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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燕 浦东报道

日前，上海健康医学院与人民军医出

版社国家医学电子书包组织委员签署合

作协议，成为“国家医学电子书包试点

共建院校”，这标志着该校在“用互联网思

维重塑教育形态”的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取

得新突破。

“国家医学电子书包”是首个由国家

重点资助的医学高等教育数字化教改项

目，于去年8月正式启动。该项目以医学

本科全套教材为基础，以国内最大的医学

数据库群和功能强大的教学管理平台为

支撑，是具有跨媒体、跨终端、跨平台功能

的新型数字化综合教学系统。

健康医学院教务处处长张梅告诉记

者，电子书包由师生共同使用，相对纸质教

材容量有限、携带不便、表达方式落后等特

点，电子书包融文字、音频、视频、图片及动

画为一体，契合医学教学的直观性、示范

性、实践性特点，可满足现代医学生对“移

动阅读以随时随地学习”及学习中对“立体

影像、数字图片、实验操作直观分解、手术

分层解剖”等方面的学习需要。电子书包

将率先在基础医学院的本科新生及教师中

试点使用，并逐步向其它学院推广。“‘互联

网+’时代，全媒体挑战对医学教育变革提

出了新要求。”副校长唐红梅表示：“期待通

过电子书包创新教学模式，给医学课堂带

来一次真正的变革。”

■本报记者 吴燕 浦东报道

今年 10 月，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凭借

着对青蒿素的研究成果获得 2015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使得青蒿、青蒿素成

为备受关注的热词。11月4日，第54期上

海科普大讲坛特邀著名药学家、中科院院

士、上海市科协主席陈凯先，带领公众从

认识青蒿和青蒿素开始，了解中医药学的

创新研究。

当天，台下观众中不少是来自上海中

医药大学等院校的学生。陈院士从青蒿

类抗疟新药的研究成果、屠呦呦教授的贡

献，谈到诺奖带来的启示，并启发青年学

子发扬我国原创科技优势，加强中医药和

天然药物的创新研究。

陈凯先感言，屠呦呦获诺奖当之无

愧，她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科学团队。

上世纪 60 年代疟疾的治疗成功率较低，

针对这一情况，1967年 5月 23日，中国政

府启动“523 项目”，来自全国 60 多家科

研院所和企业的 500 多人加入了这一科

研团队。屠呦呦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古籍

中发现了青蒿的抗疟记载，经历了 190次

的失败后，在第 191次低沸点实验中成功

发现了抗疟效果为 100% 的青蒿提取

物。在此基础上，其他科研团队研究了

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并针对其溶解度差、

复发率高等特性进行了结构改造。从青

蒿素的提取，到最后研发产药，经历了整

整 20年。

屠呦呦获奖后曾表示，“青蒿素是中

医药送给世界的一个礼物。”论坛上，陈凯

先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中医药是伟大的科

学宝库，在医药创新方面有着丰富的研究

资源。他介绍，建国以来我国在国际上有

较大影响的新药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以中

药和天然药物为基础研发成功的。成功

案例除了青蒿素，还有用砒霜治疗白血病

的实践。他还透露，研究人员最新发现，

中药中的常见成分“汉防己碱”，很可能成

为治疗埃博拉出血热的有效药物。

■见习记者 王奇芳 浦东报道

第 17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虽已

临近尾声，但人气不减。记者了解到，

针对本届工博会“创新、智能、绿色”的

主题，浦东高校纷纷推出“高精尖”的参

展项目，成为高校创新创业展区的一大

亮点。

工博会历来是高校展示推介科技创

新成果并寻求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机会的重要平台。本届会展上，一款

由上海海事大学朱大奇教授及其科研团

队牵头研发的“海事金枪鱼”自主式水下

机器人，在开幕式当天一经亮相，就吸引

了不少业界人士的关注。“海事金枪鱼”

自主式水下机器人长 2.4 米，舱体直径

0.24 米，重量 80 公斤，最大航速 4 节（2
米/秒左右），最大工作深度是100米，在3
节航速下，工作时间大于4小时。该型自

主式水下机器人仅需采用一台标准的便

携式电脑，即可下达操作指令，实现GPS
导航下的水面自主航行以及惯性导航下

的水下自主航行。目前，“海事金枪鱼”

已完成所有的开发与测试工作，已申请

相关发明专利4项，并与相关企业达成了

产业合作意向。

由上海电力学院在工博会上推出的

“变电站智能巡检机器人”，以其“萌萌”

的外表和高科技内涵同样受到青睐。这

款黑白拼色的机器人“方头大眼、身细脚

宽”，移动敏捷。据项目组组长崔昊杨教

授介绍，目前变电站设备巡检工作主要

以运维人员定期巡视及红外测温为主，

受检测人员的经验及仪器硬件等因素的

影响，可能存在漏测现象，这款巡检机器

人通过人机交互的简单操作，能快速检

测到人的肉眼无法识别判断的设备故

障，“为电力设备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全

面、智能的诊断维护提供了服务基础。”

此外，上海电机学院在此次展会上

也推出了科技创新项目——便携式光伏

供电系统。该系统是一种有效的光伏新

能源应用方案，针对户外作业的用电负

载无法依靠传统能源补充电能的特点而

设计，将太阳能通过光伏电池组件转换

成用户需要的电能。该项目已被相关部

门推荐为我国针对用电负载远离大电

网，户外紧急供电的可行性技术方案，适

用于自然灾害时临时供电、野外作业、自

驾旅行等备用交流电源，也可用作家庭

屋顶光伏供电电源。

为了更好地为高校“创客”们搭台，

本届工博会还首次展出了高校的创业模

式，其中，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创新创

业街”展板赫然在列，上面图文并茂地介

绍了二工大学子创业的励志故事，吸引

了不少人驻足观看。值得一提的是，此

次二工大参展项目的技术服务皆由该校

学子、教师组建的创业团队全程提供，大

数据、新型智能化、O2O、无纸化环保、聚

焦用户、精准营销等最新理念都一一体

现在展会中。

■见习记者 王奇芳 浦东报道

近日举行的中医“一带一路”发展

暨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心建设工

作会上传出消息，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建议并批复，上海中医药大学将成立

“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

称“中心”）。 作为依托传统医学领域

的相关国际组织和行业专家开展实体

性研究的机构，“中心”将整合多专业力

量，努力探索运行模式，重点围绕中医

药“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传统医学发展

战略、中医药标准化工作、传统医学教

育以及中医药服务贸易等领域，为中医

药对外交流与合作提供信息及人才支

持，打造成中医药国际化研究的高级智

库。

“中心”的主要任务具体包括：在中

医药海外医疗传播和学术交流快速发展

的新常态下，积极挖掘中医药“五种资

源”对于“一带一路”的战略价值，探索中

医药“一带一路”的发展模式。同时，针

对过去 10 年传统医学在全球的强劲势

头，“中心”将对各类传统医学进行横向

研究，为中医药发展提供参考。“中心”将

着重研究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的发展方

向、重点领域与优先领域，其中在技术标

准领域加强基础、临床、中药等方面关键

技术标准的研究；在管理标准领域加强

医疗、教育、科研等方面资质、建设、服务

标准的研究。“中心”还将从教育理念、师

资队伍、课程体系、育人模式、临床实践

等方面对全球多种传统医学教育进行深

入研究，为中医教育发展提供参考。此

外，“中心”将对医学与现代技术、现代商

业的结合模式进行研究，聚焦医学产业

化发展和国际贸易进程，梳理分析健康

产品、医疗管理、科学研究、医学服务等

各个方面特色经验，为中医药国际化发

展提供参考。

专家指出，建设中医药国际发展研究

中心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是提升上海中医

药大学的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也将为

全国更好地发挥中医药“五种资源”重要

战略价值提供智力支持。

■本报记者 吴燕 浦东报道

10月29日，芬兰库奥皮奥市与浦东新

区政府达成协议，续签双方在教育、文化等

领域的合作备忘录。这是双方在教育领域

暨 3年前首度签约后的第二次“握手”，而

新区参与结对的学校也由首批的3所增加

至如今的8所。

芬兰库奥皮奥市与浦东新区在 2012
年 6月 28日结对成为“姐妹城区”，双方在

教育等领域开展了长期稳定而卓有成效的

合作。当时首批参与结对的学校共 3所，

学段涵盖小学至高中，分别是洋泾实验小

学、上海市实验学校附属光明学校和上海

海事大学附属北蔡高级中学。自签约以

来，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3所

学校与结对学校开展浸润式的交流互访，

针对各自校情积极开展合作。

“在结对过程中我们不仅有效‘取经’，

也成功‘输出’。”北蔡高级中学校长马淑颖

告诉记者，学校重点就库奥皮奥市卢赛奥

中学的课程设置、设计、实施与评价进行深

入探究，经过将两校的数学、英语学科的教

学大纲及教材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英语

教研组编写出了校本教材《中芬合作之

路》，数学教研组则尝试教学的跨学科探

索。在“取经”的同时，学校不忘将中国传

统文化及学校特色课程加以“输出”。2012
年10月，学校便派出教师前往当地学校教

授汉语、传播中国文化，在当地掀起了一股

中国风，体育等学科的老师还将武术、书

法、龙舟等介绍给了芬兰师生，而学校的航

海特色课程更是让芬兰师生着迷不已。

10月16日，来自库奥皮奥市玛蒂小学

的师生一行，在洋泾实验小学欣赏了一台

由该校师生奉献的精彩文艺演出。就在去

年的同一天，在世纪公园的音乐广场，芬兰

库奥皮奥市的一个青年艺术团，与洋泾实

验小学学生艺术团同台演绎了一场主题为

“世界的声音”的音乐会。洋泾实验小学校

长陈岩泉告诉记者，过去 3年与结对学校

的交流不仅仅是在艺术上，通过交流，学校

还引入了对方学校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及

做法，如对多动症儿童等特殊群体加以重

点关注，并施以有效措施。“通过学校的结

对，16户学生家庭也与对方学生的家庭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家长和师生共同成为中

国的文化使者。”他说。

今年，建平西校、新港中学、陆行北校、

香山中学和浦东新区第二中心小学成为新

区第二批结对校，即将与芬兰姐妹学校一

起，开启长达 3年的合作。新港中学此次

“牵手”的学校是库奥皮奥市的纽蓝麦琪学

校。校长朱国花介绍，经过前期考察，学校

将芬兰英语学科6-9年级的课程标准和教

材带回了上海，并引入市级专家资源进行

比较与研究。而对方学校的烘焙等家政

课，如今也成为该校红领巾社团课的新成

员，“我们还计划把鼓文化和石雕等传统文

化课与芬兰当地的传统文化课进行共享，

通过跨文化的交流开阔师生的国际视野。”

记者获悉，根据双方签订的第二轮交

流合作备忘录，未来 3 年参与该项目的 8
所浦东学校将“抱团”发展。它们将一同

考察和研究芬兰的“我和我的城市”学生

职业体验项目。在库奥皮奥市这个同名

社区里，学生可以开展 70 个职业的现场

体验。此外，中芬教育交流的主角也有望

从教师为主转变为师生共同参与。今年

8月，北蔡高级中学的学生在结对学校发

起了一场主题为“环境保护”的学生论坛，

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明年 5月，学校计

划邀请对方学校的小伙伴来沪共谋“创新

素养”，并邀请新区其他结对学校的学生

共同参与。

“姐妹城区”续签教育合作备忘录
中芬“教育联姻”浦东学校增至8所

“海事金枪鱼”投产 巡检机器人“卖萌”

浦东高校“高精尖”项目
亮相工博会

健康医学院启用国家医学电子书包
中科院院士做客上海科普大讲坛

了解中医药学 从青蒿素开始

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有新动作

中医大将建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心

有着“萌萌”外表的变电站智能巡检机器人。 □王晓斌/摄影

昨天中午，四位帅气的比利时男生出现在上海市建平实验中学，用音乐与歌声引爆师生的热情。这个名为“男子密码”的音乐组
合，一连表演了《永不放弃》《奔跑》等10余首外语单曲，通过音乐向中国师生传递青春激情和正能量。据悉，该组合是受央视节目组
的邀请来中国参与录制，录制前特别在上海选择了 3 所学校开展文化交流，浦东的建平实验中学和新陆职校入选。

□本报记者 吴燕/文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