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12 月 24 日 星期二 PUDONG TIMES

METRO 民生新闻

A3
E-mail:guoh@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 / 郭皓 美编 / 吴婷

地铁分道安检新政扩容 记者走访浦东试点车站发现——

大包必检：
执行情况有
“紧”
有
“松”
我拿着这么多行李，安检员也不帮我把大件行
李搬上安检机。”对此，安检员表示有些委屈：
“行李在离开机场到地铁安检的过程中，很有
可能出现意外情况，安全封条并不安全，所以
还是需要重新安检。”
■记者 张琪

实习生 顾凯文 浦东报道

11 月 26 日起，上海地铁“大包必检”
（大包
必过安检，小包抽检）的地铁分道安检新政扩
容，6 个地铁站试点车站中浦东有两个：龙阳
路站、世纪大道站。
“新政”即将满月，记者走访
发现：龙阳路“紧”，实现了“大包必检”；世纪大
道
“松”，
检不检全靠乘客自觉。

大包必检小包抽查
记者在世纪大道站及龙阳路站看到，每台
安检机器旁都有三到四名工作人员。按照分
道安检模式，将进站的安检通道一分为二，携
带大包乘客为必检，携带小包乘客实行扫描抽
查以便快速通过，由安检人员进行主动识别及
少量抽检。
世纪大道站主要是上下班人员，其中，12
号口客流量最大，1 号口客流量相对较少。记
者选择了下班高峰时间做了一个调查：在 12
号口，随机观察 200 名入站乘客，发现其中仅
有 8 人进行了安检。其间，有 3 名乘客携带行
李箱从旁边走过。而安检人员只是抬抬手示
意检查，实际上却是依靠乘客自觉；在 1 号口，
20 分钟内，安检人员没有主动拦下乘客进行
安检，也没有乘客主动把大包送去安检。
和世纪大道站不同，龙阳路站严格按照规
定试行了大包必检。不过，由于龙阳路站紧连
磁悬浮，从机场来的乘客有许多都手提大包小
包，安检机旁经常大排长龙。一位乘客认为：
“我的行李刚刚在机场接受过严格的安检，行
李上贴有安全封条，为什么还要安检？而且，

激情探戈走近市民

大多乘客对安检表示理解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乘客，大部分乘客对
安检表示理解，认为地铁安检是城市安全的保
障措施之一。不过，也有乘客认为：
“主动安检
的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反而是那些不肯接受
安检的人要注意。”相当多的乘客表示：
“要么
不安检，要安检的话就要做到人人安检、包包
安检。”
据悉，本月中旬，北京地铁 1 号线天安门
东站、天安门西站开始实施“人、物同检”，除了
检查乘客行李的安检机，还增加了与机场安检
相同的“通过式金属探测安检门”，乘客今后进
入地铁站也须安检。
据悉，截至今年 9 月底，在沪轨交车站进
站安检已查获各类违禁物品 2.5 万余件，其中
包括汽油、酒精、油漆等易燃易爆液体约 2000
升，匕首、三棱刮刀等管制刀具 4000 余件。特
别是在春节前后，仅 83 个主要车站就查获各
类烟花爆竹数万支，而携带这些危险品的大都
是贪图方便的乘客。
目前，本市所有的 300 余个轨交站点均已
派驻民警，确保每座车站、每个班次都有民警
执勤巡逻，对可疑人员实施身份核查。今年至
今已查获 400 余名各类案犯，其中包括 116 名
全国公安网络追逃人员、200 余名本市警方布
控抓捕人员，以及 100 余名吸毒人员。全部 4
起抢夺案件、1 起抢劫便利店案件、5 起扬言爆
炸案件均已告破。警方目前正在加强换乘车
站的检查力度，在换乘通道增加特警和警犬，
开展临时性的检查。

浦东市民近距离欣赏阿根廷探戈舞蹈团主演的精彩表演。

■本报记者 符佳 浦东报道
不用买票，也不用排队，就能零距离观赏
激情四射的阿根廷探戈！
12 月 22 日下午，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
中心四楼东海岸艺术空间因为一群特殊嘉宾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的到来而沸腾了：阿根廷探戈舞蹈团的四位主
演盛装演绎了两段拿手曲目，配合着每一个舞
姿，男女舞者的表情都有所不同。第一次在如
此近的距离观赏顶级探戈演员的表演，让跳了
十多年舞蹈的张江电影学院舞蹈系的同学们
惊叹：
“ 原来，身体语言可以如此丰富，探戈可

以这样跳！”
据 悉 ，阿根廷探戈舞蹈团由阿根廷探戈
舞王莫拉·戈多率领，团内聚集了不少顶级明
星。这场走进浦东社区的公益活动，是为其 12
月 23 日晚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的舞剧《激情
探戈》热身。

84 路 174 路公交调整走向

李新明 3 年研究得出结论——

治疗心肌梗塞：
放支架和搭桥同效

进入前滩腹地枢纽
■通讯员 宋昶月 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日 前 ，浦 东 上 南 公 交 的 84 路 、174 路 两
条公交线路调整走向，进入前滩腹地枢纽。
据了解，这两条线路由原东方体育中心

终点站调整至济阳路泳耀路枢纽站，并设济
阳路泳耀路临时站点。待纬二路站点建设
完毕后，84 路和 174 路将围绕前滩地区及济
阳路周边的道路形成一条骨干线路，串起前
滩地区周边的交通。

■本报记者 张琪 浦东报道
心肌梗塞，放支架好还是搭桥好？现
在答案很明确：一样。科学的结论来源于
周浦医院院长李新明的一项历时三年的
研究。
此前，关于冠脉介入术和冠脉搭桥术
两 种 方 法 孰 优 孰 劣 ，在 医 疗 界 一 直 有 争
论。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增加医疗经费
负担，更重要的是患者可能因为接受了不
适当的治疗导致不良后果：采用冠脉介入
术仅需在开一条几厘米长的小刀口，住院
一周左右，花费五六万元；而冠脉搭桥术，
需要胸口和腿部开两个长十数厘米的刀
口，住院十余天，
花费十余万元。
李新明带领团队，通过对比经皮腔内
冠状动脉介入手术及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
术的疗效预后，发现疗效上两者接近。这
个研究结果，为心内科临床治疗提供了新
的思路，为冠心病患者特别是冠脉多支病
变患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疗方式。不但减
轻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经济负担，减少
了医疗资源的浪费，更能让患者在享受同
样或更好的治疗效果的同时，避免了过于
巨大的治疗创伤，降低了患者对于手术的
恐惧感。
据悉，该项目已发表 SCI 论文 1 篇，中
文核心期刊论文 3 篇。

秋冬如何让嘴唇不干裂
地铁世纪大道站，
乘客进站时进行安检。

□顾凯文/摄

“多喜爱”与江孜县教育局结对共建

资助江孜乡村教师来浦东培训
■见习记者 曹之光 浦东报道
12 月 20 日，
“多喜爱西藏乡村教育公益行
动”启动仪式在致远中学举行。上海多喜爱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西藏江孜县教育局签订
“结
对共建协议”，定向培训江孜县优秀骨干教师，
帮助高原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江孜县作为浦东对口援建县，
有大批新区
援藏干部进驻江孜。在现场播放的《走出大山
并不遥远》微电影，以一名上海援藏干部的视
角，对江孜县闭塞的环境，以及落后的教育现

状作了全景展现，并呼吁社会公益力量资助当
地的基础教育事业。在援藏干部的统筹协调
下，多喜爱与江孜县教育局达成结对共建，成
立专项公益基金。
依照约定，第一期培训教师利用西藏和上
海的寒假时间差，
已于本月初来到浦东，
在致远
中学、
金英小学等学校进行 15天左右的培训。
根据协议，多喜爱每年至少 1 次，资助 10
至 15 名江孜县乡村教师赴浦东相关学校开展
培训。教师们将在浦东开拓视野，并深入校
园，进行听课、评课和教学研讨活动。

北风吹起，空气变得寒冷干燥。很多人
不知不觉中感到嘴唇疼痛，照镜子才发现嘴
唇失去了往日的红润，
已经变得干燥粗糙，
有
的还出现了脱屑，
甚至肿胀、皲裂、流血。
医生介绍，每到秋冬季节，
前来看唇炎的
患者就骤然增加。唇炎通常表现为唇粘膜肿
胀，
水疱，
甚至糜烂结痂，
可伴有局部刺痛和灼
热感。反复不愈的急性唇炎可过渡成慢性唇
炎。慢性唇炎主要表现为口唇粘膜肿胀、浸
润、肥厚、弹性差、皲裂、干燥、脱屑、疼痛。唇
炎的发病部位以下唇为主，
但上唇亦可发病。
中医认为，唇炎主要是由于脾胃湿热内
蕴，郁久化火，复感外邪，风火相搏，上熏于
唇；
或火热炽盛，日久伤阴，阴虚血燥风盛，
唇

肤失养而成。根据中医临床辨证，
唇部肿胀、
潮红，微痒灼热，口干欲饮者属于“风火上熏
型”；
唇部肿胀稍红，
有渗液，表面或有污褐色
痂皮，
疼痛，伴有胸腹闷胀，
不思饮食，
小便黄
赤者为
“脾胃湿热型”；唇部痂皮，鳞屑，皲裂，
干燥，
灼热火烧感者属
“阴虚燥热型”。
在治疗方面，
除了根据中医辨证论治外，
还可以运用外治经验方搽洗，
如用青黛膏或黄
连膏、
蛋黄油外搽等。还可以用皮质激素软膏
涂抹局部，
严重者可酌情加用皮质激素口服，
但
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在生活中，
应避免接
触过敏物，
注意口腔卫生，
避免风吹、
日晒等外
界刺激。不要养成舔唇习惯。日常饮食以清
淡为主，
可适当口服补充维生素 B 族。

科普生活馆
主办：
浦东新区科协 浦东时报社

昀石技术：轻点鼠标全程
“跟踪”供应链
从供货商出货、供应商配送以及最终到达
经销商仓储都能实现全程“跟踪”，只要轻点鼠
标就能实时“监控”，不仅能提高协同效应，还
能实现企业融资，对大型零售商来说简直“梦
寐以求”，而位于浦东的上海昀石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开发的零售业物联网云服务平台让这
一切成为可能。
上海昀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凯
告诉记者，一直以来连锁零售行业都是自建供
应链管理平台，各自为政的现象造成平台重复
建设、维护成本成倍增加。而昀石通过第三方
平台，将涉及包括供应商、经销商等在内的零
售业各要素集成在一个平台上，实现资源的整

合利用。
2008 年，刚从国外回来的周凯“嗅”到了其
中的商机，与朋友一起创立了上海昀石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开始从事第三方平台的开发和运
营服务。
事实上，所谓的零售业物联网云服务平台
实则是一个第三方供应商管理系统。记者获
悉，在昀石的平台上，一笔货单是这样完成
的：平台上的每一位零售商和供应商都有属于
自己的账户。登陆平台后，零售商通过平台向
供应商采购相关商品，供应商在得到采购信息
后向零售商发货，而过程所涉及的库存、配送
以及仓储均能在平台得到一一反馈并能实时

跟进。这样一来双方不仅能实时监控物流信
息，
而且能以此对仓储和库存进行合理调整。
当然，有了这些数据，昀石能够提供的服
务还不仅如此。通过掌握包括零售商、供应商
以及经销商的供应信息后，平台更能基于供应
链为这些小而散的企业在银行获得融资。周
凯向记者透露，目前包括工行、中行等在内的
大型银行都已经与平台达成合作。
简而言之，企业只需和平台签约，即可使
用包括数据监控、更新、融资等在内的第三方
服务。记者了解到，相关测评数据显示，使用
平台后，企业的库存可降低 20%左右，审计时
间也比原先降低 5%。对于需要快速对市场反
应的零售业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目
前，平台服务的企业超过 5000 多家，其中不乏
华联超市、光明乳业等大型零售商。
即使面对如此庞大的客户体量，平台的开

而非本地计算机或远程服务器中，企业数据中
心的运行与互联网相似。这使得企业能够将
资源切换到需要的应用上，根据需求访问计算
机和存储系统。这一创新将大大降低企业的
信息化投入成本，同时企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
企业战略规划和业务流程再造，而不用在应用
系统方面加大投入。同时结合了物联网技术
的使用，使得本项目的效率得以大幅提升，无
人干预的程度进一步加强。
（记者 陈洁）

发亦未止步不前。周凯告诉记者，未来平台还
将提供商品池等服务，为供应商和经销商提供
商品展示和营销服务，让专注于第三方服务的
昀石能够更加专业。
据了解，该项目面向连锁零售商及其上下
游关联企业（制造商、物流商、分销商），为其提
供一个资源共享、开放平等、具有持
续优化的供应链协同环境。公共服
务平台将链形的供应链管理，以星形
的信息交换模式给予优化，通过即时
的信息协同，改善上下游供求信息，
降低投入和运作成本，通过服务提高
参与各方的资本效率，提高整个产业
的运作水平和竞争力。
而该平台采用了先进的云计算
架构，云计算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使
计算分布在大量的分布式计算机上， 供应链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