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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上海浦东新区乐欣社工服务社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人）统

一代码：（登记证号）：52310115MJ520874X1，法定代表人：赵才生，特此声明。

本报讯 （记者 张敏）第五届中

国·浦东科普微视频大赛近日启动。

无论是科普从业者，还是科普爱好

者，只要能用微视频讲出身边的科普

小知识，上传到既定平台，就有可能

成为大赛周冠军、月冠军，甚至角逐

前三名。

第五届中国·浦东科普微视频大赛

是2018年浦东新区“全国科普日”重点

活动。科普微视频大赛将持续至 2018
年 10月 15日，参赛选手不限单位、年

龄，只要对科普感兴趣的人士都可以参

加。作品时长 1分钟至 3分钟，内容需

包含科普小知识，尤其关注生活中的科

普小知识，如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健康

养生、交通安全等。“比如，食品添加剂

的正确使用方法、家庭植物的养护知

识、汽车的安全驾驶技巧、儿童饮食的

营养搭配、如何正确运动、飞机上升的

气流原理等，这些都可以。”新区科协工

作人员介绍。

微视频录制完毕后，可以微信搜索

“蝌蚪趣拍PLUS”小程序，点击拍摄按

钮进行拍摄及上传作品。所有通过审

核的视频将在“蝌蚪趣拍”小程序中公

布。据悉，按照作品点赞数，每周将产

生一名周冠军，每月评选出一名月冠

军。最后，浦东新区科协将在点赞数最

多的30部作品中结合专家意见评选出

大赛一、二、三等奖。

本报讯（记者 符佳）8月25日，上海

纽约大学迎来了2022届新生。455名，这

一数字刷新了上纽大 6年招生历史的新

纪录。开学典礼上，来自全球 39个国家

和地区的新生穿上紫罗兰色T恤校服，每

人还收获了一份惊喜：一本独一无二的

“书”。

开学典礼现场，新生入场时都会经

过一面巨型“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书，

每本书的书脊上印有“书名”，有英文，

也有中文。细细看来，原来每一本书上

印着的，都是 2022届新生的名字。校方

介绍，这个特别的设计，就是想告诉这些

上纽大新生，他们即将翻开人生崭新的

一页，在上纽大书写属于自己独特而精

彩的故事。

“我很期待能在上海纽约大学的多

元文化环境中，精进中文学习，探索中国

文化。”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内珀维尔

的新生Phoebe Ruth Harmon告诉记者，

上纽大学生入学时不分专业，但她已经

想好要修读世界史（全球中国学）专业。

“很高兴能见到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

同学，一同来探索上海这座城市，用全球

化的视角吸收广博的知识。”来自上海

的新生姜闻页说，她很喜欢上纽大全英

文授课和中外交融的学习环境，这里的

通识教育，正是她所向往的大学教育。

她相信在未来4年里，自己会有很大的进

步和发展，为日后去海外深造打下坚实

基础。

“在上海纽约大学，每天都充满着不

同的机遇，你的兴趣也会随之发生改

变。有时，生活自有它的安排，我们要做

的，就是期待未知，迎接挑战。”开学典礼

上，上纽大教务长衞周安向 2022届新生

提出建议。据悉，该校 2022届中国学生

来自全国 30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有来自

青海和西藏的新生，是该校成立6年多来

在招生方面的首次突破。而国际学生则

来自包括美国、荷兰、摩洛哥、英国、法

国、厄瓜多尔、俄罗斯、德国、墨西哥、哈

萨克斯坦、埃塞俄比亚和洪都拉斯等。

俞立中校长在致辞中表示，上海纽

约大学已走过六个年头，学校发展日益

成熟，创新型的本科教育受到教育界的

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他与

新生分享了上纽大的价值与使命——

要成为连接世界不同文化的纽带，探索

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不同教育体制的合

作，并鼓励学生抓住学校提供的各种机

会，根据自己的目标和兴趣谋划未来，为

实现梦想而努力。

常务副校长雷蒙则建议新生：“挑战

自我，就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去做那些

你不曾想到的事情。”

本报讯（记者 符佳）近日，上海民办

高校辅导员研修基地在上海建桥学院揭

牌。未来该基地将进一步整合资源，积极

培育和弘扬辅导员核心价值取向，聚焦团

队文化建设，提升职业能力和工作水平，

推动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努力成为推

进民办高校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高质量

发展的“苗圃”，成为民办高校辅导员队伍

建设的加油站。

上海民办高校辅导员研修基地的成

立，是贯彻落实全国和上海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精神的有力举措。自 2007 年

起，上海建桥学院连续 11年举办上海高

校辅导员岗前培训和专题培训，共培训

2500余人次，覆盖面广，辐射作用和影响

力较大。

揭牌仪式上，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

院党委副书记、第六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

度人物李睿带领新任辅导员进行集体宣

誓。据了解，作为上海民办高校辅导员研

修基地建设项目的内容之一，今年的民办

高校新任辅导员集中培训从 8月 18日开

始，历时10天，来自上海17所民办高校及

广西南宁学院共计 179名新上岗辅导员

参加培训。培训课程设置不断优化，邀请

的专家和导师层次不断提高，相关高校的

党委书记作为“导师”，给辅导员上课，与

辅导员座谈，培训课程主要有思想理论教

育和价值引领、党团与班级建设、心理健

康教育、网络思政教育等。

本报讯（记者 吴燕）8月26日，上海

健康医学院迎来了 2500 余名 2018 级新

生。其中9张面孔有些特别，他们都来自

青海省，是该校招收的首批少数民族（本

科）预科生。

当天，土族姑娘李媛在父母的陪伴

下，找到了上海健康医学院基础医学院的

新生报到处。“你好，我是你们班的专职辅

导员乌孜土尔克·巴格拉西，以后有任何

需要可以找我。”一名皮肤黝黑、浓眉大眼

的维吾尔族年轻教师热情接待。他简单

地向学生和家长介绍了预科班的情况，并

提醒要及时填妥《学生健康情况征询表》

等材料。

今年 3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切实做

好高校少数民族预科学生自主培养工

作的通知》，上海健康医学院积极响

应。少数民族预科班所在的基础医学

院直属党支部书记程伟介绍，首批少数

民族预科生共 9名，其中回族学生 4名、

藏族学生 3 名、土族学生两名，生源全

部来自青海省。

学校十分重视预科生的培养，为他们

选择了合适的教材与教辅资料，量身定制

了必修与选修课程，还专门制定了相关培

养方案。记者了解到，预科生的学制为一

年，一年后考核合格，将有机会选择进入

本校适合的本科专业学习。未来一年，学

校将着重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基础

知识，尤其是汉语、数学、外语、计算机等

基础学科，并通过普通话、中国文化概论

等课程，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提升学生

的人文素质。此外，学校还将加强基本技

能的训练，并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特点创新

教育形式，通过报告会、讲座、主题班会、

座谈会、实地参观等形式，注重培养学生

的自学能力与终身学习理念，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养，为下一步进入本科阶段学习打

下扎实基础。

据悉，上海健康医学院为这批学生配

备了熟悉民族理论政策、且在少数民族学

生教育服务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少

数民族专职辅导员。同时成立了“民族预

科班管理办公室”，基础医学院党政联席

会议成员、教学干事、专职辅导员等将与

预科班学生一一结对，以导师身份关心预

科班学生的生活、学习等问题，及时解决

其实际困难。“作为全国第一家以健康命

名的医学院，我们有责任和使命为少数民

族地区培养和输送人才。”上海健康医学

院校长黄钢表示，未来学校将进一步促进

少数民族学生预科阶段与本科阶段教育

的有机结合和有效衔接，切实提高少数民

族学生的培养质量。

本报讯（记者 黄静）在东南气流的

影响下，申城近期都是蓝天白云的好天

气，令人心旷神怡。

本周一为期 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结

束，申城正式出伏，意味着一年中最热最

难熬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今年，申城的夏

季总体而言不算太热，尤其是近一个多月

来，受副热带高压位置异常偏北影响，台

风影响较为频繁，高温很难长时间停留。

今年截至目前，高温日数为 18天，较去年

同期的30天明显偏少。

虽然三伏天已过，但眼下仍值夏季，

暑气未消，防护措施还不能放松。气象部

门预计，随着切变线南压，北方冷空气扩

散，周五、周六将会有一次降雨过程，较前

几天的分散性短时阵雨，这波雨水将十分

明显。届时，气温也会有所下滑，最高气

温在30-31℃左右。

本报讯 （记者 赵天予）近日，

Valve公司宣布“Dota2”2019年国际邀

请赛将在中国上海举行，位于世博地区

的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将成为全

球电竞粉丝关注的焦点。

“Dota2”国际邀请赛是目前全球规

模最大、奖金额度最高的国际大型电竞

比赛，今年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来自

全球各地的 18支队伍，角逐总额超过

2500万美元的奖金。6支中国战队参

赛，其中PSG.LGD战队获得亚军。

数据显示，今年赛事吸引了全球 8
万名观众到现场观赛，另外有 5000万

人通过网络直播观赛。明年这一盛会

将首次在亚洲举行，世博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世博地区将积极发挥“桥头

堡”作用，为上海打造“全球电竞之都”

添砖加瓦。

目前，电竞运动愈发获得社会认

同。今年电竞项目已经作为表演项目

进入雅加达亚运会，而在 2022年杭州

亚运会上，电竞将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本报讯（记者 周蓓君）日前，第21届

亚洲宠物展在浦东举行，主办方启动了“关

爱粮仓进校园”项目，向全国多所高校定向

捐赠户外猫粮，并携手国内行业专家共同

发布“流浪犬猫关爱小贴士”，向年轻一代

普及科学关爱流浪犬猫观念，呼吁全社会

携手，用专业、正确的爱护方式，为流浪犬

猫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存环境。

活动现场，来自上海、香港等地的大学

生与大家分享了他们与流浪犬猫之间的故

事，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 120多位学生参

与活动，并亲手为猫咪制作了纸盒猫屋。

皇家宠物食品与北京市保护小动物协会、

上海市宠物业行业协会、武汉市小动物保

护协会联合发布了《流浪犬猫关爱小贴

士》，以简单易懂的写实漫画，引导大众知

晓正确的救助知识。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白龙

港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期（除臭）工

程荣获上海市建设工程优质工程“白玉

兰”奖。

由于白龙港污水厂进水管经55公

里长距离输送厌氧发酵，臭气浓度要比

普通污水厂高上百倍。对此，设计团队

在臭气“收集—输送—处理”全过程中研

发了多项专利技术，如针对大截面复杂

管路，研发了微负压低阻力长距离均匀

输送技术，开发了旋翼升降式可视化气

流动示仪，攻克臭气输送观测调节的难

题。传统单一技术去除恶臭效率仅

60%—90%，设计团队研发了智能反馈型

多级复合除臭技术，确定了最佳技术参

数，使总体处理效率达到99.99%以上。

提标改造一期项目自竣工验收以

来，每年可削减二氧化硫排放 80吨左

右，折合每年相当于削减 450万辆“国

五”标准小汽车硫化物的排放量。项目

还获得了全国优秀勘察设计行业奖一

等奖、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示范

工程、全国 QC 成果一等奖等多项荣

誉，取得了明显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杨翊

中）地铁运营部门昨天表示，为进一步缓解

11号线工作日早高峰时段最拥挤区段的

客流压力，8月31日起，11号线将启用新列

车运行图，早高峰时段增投上线列车，调整

运行交路，实现早高峰时段部分区段增能

提效。

根据计划，8月31日起，工作日早高峰

时段（7：00—9：00），11号线将增投3列上线

列车，最大用车数由70列增加至73列。同

时，11号线运行交路由原先的“南翔站—三

林站/花桥站—罗山路站/嘉定北站—迪士

尼站”调整为“南翔站—罗山路站/花桥站—

罗山路站/嘉定北站—迪士尼站”。届时

“南翔站—罗山路站”列车运行间隔最短为

两分钟，进一步提升“三林站—罗山路站”区

段的运能（“三林站—罗山路站”区段列车行

车间隔由3分45秒缩至最短两分钟）。

据了解，工作日高峰时段，11号线最大

运力投放时间由之前的40分钟延长至1小
时。启用新图后，11号线各站点的首末班

车时间保持不变，除工作日早高峰时段外，

其他时间内列车运行间隔也均维持不变。

39个国家和地区的455名新生入学上纽大

“我们期待在这里探索上海实现梦想”

上海民办高校辅导员
研修基地揭牌

上海健康医学院首批少数民族预科生入学

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

近期蓝天白云好天气 周末有雨

市民趁着好天气外出散步健身。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浦东科普微视频大赛启动

白龙港污水处理厂
改造工程获“白玉兰”奖

国际级电竞赛事明年移师浦东

8月31日起
11号线早高峰增能

“关爱粮仓进校园”
项目在浦东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