， 使用空调时也要注意通风换气。

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 ， 排队候车 “一米线 ”。 咳
嗽、 打喷嚏时掩住口鼻， 自觉回避周围人员 ， 遵守呼
吸道礼仪。

2. 减少聚集流动
拒绝非必要的聚会， 建议减少外出就餐。 除必要公

务、 特殊情况以外， 非必要不离沪、 非必要不出境， 尽
量减少人员流动。

3. 做好健康监测
如出现发热、 咳嗽等症状， 切勿擅自用药， 戴好口

罩， 及时就近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就医过程尽
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4. 注意环境卫生
按要求实施垃圾分类， 不乱丢垃圾， 不堆放杂物。

不随地吐痰， 将痰液用纸巾包裹后丢入垃圾桶。 废弃口
罩不随意丢弃。 不抽吸游烟。

5. 增强个人免疫
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

心态健康；健康饮食，戒烟限酒，全程规范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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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始终“在线”，医患互助情深
闭环中的上海医院：有新生命诞生、有患者为医生购置被子、医生“上线”提供义务咨询……

昨天上午9点28分，上海瑞金医院手术室

里传来一声响亮啼哭，医院闭环管理期间，一

个新生命诞生了！宝宝和妈妈均平安无虞。这

真是治愈人心的好消息。

当前，接上级部门协查通知，根据国家和

本市疫情防控要求， 上海瑞金医院、 中山医

院、华山医院虹桥院区、新华医院、第九人民

医院等多家医院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 互联

网医院照常运行。闭环中的上海医院，医疗守

护始终“在线”，医患深情互助始终“在线”。

截至记者发稿时获悉， 当前本市未 “闭

环”的医院，本周末两天门诊将全部开放，具

体情况市民可登录相关医院官网、 公众号等

查询；对此前已预约了门诊、胃肠镜、CT等检

查的就诊者，已“闭环”的医院表示，将在闭环

管理结束后第一时间通知就诊者相关更新预

约信息，医院会及时发布消息。

请放心，孩子会被照护得很好！

小卢结婚五年，有了宝宝，预产期原本在

下周一，但本周四因为宫缩就住院了。小卢的

先生当时正在工作，结果，周四下午瑞金医院

实行闭环管理， 小卢需要独自面对分娩这件

“大事”。

考虑到小卢作为新手妈妈难免紧张，瑞

金医院产科医护立即行动起来， 第一时间联

合病房护士、手术室人员一起“分包”照顾小

卢的生活起居。 昨天上午9点，产科钟慧萍主

任医师，李菁、热威古丽医生一起为小卢进行

了剖宫产手术，整个手术过程历时28分钟，母

子平安。

同一天， 在瑞金医院儿科的蓝光箱里，出

生9天的圆圆安静地看着叔叔阿姨忙前忙后，

喂奶、换尿布、抚触……5天前，因为新生儿溶

血， 圆圆被送进瑞金医院儿科进行蓝光治疗，

由于恢复情况良好，医生告知家长“明天可以

接孩子回家了”。然而，期待团聚的爸妈怎么也

想不到，圆圆在即将出院的前一天，撞上了医

院的闭环管理。 为照顾好这个小家伙，儿科医

护开足马力，“临时爸妈”争相上岗，“请所有小

患者的父母放心，孩子会被照护得很好！ ”

正常医疗开足马力承接百姓需求

昨天上午， 华山医院虹桥院区也被暖意

包裹。 一名曾在该院神经外科手术住院的病

友，听说院区闭环管理的消息后，赶紧在线下

单了床单、被子，并第一时间通过快递送到医

护人员手中。

“住院期间，得到华山医院医护人员的精

心照顾。 现在希望自己能尽绵薄之力，让医生

护士在闭环期间能休息好。 ”这名患者今年73

岁，上周五刚出院，得知闭环消息后，让女儿帮

忙在线预订了20套床垫、被套直接送到医院。

自从接上级部门协查通知、 进入闭环管

理，医院连夜紧急排摸医生门诊出停诊情况，

同时做好患者解释沟通工作， 党员志愿者在

门诊各楼层引导有序就医， 后勤部门严格落

实院感防控要求。截至记者发稿时，华山医院

虹桥院区病房、手术室工作在“闭环”状态下

有序进行，昨天一天手术共计开展88台。

在华山医院总院， 考虑到本市有多家医

院相继暂停门急诊服务，就诊客量明显增加，

医院为此紧急加派医护前往急诊、 核酸检测

点支援。 急诊医生主动加班、提前上岗，核酸

检测窗口全开，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服务。

目前， 华山医院核酸日检测最大峰值可

达每天1万-1.2万人次，医院方面透露，该能

级完全可以承接当前实际检测量。此外，历时

三个多月的改造， 华山医院新急诊医学中心

已于上月正式投用，从发热预检到核酸采样，

再到就诊和进入病房， 华山医院总院开足马

力，满足患者就诊需求。

互联网医院火热接诊

正在闭环中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传

出消息： 中山医院互联网医院多学科已全部

开放，释放的信号十分明确：虽然门急诊暂时

“停摆”，但院内医疗服务并未停摆。

为解决部分患者就医需求，昨天起，由中国

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

任葛均波牵头，心内科团队100多位专家通过文

字、图片、语音等形式 ，让患者足不出户 ，体验

“一对一”与专家们在线沟通病情。 此次线上免

费咨询活动从昨天开始将延续到11月28日，整

整三天，百名专家提供免费在线公益服务。

瑞金医院互联网医院同样火热。“今天我们

在线上接诊的医生有120位，全院有55个科室开

设了互联网免费咨询服务， 应该说是火力全开

了！ ”瑞金医院门办主任李贤华介绍，截至昨天

中午12点30分， 已有超过1500名患者在瑞金互

联网门诊接受了诊疗服务。

目前， 同样处于闭环管理中的新华医院也

开辟了 “在线诊疗”： 新华医院互联网医院当

前有26个科室对外开放， 3个月内复诊患者的

常见慢性疾病均可进行线上配药并实现 “送药

到家”。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
本报讯 （记者姜澎） 昨天， 2021 年复旦管理学论坛

暨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典礼在沪举行。 中国工程院

院士、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许庆瑞获颁 “复旦管理学终

身成就奖”； 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一军、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曾大军、 天津大学讲席教

授张维获颁 “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福耀玻璃集团创

始人、 董事长曹德旺获颁 “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

中国福利会主席王家瑞出席颁奖典礼。

共同协商解决职工切身利益
本报讯 （记者占悦）加强源头参与、反映职工呼声，各

相关行政部门积极参与， 共同协商解决关于职工切身利益

的问题。 昨天，2021年度市政府与市总工会联席会议召开，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推动校企合作，加强一线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关于加强外卖快递人员生产作业安全保障， 促进城

市安全运行”等议题。

自2018年以来，全市各级政府与工会连续四年，每年坚

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从源头上推动解决了一批政府与工

会共同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据统计，今年16个区召开政府

与同级工会联席会议，提出37项议题，涉及助力经济社会发

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劳动关系调处等方面。

市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协调小组组长、 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莫负春，市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协调

小组组长、副市长彭沉雷出席会议。

总投资33亿元！无人机重大产业项目集聚金山
本报讯 （记者薄小波）昨天举行的第三届

华东无人机基地创新发展论坛上，无人机适航

审定检测研究中心正式在金山区揭牌启用，华

东无人机空港规划设想首次发布，总投资额33

亿元的无人机重大产业项目也集中签约落地。

无人机产业已成为我国低空产业经济领

域新的增长极，去年10月，华东无人机基地成

为了首批全国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之一。

金山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李泽龙表示，今年

是金山区无人机产业加快集聚发展的第三个

年头。华东无人机基地从“无中生有”到全面落

地生花，“一基地、七中心”已初具规模，不断做

强做优产业生态，成为上海市唯一的无人机特

色园区、 全国首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中的“华东无人机空港”。

今年2月重磅发布的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建设总体方案》， 把金山区列入南向拓展带，

首次提出支持建设金山华东无人机空港。 昨

天， 华东无人机空港规划设想首次对外发布，

将重点建设华东无人机基地、 金山水上机场、

陆上无人机机场 （拟规划建设）， 打造成为长

三角区域具有代表性的航空交通枢纽和物流

节点， 与虹桥交通枢纽以及长三角其他区域

的民航机场、 通航机场等形成产业互补、 互

联、 互通。

互助文档“刷屏”，温暖接续传递
直击正在闭环管理中的复旦大学江湾校区———

对高校来说，这无疑是一次考验。 11月25

日午间，复旦大学江湾校区接到通知，根据市

区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相关要求，进入闭环

管理。 随着“闭环”启动，一份互助电子文档适

时出现了，并在校区内快速流转。到昨晚，已有

近1500人通过一份题为 《江湾物资需求及信

息问答》的在线表格发布需求、提供咨询。

随着互助文档“刷屏”，复旦江湾校区中

的众多师生也感到了被包裹的暖意和温情：

当疫情突然来袭时， 有更多的人愿意用自己

的所有，换来身边人的安心。

共享云文档，让“有用”的信
息跑起来

从11月25日下午开始， 随着闭环管理工

作在复旦江湾校区启动， 有众多在校上课的

教师、 不在校住宿的学生以及部分办事人员

留滞在校园内。

当天中午，复旦大学法学院2019级本科生

戴桁宇在朋友圈里，留下一句简单的话：“被留

在江湾的朋友有需要帮助的可以问我， 江湾

加油！ ”紧接着，他贴出了第一个“江湾互助

群”的二维码———“需要帮助可以扫码进群”。

很快， 这个微信群就到达了500人上限。

随着 “江湾互助2群”“江湾互助3群”“江湾互

助4群”的陆续扩建，约有1400人进入了互助

群。与此同时，一份共享云文档开始在互助群

里流转。 这份互助文档上，共设有“微信名”

“需求”“需求紧急程度”“能够提供物品”总计

四栏项目，同时还附有一份问答。表格的左侧

是在校师生的提问， 右侧特意注明，“请大家

填写已确认无误的信息，尽可能减少偏误”。

无法出校的学生纷纷写下自己的需求和

富余的物资，在共享云文档中传递互助信息。

让人暖心的是，在这份不断“长大”的表格里，

填得满满的那一栏是“我能提供的物品”。 从

食物到洗漱用具，从医疗用品到毯子，甚至还

有大学普通物理学教材(上册)……

“面对突发状况，大家都很热心，没有手

忙脚乱，而是有序地满足同学们的需求。 ”戴

桁宇说，进入闭环管理后，大家的需求主要还

是集中在生活物品上，包括洗漱物品、药品、

手机充电器等等。 “收集到的信息不少，大家

尽量协调资源，互相帮助。 ”

每个人都是“发电机”，用善
举传递爱心

因为一起度过，所以更加团结。在复旦江

湾校区，身处“闭环”中的很多师生一方面被

暖流包围，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都在成为一台

小小的“发电机”：用力所能及的善意和暖心举

动，平息身边人的慌乱，让爱心不断传递。

事实上，在11月25日启动闭环管理的通知一

发出后，300多名学生党团志愿者就迅速集结，从

下午3点半到午夜12点半， 他们连轴转地为同学

们送去热饮、食物、充电设备、一次性衣物等。 各

院系的教师志愿者也都成为第一线的服务人员。

当一车车物资运达临时安置点，他们第一时间帮

忙卸载并运送餐食、被褥、生活用品等。

昨天下午3时，一些滞留的学生还登录校内

在线直播间，只见学校人气教师、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陈玉聃一边弹奏古琴， 一边

与学生交流自己的学术人生和艺术人生。晚上，

中科院院士、 数学学院的大神级教授李骏也现

身直播间，与学生分享自己的科研经历，并为学

生答疑。同在校区隔离的法学院教师熊浩，在闭

环管理的第一夜就为学生开了线上会议， 和大

家讨论学习生涯规划，以及同学间的相处之道。

规模200亿元！卫星互联网产业集群落户松江
本报讯 （记者张懿）抓住低轨道卫星通

信网络建设的机遇，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的

龙头将崛起卫星互联网产业集群，“十四五”

期间，将形成规模超过200亿元的产业和应用

生态。 昨天，“G60星链”产业基地在松江区正

式启航，其中的卫星制造的“灯塔工厂”预计

将在投产后形成300颗卫星的年产能。

“G60星链” 产业基地由松江区、 联和

投资、 临港集团三方共同打造， 落户于临港

松江科技城。 该项目将围绕卫星装备制造主

链条， 推进卫星互联网领域高端资源的集聚、

整合和优化， 构建规模化高端制造、 卫星网络

运营、 相关产业衍生培育孵化等协同的多层次

产业布局形态， 打造全国性的卫星互联网产业

高地 ， 为国家高科技产业的创新发展先行先

试， 提供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形成具有国

际国内引领效应的 “天地一体、 万物互联” 卫

星产业标杆示范。

整个项目将分成三期开展建设。 “十四五”

期间将完成“152”工程：即建成1个全球低轨卫

星通信星座，建成面积超500亩的卫星互联网产

业集群，形成规模超200亿元的卫星互联网产业

创新应用生态，从而使得“G60星链 ”产业基地

将成为高端人才集聚、 设施环境先进的国际一

流卫星研发制造运营基地。

相关链接

▲华山医院总院加派志愿者， 满足市民测

核酸等就诊需求。 制图： 冯晓瑜

▼瑞金医院医务人员做宝宝的“临时爸妈”。

■本报记者 姜澎 储舒婷

上海为科学家拍纪录片
以电影艺术写好“海聚英才”大文章

（上接第一版） 少年时代求学香港， 亲眼目

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经历战乱下的艰难生

活， 让她深信 “科学没有国界， 但科学家是

有国界的”。 胸怀 “国之大者”， 让叶叔华与

先生在 1951 年双双辞去香港稳定的教师工

作 ， 投身祖国的建设 ； 胸怀 “国之大者 ”，

让她敢于打破技术权威 ， 大胆提出 VLBI

（甚长基线干涉测量） 让中国在世界天文界

能有一席之地； 胸怀 “国之大者”， 让她年

过花甲， 在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

第 21 届大会上 “舌战群儒”， 扭转外国专家

的质疑之声， 为中国天文界在国际上第一次

争取到一项由我们倡议、 主办的大型国际合

作项目……然而面对 “北京时间” 之母、 中

国天文地球动力学奠基人之一等成就， 叶叔

华却说： “我， 叶叔华， 并没有这么 ‘好’。

不过我承认一点： 我想做一件事情， 是会奋

不顾身的。”

观众发现， 没有艰深的科学语汇， 却一样

凸显出两位科学工作者的卓越贡献与大家风

范； 虽是平实内敛的镜头语言， 却处处流淌出

浓浓的人文情怀。 讲述严东生的 《诗与真》 也

是如此。 电影开篇， 便是这位我国无机材料学

重要奠基人、 两院院士的自白： “歌德写了一

本回忆录， 叫 《诗与真》， 书中说， 当年是真

实的事情， 但到了晚年却是诗意的回想。 这也

是我现在的感受。” 有温度、 有风骨， 更有科

学家不畏艰苦科研后的云淡风轻。

有业界人士感慨， 每年国内新拍摄的商业

电影数以千记 ， 深度聚焦科学家的却少之又

少。 确实， 《觉醒年代》 《1921》 等影视作品

的市场口碑双赢， 让当代观众更深入立体地感

知了 “红色的上海 ”。 更进一步 ， 上海文艺 、

科技界的此次联手 ， 希望探索一条 “科技大

师” 电影创作之路并形成系列， 把更多科学家

的故事搬上银幕， 让观众能够看到一个 “科技

创新的上海” “汇聚天下英才的上海”， 充分

感受上海尊重科学、 鼓励创新的城市氛围， 让

“展现大家风范 ， 传承科创精神 ” 蔚然成风 。

据悉， 《星河一叶》 在网络上线后， 还将走进

院线、 科研院所、 科普场馆、 校园， 让更多人

感受科技大师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