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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琦敏 沈湫莎

教育 卫生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顽固性神经痛常
常让患者痛不欲生，不仅严重影响生活质

量，也会导致身体免疫力迅速下降。日前，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疼痛科创

新开设互联网疼痛病房，疼痛患者居家即可

享受镇痛治疗。

71岁的张老伯家住浙江宁波，自从被诊

断为“肺癌症晚期伴骨转移”后，每日只能

靠止痛药缓解疼痛，从一开始每天吃3粒、5

粒，到后来一次20粒、30粒止痛药，张老伯

痛不可言，人也变得意志消沉、情绪低落。

为避免来回奔波，张老伯得知上海四院

开出互联网疼痛病房，成了首批“尝鲜者”

之一。上海四院疼痛科主任陈辉介绍，为帮

助张老伯解决晚期癌性疼痛，疼痛科使用鞘

内药物输注系统为他实施居家镇痛，能够直

接、持续地把镇痛药物输送到张老伯疼痛感

觉神经周围。

在上海四院顺利植入鞘内药物输注系统

并办理出院后，张老伯随即进入该院的“互

联网疼痛病房”。一端是在家“住院”的患

者，另一端则是疼痛科的医护以及药剂师、

康复师和营养师等，连接这两端的是患者随

身携带的智能电子镇痛装置和无线互联网。

疼痛科原班医护团队持续对张老伯进行了为

期两周的跟踪治疗，包括对张老伯及家属进

行关于居家镇痛知识的宣教、监测给药系统

运行情况、指导调整镇痛药用量以及通过网

络查房和患者交流病情等。

经过此次治疗，张老伯的状态发生了很

大变化。他的家人表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老人一日三餐和睡眠有了明显改善，如今不

仅胃口好，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生

活质量明显变好。

陈辉介绍，上海四院互联网疼痛病房开展

的居家镇痛主要依赖三个部分的紧密协同：一

是鞘内镇痛药物输注导管及可以联网的体外

镇痛泵；二是5G网络、云端服务器和定制开发

的智能化数据监控系统；三是多学科的医生、

护士和技术支持团队。简言之，就是用无线网

络的“云”连接医患双方的“人”，把服务围在患

者身边，使患者在“专业医护+智能网络”共同

保障的情况下，安全、舒适、自然地居家镇痛。

目前，上海四院互联网疼痛病房居家镇痛

的主要适应证包括中晚期癌性疼痛、带状疱疹

神经痛、糖尿病或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导致的

缺血性神经痛等。如果患者有再次就医需求，

医院还可提供就医指导、开辟绿色通道。

“专业医护+智能网络”共同保障，患者居家即可享受镇痛治疗

上海四院创新开设互联网疼痛病房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
10月1日至11日，本市累计报

告本土阳性感染者191例，涉

及多条传播链，目前大部分传

播链已得到有效控制和基本控

制，尚余部分传播链还在应急

处置过程中。昨天，上海市政

府新闻办、市卫生健康委通过

网络发布，通报本市疫情防

控、区域风险等级调整，以及

10月以来上海本土疫情情况等

内容。

10月以来，上海本土疫情

情况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是感染来源绝大部分为

外省输入。

二是感染者大部分为年轻

群体，活动范围广，轨迹涉及

大型商业体、游乐场所、宾

（旅） 馆、学校、酒吧、火锅

店等人群聚集场所。

三是部分市民未履行个人

防疫义务和责任，防疫意识淡

薄。如进入公共场所未扫场所

码；接到外省疾控部门协查通

知后，未向属地报告，也未按

通知要求落实管控措施；个别

人员接受流调时配合度差，甚

至刻意隐瞒信息，增加了疫情

处置的难度。目前，公安机关

已对相关人员开展调查取证工

作，并将依法处置。

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

位波动。奥密克戎BA.5变异

株为全球主要流行毒株。10

月以来，全国多地出现本土疫

情，呈现“点多、面广”特

点，部分省市疫情形势严峻，

本市“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压力加大。

本市毫不动摇坚持“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

“动态清零”总方针，希望广

大市民坚持非必要不出境、非

必要不离沪，非必要不前往涉

疫地区所在地市；回沪前应通

过随申办“来沪返沪人员服

务”小程序准确详细填报相关

信息；抵沪时配合做好“落地

检”；抵沪后24小时内必须进

行一次核酸检测，并落实好

后续的核酸检测和自主健康

监测，减少不必要的人群聚

集活动。

请市民规范佩戴口罩，主

动配合测温验码、核酸查验等

防控措施，进入公共场所主动

扫场所码，符合条件的市民尽

快完成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一

旦出现发热等可疑症状，严格

做好个人防护，及时就近前往发热门诊就诊。

昨天，本市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病毒确诊病例、

1例无症状感染者。经市防控办研究决定，宝山区大场

镇纬地路88弄阳光水岸家园小区、金山区吕巷镇和平

村5032号、5033号和5034号被列为中风险区；金山区

吕巷镇的其他地区被列为低风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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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上海西站，返沪的徐小姐刚入出站层，就听到

扫码做核酸的提示；行至靠近上下站台的楼梯处，手持

场所码的工作人员指引她，“先扫码，屏幕不要切换，

凭二维码做核酸。”随后进入核酸检测等候区，三张检

测台同时开工，徐小姐的“落地检”很快做完。

“本打算去火车站外的核酸采样点做，没想到这里

做既高效又不排队。”记者昨天了解到，当日与徐小

姐同班次的100多名乘客，仅用5分钟就全部完成“落

地检”。

眼下，沪上各入城口开展的核酸“落地检”，是密

织疫情防控网的重要举措。全力推进“落地检”应检

尽检，铁路上海西站、上海虹桥站和虹桥机场2号航

站楼、上海虹桥客运西站、省界公路收费道口等入城

口优化检测流程，增设点位、加密人员部署，确保防

疫无死角。

铁路上海西站，每天早间8时21分抵站的G7201

列车，旅客多为来沪通勤人士。如何减少“落地检”

对通勤时间的影响？经普陀区相关部门多方研判，

将检测由单人单管优化为10人混管。相关工作人员

对比调整前后的数据表示，“前一天单人单管，到站

233人全员检测需26分钟；当天到站197人，只花了

10分钟。”

关于速度，交通大众客运站则给出另一种探索。

“前期已对接区卫健委和相关检测机构，从采样到送检

再到检测做到无缝衔接，力求以最快速度出具检测结

果。”普陀区建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便利周到的指向不只有速度。在闵行区虹桥火车

站、长途客运西站、虹桥机场T2、S4颛桥服务区的核

酸采样点，采样时间均与飞机、列车、长途客车、道

口等各点位运营时间相匹配，并设置宣传引导标识。

与此同时，区交通委会同相关部门多方协调以充分应

对：比如协调区应急局在虹桥交通枢纽西广场、铁

路到达区域增设电信应急车辆等，加强该区域手机

信号等。

“应检尽检”关键在于对各入城口的全覆盖。譬如

近日，闵行区交通委在全部开放的35个通道口安排查

验人员126名，以落实全道口全时段全量全员查验；设

置提示、扫码等分类分级宣传引导告示板，并通过查验

人员现场引导来沪返沪人员进行信息登记、核酸采样等

实现全覆盖。

与此同时，闵行区交通委成立“落地检”督查检查

工作组，牵头区口岸交通组工作，按照点位全覆盖要

求，建立每日巡查机制，坚决守牢“入城口”，筑牢疫

情防控防线。

各入城口增设点位、加密
人员部署，密织疫情防控网

优化流程全力推进
“落地检”应检尽检

科学与太空相互碰撞，知识与奇妙完美

结合。昨天16时01分，“天宫课堂”第三课

在全新的太空教室——问天实验舱开讲。新

晋“太空教师”陈冬、刘洋、蔡旭哲联袂为

满心好奇的孩子们带来一场精彩难忘的太空

科普课。

此次太空授课的地面主课堂设在中国科

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并在山东、

河南、云南设立了三个分课堂。在约50分钟

的授课中，三位航天员向大家展示了空间站

问天实验舱的工作生活场景，演示了微重力

环境下水球变“懒”、太空趣味饮水、会调

头的扳手等神奇现象，介绍了水稻和拟南芥

太空种植研究项目，并通过视频通话与地面

课堂师生进行了实时互动交流。

据透露，梦天实验舱已进入发射倒计

时，我国空间站即将迎来全面建成的历史

时刻。身处距离地球400多公里外的“天

宫”，“太空教师”们向心怀梦想的青少年

发出鼓励和邀请：“心怀山海，眼有星辰，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共同创造更加精彩

的未来。”

酷炫！戴上MR眼镜“直播”
太空植物取样

“天宫课堂”首次打卡问天实验舱，“太

空教师”首先领着大家在新“教室”里到处

转悠：被誉为“太空实验大管家”的问天实

验舱不仅设有生活区，能独立支撑保障乘组

的太空生活，还拥有完整的控制系统，当天

和核心舱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接管控制整

个空间站。

科学手套箱、低温存储柜、变重力实验

柜、生命生态实验柜、生物技术实验柜……

问天舱中的科学设备可联手完成许多太空生

命现象的探索。目前，这里正种植着拟南芥

和水稻。

9月9日，航天员与青少年同时在天地

种下拟南芥的种子。昨天的“天宫课堂”

上，来自云南的小学生向太空教师汇报了地

面拟南芥的生长记录：播种三天后，“小

南”冒出了椭圆形小芽；又过了10天，实验

组的生长速度明显超过了对照组，先长出了

第四对叶子；10月3日，实验组的拟南芥开

出了微小的白色花朵。

生长在太空的拟南芥和水稻也是一片生

机勃勃。课堂上，陈冬戴上我国空间站首副

MR（混合现实） 眼镜，直播空间站科学实

验操作——采集拟南芥样本。通过MR眼镜

的摄像头，科学手套箱内的画面清楚地呈现

在课堂大屏幕上。“开启拍照！”“发送图

片！”随着陈冬的语音口令，MR眼镜拍下了

种植孔中的拟南芥照片，并将图片传送给地

面的科学家。随后，陈冬小心地取下叶片样

品，放入冻存管中，再将管子送进低温存储

柜中保存，这些样品将在他们返回地面时带

给科学家。

神奇！太空实验背后的科学
原理就在身边

水是太空授课“出镜率”最高的道具，

“天宫课堂”第三课带来的四个太空实验，

三个与水有关。

太空中用一根2米长的吸管，能喝到

芒果汁吗？只见刘洋毫不费力地吸了一

口，芒果汁就顺着管子流到嘴里。原来，

在地面上由于重力作用，2米长的管子想

要吸水是很不容易的；但在太空微重力环

境下，仅仅依靠吮吸的力量就可以轻松喝

到水。

接下来的实验中，在外力作用下原本剧

烈摇晃的水球“吞”入一枚钢球后，在相同

外力作用下，震动不如前一次那么剧烈了，

水球仿佛变“懒”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

这个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

被用到。比如挑水时，有经验的人会在水面

放一片荷叶，就是为了减少表面共振。而在

航天器分离时，为了减少加速度产生的作用

力，会用到颗粒阻尼器——一种被动减震技

术。原来，“高大上”的航天工程也离不开

这些简单的原理应用。

四个实验中，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要数

“会调头的扳手”了：T字扳手，左右旋转，

扳手不容易调头，上下旋转扳手容易调头。

该现象最初是由苏联宇航员贾尼别科夫在空

间站中偶然发现，它无规律的旋转方式难倒

了一群科学家。后来人们才总结出经验：原

来，刚体绕着它转动惯量最大或最小主轴旋

转时是稳定的，而绕着中间轴旋转时是不稳

定的，这被称之为“网球拍定理”。

水球为何变“懒”？扳手为啥会调头？中国空间站太空授课“上新”

“天宫课堂”第三课打卡问天实验舱

中国空间站

第三次太空授课

活动取得圆满成

功。此次活动在

中国科学院空间

应用工程与技术

中心设地面主课

堂，在山东菏泽、

河南郑州、云南

大理分设3个地

面分课堂。

新华社发

“什么是毛细效应实验？”“水球怎么会

变‘懒’，是形状、流动姿态还是速度有变

化了吗？”“在太空中怎么饮水？”……昨

天，“天宫课堂”第三课如约而至。在上海

复兴东路第三小学，学生们一边观看直播授

课，一边与老师分享着各种奇思妙想。

作为此次授课的“新教室”，距离地球

400多公里外的问天实验舱让师生们耳目一

新。细心的老师们发现，太空授课地点从天

宫一号到天和核心舱、再到问天实验舱，展

示着祖国科技实力的进步。而学生对于航空

航天知识的了解，也从最初的被好奇心驱

使、对原理推论萌发兴趣，再到对宇宙产生

憧憬，直至向往航天员的职业。可以说，

“天宫课堂”一次次在中小学生心中播下了

逐梦星辰的种子。

复兴东路第三小学是全国第一所在小学

开展航天科普教育的学校，昨天组织学生观

看“天宫课堂”，大队辅导员宋琼楠已驾轻

就熟。这次，她邀请学校“红领巾火箭协

会”的小志愿者们进入低年级学生课堂，解

答孩子们对航空的各种疑问。不仅如此，为

了激发学生对“天宫课堂”的学习兴趣，在

授课之前，学校还专门组织学生在线下开展

毛细效应实验。看到太空中的水实验与学校

里的实验产生了不同的现象，学生们兴奋极

了，连连发出感叹。

问道向苍穹，闻道于天宫。在上海市

杨浦区控江二村小学，学校大队辅导员王

艳君先给学生介绍了中国“飞天梦”的文

化缘起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以及本次

参加任务的陈冬、刘洋、蔡旭哲三位航天

员。在直播授课时，看到水球变“懒”、太

空饮水等一连串好玩的实验后，这些奇妙

的差异让学生们萌发了对科学的兴趣和对

宇宙奥秘的好奇。一位学生在观察日记中写

道：“课堂中一个个精彩的太空实验令人目

不暇接，让我们学到很多科学知识，更让我

们明白了中国航天对祖国发展的重要性。预

祝三位航天员叔叔、阿姨能圆满完成任务安

全返航。”

“天宫课堂”仿佛一颗种子，不仅有利

于激发青少年学生探寻未知世界奥秘的好奇

心，也为学校科技教育提供新的契机和窗

口。昨天，美兰湖中学的学生们利用下午拓

展课时间跟着航天员畅游太空，学习有趣的

科学物理知识。在这所中学，每周开设一次

的航天社团课，正帮助更多学生们自由畅

想、自由发问。而这些奇思妙想也会融入有

趣的学科课程，在教师的鼓励下，学生们发

挥想象力，并自己动手搭建航天器模型、动

力传送带等。

在杨浦区少科站天文学科教师陈宇新看

来，三次“天宫课堂”都用一些有趣的实验

来解释科学原理，让学生能够理解微重力环

境下航天员是怎么生活的。在此次授课之

前，航天员叶光富对“微重力”进行解读，

使得授课内容愈加严谨。

陈宇新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如今航天工

作者年轻化程度越来越高，说明航天事业富

有朝气。“今年正值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启动

30周年，我们不仅有了‘梦天’的可能，更

有了‘问天’的实力，‘夸父’与‘悟空’

在宇宙角逐，‘玉兔’与‘祝融’在地外星

球驰骋。”陈宇新感慨地说，这些成绩的取

得，离不开一代代航天人的传承，“天宫课

堂”为青少年打开的不仅是一扇神秘的窗

户，更铺设了一条征程之路。

问道向苍穹，闻道于天宫，“天宫课堂”为学校科技教育提供新契机

在中小学生心中播撒逐梦星辰的种子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记者 苏展

宝山区海滨第二

中学全校师生组织观

看“天宫课堂”，并写下

观后感。

（校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