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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虽然申城跑步入冬，但初冬的温暖

给人不少惊喜。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

10天，申城都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

高气温有望达到18℃。

11 月 23 日起，本市连续 5 天日平

均气温低于 10℃，这也使得申城一次

入冬成功。据了解，今年秋季只有 46
天，较常年偏短，而冬天来得早了些。

据统计，1981-2015年上海平均 12月 3
日入冬，最早为 1987年 11月 7日，最晚

1991年12月5日。

不过，进入冬季，寒冷并没有立马

发威。中国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由

于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势力较弱，我国大

部地区雨雪稀少，气温持续回升，将由

之前的偏低转为偏高态势。而从整个

大环流背景来看，全国正处于大暖脊控

制之下，所以回暖是主旋律。在此主基

调之下，接下去 10 天申城都以晴到多

云天气为主。本周后期本市以多云天

气为主，气温继续小幅回升，预计周六

最高气温可升至 16℃，而周日则有望

达到17℃。

不过，在气温冲高之后，将迎来回

落过程，究其原因是先后有两股冷空气

南下影响申城，势力都不是很强，降温

幅度有限。受此影响，12月5日最高气

温为 18℃，但 12月 6日开始降温，当天

降至6-11℃；12月7日、8日，受另一股

冷空气影响，气温继续下降，最低气温

降至3-4℃。

在12月6日冷空气来袭降温之前，

4-5日期间本市气压较弱，风力较小，

形成静稳天气，再加上西北风带来的上

游污染物输送，还将有轻度霾来扰。而

随着冷空气南下，霾很快就会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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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 8杯水”早已成为人们烂熟于心的

“健康理念”，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或许会

颠覆人们的认识。据《每日科学》网站近日报

道，在线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一篇

论文表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研究人员首次

揭示了调整人体内液体摄入的机制，并表示过

度饮水或许会导致致命的水中毒。

该研究发现，过量饮水后，人的大脑会发

出“禁止摄水”的信号，从而帮助我们严格地维

持体内的水量。“如果我们只是根据身体需求

去做——只是口渴时才喝水，而不是遵循详尽

的喝水计划，或许对身体会更好。”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副

教授迈克尔·法雷尔说，饮水过多可能会导致

水中毒或低钠血症，血液中的钠含量过低会出

现嗜睡、恶心、抽搐和昏迷等症状。“马拉松选

手常常被告知要多喝水，但有时候他们会因盲

目遵从一些建议饮用了远远超过自身所需的

过量的水而导致死亡。”

目前“每天 8 杯水”的说法可能来源于

1945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曾建议成人每食

用 1卡路里的食物应该饮用 1毫升水，也就意

味着成年男性每日应饮用 2.5升水，而女性则

需要 2升。这个量基本符合正常温度下不怎

么运动的人的每日所需。而8杯8盎司容量水

杯的水量就是1.9升。

事实上，“每天8杯水”的说法最重要的一

点是让我们强迫自己喝水，它的理由是当我们

感觉到渴时，我们已经严重缺水了。而 1984
年《口渴》一书的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

学的营养学研究员芭芭拉·罗尔斯早在 30年

前就证实了在严重缺水很久前身体就会发出

口渴信号——血液浓度上升2%之内我们就会

想喝水，而血液浓度实际要上升 5%以上才会

被认为是缺水。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莱巴嫩城达特茅斯医

学院的肾脏专家海因茨·瓦尔廷则认为，任何

关于几杯水的讨论都带有误导，因为没必要喝

纯水，茶或咖啡都可以提供我们所需的水。

然而，根据“每天 8杯水”的说法，含咖啡

因的饮料不算数，因为它们有利尿作用，会使

身体流失更多的水。不过，2000 年的一项针

对健康成年人的对比研究发现，从水中和从含

咖啡因饮料中摄取的水分没有什么区别，甚至

一两杯度数不高的酒都能给你提供水分。

11月27日，为期3天的第二届上海国际手造博览会圆

满闭幕。博览会期间，掌上世博文创工坊为浦东新区众帮

公益服务中心设立了残联手工艺品专区，并举行残联青少

年作品义卖活动，吸引了众多爱心人士。

残联手工艺品专区共设5个展柜，残疾青少年在老师和

家长的陪同下兴高采烈地参与博览会。该中心还组织了几

十名阳光基地的残疾青少年来展会参观学习。一名浦东辅

读学校制作烫画的男孩子因智力缺陷的原因一直封闭自

己，来博览会参展的几天里，他像个小老师一样手把手教授

健全的孩子学习烫画，每天都露出开心的笑容，他说自己感

到很幸福。

残联手工艺品展示和作品义卖活动得到了掌上世博、

香港TPS跨境电商、上海方域实业、邯郸安氏瑶陶艺等企

业以及很多爱心人士的支持。众帮公益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将继续前行，多举办交流学习的机会，努力为残疾人

多做实事。 （白云）

掌上世博携手众帮公益助力第二届上海国际手造博览会

残联手工艺品展示吸引众多爱心人士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轨交 6 号线的运营压力将进一步缓

解。从11月30日起，6号线启用新的列车

运营图，增投6列上线列车。

据地铁运营方对路网客流监测，6号

线晚高峰时段客流较为密集，且这一情况

基本趋于稳定状态。为进一步缓解大客

流压力。11月30日起，6号线工作日晚高

峰时段（17：00-19：00）增加 6 列上线列

车，实现增能。

6号线采用新列车运营图后，工作日

晚高峰时段 6号线小交路区段（巨峰路-
高青路）运营间隔由 3分钟缩短至平均 2
分30秒；大交路区段（港城路-巨峰路、高

青路-东方体育中心）运营间隔由 9分钟

缩短至 7分 30秒。启用新运行图后，6号

线各站点的首末班车时间均保持不变。

此次 6号线启用新列车运营图，将进

一步缓解晚高峰时段的客流压力。地铁运

营方表示，小幅增能后，6号线列车到发周

转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希望乘客上下车过

程中切勿冲挤车门，阻挡车门正常关闭；上

不去的乘客请等待下趟列车。此外，运营

方希望乘客在 6号线小交路终点站（巨峰

路站、高青路站）配合车站清客工作快速下

车，勿延误列车折返时间。

与此同时，轨交 9号线运营方还将在

工作日 7：00-9：00，从佘山站往浦东方向

投放空驶载客列车，集中输运乘客，缓解

大客流车站的压力。松江南站始发的部

分列车在佘山、泗泾两站跳停，缓解后续

车站乘客的上车难问题。

第三届Inside 3D打印产业全球高峰论坛（上海站）11月30日开幕，文创、医疗、工
业制造三大主题、超100件业内知名力作亮相上海世博展览馆。

本届展会的展品科技含量十足。比如一家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推出其布局医疗与
人像市场的最新款工业级3D打印机，其超快成型速度比国内外同类设备快5-10倍；
一款号称“全球桌面机王者”的打印机也在参展之列，产品介绍称其打印细节更加精
细，打印过程更加稳定。国际3D打印巨头中也有多家带来最新产品及工业解决方案。

目前，3D打印还处于推广普及阶段，如何切入行业应用，是3D打印未来发展的突
破口与关键点。本届展会以把脉行业趋势为切入点，以对接应用行业为核心，将深入
探讨3D打印未来的三大“掘金矿”——工业、医疗、文创，展会期间还举办了四大主题
论坛：发展趋势论坛、工业制造论坛、文化创意论坛、医疗应用论坛，30多位国内外知名
专家作为演讲嘉宾，为中国3D打印产业寻找清晰的风向标。图为参展企业展示3D打
印产品。 □记者 朱泉春 实习生 黄日阅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11 月 30 日，CBA 联赛展开第 12 轮争

夺，上海男篮坐镇主场源深体育馆，迎战

新疆男篮，以122比97战胜新疆队。

第一节上半段，新疆男篮展开激烈进

攻，一度将分差拉大到17分。但当新疆队

更换了一套阵容之后，场上队员完全失去

了手感，第一节比赛的下半段成为上海队

刘晓宇的表现时间，独取 9分将分差缩小

至个位数。第二节，双方继续你追我赶，

上半场上海队 58 比 49 领先新疆。下半

场，上海队一直被压制的外援弗雷戴特终

于找回了进攻的感觉，上海队再次打出一

波 12比 0的小高潮，与新疆队的分差拉大

到20分。最终凭借刘晓宇、弗雷戴特的出

色发挥，上海队以122比97大胜新疆。

当天，上海队曾经的主帅、如今的新

疆队主教练李秋平的到场引来球迷关

注。赛后，姚明和恩师李秋平握手致意。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日前，新区就业促进中心举办了“启

航行动服务周”活动，通过“启航岗位推

介日”“启航模拟体验日”“启航岗位实训

日”“启航就业服务日”等主题日活动，展

示新区启航就业服务工作内容。

活动前夕，新区就业促进中心发动

塘桥、潍坊、周家渡等周边 6个街镇的就

业援助员深入社区，上门走访宣传，确保

符合条件的未就业青年及时知晓信息。

“启航岗位推介日”当天，主办方共邀请

到33家企业，提供600余个多元化就业岗

位。同时，新区首席职业指导师也为启

航青年提供现场指导，并鼓励他们积极

参加面试。当天启航青年共投递简历 94
份，71 人次获得进一步面试的机会，54
人次现场达成录用意向。

找工作也是门技术活儿，怎么准备

简历、如何在面试环节中收获高印象分，

这里面都有门道。“启航模拟体验日”当

天，主办方把新区导师专家团中资深的

HR专家邀请到启航活动中，与新区职业

指导师一起为青年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就

业服务。体验日当天，新区两位首席职

业指导师先就“就业形势”“职业定位”等

开讲。随后，让大家模拟集体面试、个人

面试，提升大家的求职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启航岗位实训

日”活动当天，有几名青年从求职到应

聘，再到确定入职，一气呵成。实训日活

动当天，求职青年们来到航头镇华伟公

司，新区启航导师李鞠向大家介绍了企

业的总体情况，以及选人、用人标准；随

后带着青年实地参观了生产车间，了解

具体工作流程。现场的工作环境也刷新

了大家对于生产车间的印象。多名青年

当场就表达了求职意愿，本身就是企业

人事负责人的李鞠立即安排了面试，最

后5人当场被录用。

在青年就业服务中，应届毕业生也

是新区就业促进中心服务的重点群体。

此次，通过搭建“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学

校”资源平台，就促中心将“启航就业服

务日”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2017年应届

毕业生招聘会”相结合，针对应届毕业生

展开综合性的就业服务。在招聘会现

场，新区首席职业指导师为青年剖析求

职中遇到的问题，评估学生的个性化需

求，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指导，推荐岗位

100多人次。

相关人士介绍，未来，新区就促中心

将继续从政策扶持、岗位开发和职业指

导等方面推进启航青年的就业。继续推

广启航政策覆盖面，调动企业吸纳青年

的积极性；开发适合青年的就业岗位，提

高青年就业质量；开展适合青年的就业

服务项目，如就业训练工厂、青年职业导

航班、就业特训班等，帮助青年实现就

业。

浦东开展“启航行动服务周”活动

青年求职实现体验实训一体化

3D打印产业全球巡展亮相浦东
聚焦文创医疗工业制造

轨交6号线工作日晚高峰增能6班车

未来10天气温先高后低
最高气温可达18℃

上海男篮大胜
新疆男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