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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须双双

海派中医文化将在新场古镇焕发新

活力。昨天，由上海市科委立项支持、上

海市中医文献馆出品的海派中医科普微

电影《归来》在新场古镇首映。新场镇政

府和上海市中医文献馆还签约共建“海派

中医文化基地”，双方将共同推进海派中

医文化的传承、推广，使优质的中医药服

务进一步惠及城乡居民。

微电影连起古镇中医情

少小离家学中医，学成归来为乡民。

微电影《归来》在新场古镇取景拍摄，由上

海市中医文献馆工作人员、新场古镇居民

本色出演，讲述了古镇原住民后代学成归

来，为父老乡邻提供中医服务的故事。

微电影项目由市科委“科技创新行动

计划”资助，是继 2017年“海派中医地铁

专列公益宣传”项目后，中医药文化传播

的又一次生动实践。

影片中，中医师老贾遇到的一桩“烦

心事”：由于商业开发涉及古镇上的老宅，

需要他回去签约。在回乡的地铁上，老贾

偶遇一名突然发病的姑娘，他通过耳穴按

压，缓解其病疼。巧的是，这姑娘就是邻

居斐姐家的女儿。之后，老贾又用艾灸，

改善了斐姐常年的膝痛。看到乡邻对中

医服务有很大的需求，老贾萌生了将老宅

改建成中医文化展示馆的想法。

原来的“烦心事”变成了为民服务的

好事。老贾的想法得到了古镇管理部门

的支持，也得到了家人的理解。于是，有

了片尾圆满的一幕，“中医文化展示馆”在

古镇挂牌。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长贾杨担任片

中主角，他说：“此次出演老贾这个角色，

使我有机会走近古镇居民，大家尽管对中

医药不是十分了解，但有非常强烈的渴

望，他们希望家门口有好的中医药服务。

我们和镇里商量，一定要把电影中的故事

情景变为现实。”

中医文化遇上千年古镇

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的根基和灵

魂，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成立于 1956 年的上海市中医文献

馆，是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单位，

是全国唯一独立建制的中医文献研究专

门机构，也是全国唯一中医文献类期刊

《中医文献杂志》主办单位。上世纪 60年

代初中医文献馆在全国最早开设继承名

老中医经验的门诊部，拥有“蔡氏妇科”

“方氏针灸”两个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同时，以“上海市名老中医学术之

家”为载体，成为开展名老中医学术思想

继承、疑难病诊治和民间医药研究及交流

的活动基地，更成为汇聚海上名医、荟萃

名家经验、培养中医后学、传承鲜活文献

的中医药学术平台。

而新场古镇是浦东地区规模最大、

历史遗产最丰富的历史文化风貌区，与

中医药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古镇历史

上的百年药店“奚长生药店”，以秘制“紫

金锭”中成药起家，该药曾在 1915年巴拿

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新场镇正在建设

的综合医疗卫生中心，其中就包含一所

亚洲一流的中医特色康复医院，是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预计 2021年建成

开放。

新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蔡笑峰介

绍，以古镇为核心，新场正在积极推进“科

创+文创+乡创”融合发展。科创方面，和

张江科学城联动，推进“创新药”基地建

设，也希望更多的一流中医药企业入驻新

场；文创方面，重点引进和非遗相关的资

源，中医药非遗资源正是惠及百姓的重要

内容；乡创方面，推进健康生态旅游产业

发展，和古镇有机联动。

据悉，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在新场建设

“海派中医文化基地”，本着弘扬中医文

化、服务基层的理念，将和新场镇重点开

展中医文化展示、中医文创产品开发、基

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中医健康理念宣

传、中医传承创新实训、中医药产业融合

发展、中医健康旅游项目等合作共建。该

基地在新场古镇“缶+文创空间”挂牌，近

期将启动中医文化科普等活动。

幸福是什么模样？最近，一道230米长、3米高的彩绘墙出现在上海复地活力城外围，近40名艺术家现场绘画上色，为100个征
集自全世界的幸福故事打造了100幅幸福画像。色彩明亮欢快的艺术风格，为沪南路沿途（近御桥路）增添了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在前期征集中，数百名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通过电台、社交平台等渠道分享了自己的幸福时刻，展出的100个故事
中有近三分之一来自浦东。他们中，有相濡以沫走过62年的恩爱夫妻、有多年守护“星星的孩子”的特殊教育工作者、有带着病妻一
起参加歌唱比赛的乐观爷叔，每一种幸福的模样都令人动容。

该艺术项目将于11月4日正式开展，届时，扫一扫画作底部的二维码，就能走进每一幅画背后的平凡、暖心或甜蜜故事。
□见习记者 张诗欢 本报记者 许素菲 文 施宇萌 摄

本报讯（记者 黄静）东海大桥将成

为国内第一座试点无人驾驶的桥梁。昨

天，由上海城投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的洋山港智能集卡示范运营项

目东海大桥监控设施整治工程完成，为进

博会期间洋山港智能集卡自动驾驶演示

提供了保障。

东海大桥的监控系统于 2005年大桥

通车时建成，采用标清摄像机模拟系统，

图像质量已无法满足智能集卡运营的场

景要求。为配合洋山港智能集卡示范运

营项目的需要，今年 9月，东海大桥全面

实施道路监控设施和通信设施改造，包括

视频监控系统、交通信息显示系统、气象

监测系统、光电缆工程、供配电系统以及

监控中心软件升级等。

工程外场安装与调试并进。从外场

摄像机安装，到光电缆到位，再到通电接

入网络，图像传输到大屏幕，每一个步骤

都紧密衔接，外场设备安装结束后一周内

开通中心功能，系统进入试运行并接入市

交通委指挥中心。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昨天，上海临

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交通运输

通信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中交临港（北

斗）科创产业集聚区合作协议。双方明确

项目产业方向，共同推进国家科技创新产

业自主研发，增强园区产业带动效应，以

自贸区临港核心区为原点，辐射长三角，

聚焦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国产化”向“全

球化”的演进。

该项目有 4 个中心，分别为北斗海

事搜救数据中心和备份中心、北斗导航

芯片中心、北斗自动驾驶测试中心。临

港新片区管委会负责人表示，未来新片

区区域内的交通需进一步强化，一方面

要继续加强交通硬件设施，另一方面也

需要推进智能交通信息产业发展。目

前，临港在测试环境、基础芯片研究、数

据积累等方面已经打下一定的产业生态

基础，中交临港（北斗）科创产业集聚区

将是加快推进智能交通应用示范的有力

支撑，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将协同各方推

进这个项目的落地实施。

临港集团与交信集团将以本次战略

合作为契机，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围绕北

斗和交通信息相关的科技创新领域进一

步合作，以基金+基地+产业的合作开发

模式设立全国北斗产业聚集区；打造专

业化产业基金投资平台，参与临港海洋

科创平台建设，以智慧交通为核心推进

智慧园区、智慧城市及临港综合示范区

建设与发展；吸引前端研发和后端服务

应用企业进驻，推动新一代智能交通信

息产业发展。

交通运输通信信息集团有限公司隶

属于交通运输部直属事业单位中国交通

通信信息中心（CTTIC），受交通运输部

委托拟订并组织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通信、

导航、无线电和信息化管理的技术政策、

技术标准、规章制度，承担行业信息化网

络的建设、运维、整合、保障，代表国家参

与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海事组织

（IMO）的有关活动，负责中国国际海事

卫星、中国搜救卫星系统的建设、运维和

管理，承担行业及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

要的通信、导航、无线电和信息化的技术

研发、应用和咨询，承担中国民用卫星导

航系统的相关工作，拥有广泛的交通运输

信息及资源优势。

■本报记者 张敏

近日，浦东法院 JA社透露，该社成果

喜人，成立近三年来共有 10名法官助理

参加法官入额考试，7名顺利被遴选为入

额法官。同时，JA成长社的调研成果频频

发表，其中《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

革背景下证据规则标准研究》的课题中标

上海市高院重点课题，结项成果还获得了

高院课题评比优秀奖。

“司法体制改革后，成为一名法官的

门槛越来越高。法官助理在成为法官之

前的这段时间如何更好地积累经验、提升

能力，成为了司法改革带来的新课题。”JA
社发起人、浦东法院“十佳青年”法官范一

说。

JA社成立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有组

织的学习和讨论，帮助法官助理形成专业

的审判思路，在成为法官之前就学会以法

官的思维看待案件和思考问题。法官助

理顾鼎鼎就是 JA社的受益者之一，他觉

得：“JA社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们互相讨

论、分享疑难问题，并且有资深法官对我

们的问题进行指导与解答，这很好地解决

我们工作中的困惑。不少助理还对法律

前沿问题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形成了

多篇调研成果。”

“浦东法院有个特点，青年干警约占

干警队伍人数的 60%。”浦东法院团委副

书记于淼说。针对这一情况，2017年初，

浦东法院团委制定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关于建设“致远”青年人才高地的

实施意见》，启动了铸魂工程以及攀登工

程、奋进工程、标杆工程和青年英才培训

班的“1+3+1”青年人才高地项目。JA社

就来源于此。今年 5月，上海法院开始从

下级法院遴选法官。经过层层选拔，JA社

“元老”范一于近期收到任命，担任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本报讯（记者 张敏）10月 29日，浦

东新区消防支队联合新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对进博会驻点酒店 500米范围内的场

所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检查，严厉打击生

产、销售、使用假冒伪劣、过期失效消防产

品等违法行为，保障进博会顺利举行。

联合检查组重点检查了防火门、灭火

器、消防水带、消防应急照明灯等，核查每

一项消防产品是否具有检测报告、是否为

过期或国家明令淘汰的，并对消防产品的

制造厂商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型号、主要

技术参数、产品商标、生产日期等信息进

行核对。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提出

整改意见，同时要求相关人员熟悉消防产

品的基本用途和参数，并能熟练使用操作。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记者昨天从

有关部门了解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周

边区域设立电子围栏禁停区后，单车违停

数量同比下降超七成。

本市从 2018年开始上线禁停电子围

栏以规范单车停放。当年，摩拜首次以收

取车辆管理费的形式，试点扣费型“电子

围栏”，如果用户将单车停在禁停区域，会

收到短信提醒。超过一定次数，需要缴纳

一定数额的车辆管理费。如果用户在缴

纳费用后的一定时间内，把禁停区内任意

一辆摩拜单车骑出禁停区，并停车落锁，

系统判定后将自动退还管理费。同时，为

了优化用户体验，摩拜单车在禁停区周边

的可停车区域，梳理标识了上百个引导停

车点。

为配合本届进博会保障，除了展会周

边区域，摩拜单车在还全市范围内上线多

个禁停围栏，覆盖多个中心城区的主干

道，包括外滩中山东一路沿线、陆家嘴明

珠环路、东方路等热点区域。

摩拜单车相关负责人介绍，进博会

期间，摩拜将通过手机APP、微信、微博

等多种途径，提醒用户文明停放共享单

车。同时，摩拜单车上海团队还将提高

热点区域的调度优先级，增加 50%运力

和更多运营人员，通过专人专区三维一

体化运营和网格化管理方式，针对容易

发生违停堆积的区域安排专人负责，结

合运营人员的“扫街”及时发现并处理违

停、故障车辆，配合政府做好进博会的交

通保障工作。

遗失声明

“海派中医文化基地”落户新场

优质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城乡居民

浦东街头呈现百种幸福模样

更多法官助理茁壮成长

浦东法院人才保障举措出成效

临港集团与交信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设立全国北斗产业聚集区

东海大桥监控设施整治工程完工

消防部门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检查

国家会展中心周边设电子围栏禁停区

单车违停数量同比下降超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