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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科大邀全体毕业生参加线下毕业典礼——

经得住磨砺 守得住底线 干得出事业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符佳）7 月 25 日，
上海科技大学举行 2020 届本科生和研究
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疫情防控
期，上科大成为浦东唯一一所邀请全体毕
业生亲临线下毕业典礼的大学。
拨穗、正冠、获得学位证书，向母校赠
送原创设计制作、刻有全体毕业生姓名的
立体校徽……在校体育馆的典礼现场，307
名本科生被授予上科大学士学位。上科大

首届自己培养的研究生也顺利毕业，48 名
研究生被授予上科大硕士学位、7 名研究
生被授予上科大博士学位。此外，上科大
还依托中国科学院大学，授予硕士学位 75
名、博士学位 88 名。
“今年的毕业典礼非同往昔，
全体毕业
生虽然依旧齐聚现场，
但非常特殊，
来之不
易。”校长江绵恒在以
“磨砺青春年华 在奋
斗中成长成才”为主题的讲话中表示，
在特

殊的 2020 年上半年，上科大全体师生员工
积极投身抗疫之战，在防疫、科研攻关、线
上和线下教学等方面打赢了一场场“阵地
战”。如今，
上科大已实现学生全部返校学
习，教学科研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学校教
学和科研没有“缩水”，学校办学质量没有
“稀释”。今年该校已在三大世界顶尖学术
期刊《自然》
《科学》
《细胞》上发表了 13 篇
论文。其中，有 10 位研究生是第一作者和
共同第一作者，
5 人为今年毕业的博士生。
“不经历风雨，无以见彩虹，这些终身
难忘的经历，必将激励毕业生们勇往直
前。”临别之际，江校长向毕业生们提出四
点期待：保持自信和定力，经得住磨砺；保
持道德良知，守得住底线；保持家国情怀，

担得起使命；
保持创新精神，
干得出事业。
毕业典礼上，一位重量级特邀嘉宾的
演讲，打动了很多学子。
“57 年前，我也和
同学们一样青春韶华，
从北京大学毕业，
背
负着学校的嘱托，怀揣着对前途的憧憬，
来到大漠深处的敦煌。弹指一挥，我与莫
高窟已相伴相守半个多世纪。”敦煌研究
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深情讲述了一代又一
代守护者们“择一事、终一生”，心怀家国
情怀、守护国之瑰宝，使敦煌莫高窟从破
败不堪到熠熠生辉的感人故事。她感言，
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事业，
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事业，也是需要
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事业。她
衷心祝福上科大的毕业生，
“ 从事自己热

第 23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

在浦东商圈社区
“重逢”光影盛宴
映露天电影的消息，当即预约报名。
“看露
天电影很有‘夏天’的感觉。”刘女士表示，
吹拂着夏夜习习凉风，眼前是神奇光
座位间隔了一段距离，工作人员也提醒大
影变幻，国际顶尖的电影艺术盛宴，在繁
家全程戴好口罩，
“ 这比进电影院看电影
华商圈与浦东市民
“久别重逢”
。
要放心。”场内观众中还有许多小朋友。
作为全球疫情持续扩散蔓延和我国
陈梓文说：
“我以前从没有看过露天电影，
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举办的第一个国际
真的非常开心！”
电影节，7 月 25 日，第 23 届上海国际电影
上影节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上影节
节正式开幕。除浦东三家影院播放展映
展映搬到繁华商圈，既是疫情防控常态
影片外，本届上影节还在包括浦东金桥国
化情况下的创举，以此克服电影院 30%
际商业广场在内的全市 7 家商圈，以及浦
的上座率局限，同时也拉近了电影节与
东 36 个社区举办露天放映活动，助燃上海
普通观众的距离，更以文化魅力促进商
越来越活跃的夜间经济。
业复苏。
为了准备浦东的首场上影节露天电
据悉，商圈放映点的片单选择多元：
影放映，7 月 25 日晚，金桥国际商业广场
既有承载几代人记忆的《大李小李和老
早早在南广场上，树立起了大银幕。广场
李》等经典电影修复版，近年口碑票房俱
周围支起了栏杆，地上张贴着一米线，严
佳的《唐人街探案》
《我不是药神》
《飞驰人
格设置出入口，避免人员过多聚集。观众
生》
《叶问 4》
《攀登者》，也有近年来各大国
需自备口罩，扫描随申码，并用商场会员
际电影节获奖的热门影片，如《绿皮书》
积分，实名制预约入场观影。根据防疫规
《弗兰兹》
《海街日记》等。
范，放映点还配备了消毒液、免洗洗手液、
令人动容的是，
露天放映的影片，
许多
口罩等防疫用品。入场就坐后，观众需要
都是片方主动要求拿出来放的，上海导演
保持一米以上的安全社交距离。
韩寒、
徐峥等人，
都主动加入协调版权的队
晚上 7 时，银幕上闪过熟悉的“龙标”， 伍。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被询问《大
韩 寒 执 导 的 电 影《飞 驰 人 生》正 式 开 场
李小李和老李》的版权之外，又主动提出
了。场内观众随着片中人物的奇遇，爆发 “把《攀登者》也给你们”；坏猴子影业被邀
出一阵阵欢笑；场外观众也越聚越多，一
约了《我不是药神》后，
又提出
“古装片老百
同观赏这场“迟到”半年的电影。家住附
姓看着更热闹、
更喜欢”
，
于是贡献出了《绣
近的刘女士在刷新闻时，看到金桥国际放
春刀》。片方都毫无私心地想把自己最好
■本报记者 曹之光

大小观众在露天电影院有序观影。

□本报记者 郑峰 摄

的影片拿出来，
尽快让老百姓看到好电影。
露天放映更安全，更“夏天”，更有“烟
火气”，但是视听效果不如电影院？
“ 影院
用什么设备，我们就用什么设备。”相关负
责人回应，上海电影节技术厂提供放映保
障，放映机采用科视放映机，分辨率达到
2K，音响采用杜比 5.1 声道系统，而对露天
放映至关重要的银幕亮度，则事先运用测
光仪检测，
确保亮度合格。
除金桥国际商业广场外，浦东 36 个社

区也设置了露天放映点。即日起，各社区
将带来上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的 12 部
影片。其中既有今年“一带一路”电影周
展映新片《白云之下》
《银行家》
《在 13000
英尺高的安妮》等，还有获得 2018 年“一带
一路”电影周媒体关注电影人荣誉的中国
影片《柔情史》等。部分放映现场还将举
办映前导赏活动，上影演员剧团的艺术家
将在现场与影迷见面，分享从影经历、推
介展映影片。

凡人歌
老伯突发心梗

快评

年轻医生当机立断挽救生命
本报讯 （记者 严静雯）只因在人
群中多看了两眼，32 岁的上海市第七人
民医院男性病科医生刘鹏让突发急性
心梗的曹老伯得到了及时救助。
7 月 20 日 上 午 ，刘 鹏 快 要 走 到 医
院。正要过马路时，看到一个老人坐在
地上，似有不对劲，医生的本能让他警
觉起来。
“第一眼时没发现什么异常，后
来看到他坐那，我就多看了几眼，发现
他的手抚摸胸口，非常痛苦。”刘鹏说。
当时患者不能动，身边也没有家人，刘
鹏意识到可能是患者的心脏出现了问

题。马路对面就是医院，刘鹏火速跑去
急诊，推了平板车将老人送往抢救室。
由于身穿便服，医院保安和急诊科同事
都一度以为刘鹏是患者家属。据患者
的主治医生——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胸痛中心张洁涵介绍，当时看了心电图
后诊断是急性心肌梗死，于是立刻给病
人安排急诊手术。
原来，曹老伯之前并无心脏疾病病
史，只是平时爱好运动的他，在最近一
次运动中突发心脏不适，在家人的陪同
下从崇明驱车赶至七院就诊，遇到早高

峰停车位紧张，家人分头去停车和去医
院急诊室推轮椅，然而所有人都没料到
这一次的病发如此突然和严重。
在刘鹏看来，他只是在人群中多看
了老人几眼，当了一次出手相助的路
人，然而在救治的医生看来，曹老伯得
救，跟刘鹏第一时间警醒判断患者出现
心脏问题，并且没有强制搀扶，及时用
平推车让患者保持合适的体位护送就
医有很大关系。张洁涵表示：
“（刘鹏）
作为一个非心内科的医生，他这种警觉
性，
我觉得特别佩服。”

女孩不慎落水

新场阿姨奋不顾身跳河救人
本报讯 （记者 严静雯）
“有小孩落
水啦！谁会游泳？”7 月 22 日下午 5 点
多，还在自家饭店里忙活的郑岳英听到
外面有人在呼喊。危急关头，她冲到河
边直接跳下水，成功救起孩子。这是发
生在新场古镇内的感人一幕，所幸救人
及时，小女孩没有大碍。事后，孩子家
长还特意为郑岳英送来了一篮水果表
示感谢。
“当时我什么都没想，就想着赶紧
救人。”郑岳英告诉记者，出事地点是新
场古镇的洪桥港，水深 3 米。她听到呼

救后，赶紧脱了围裙，跑到河边。此时，
溺水的小女孩正在水里起起伏伏扑腾，
岸上围了不少人，但都不敢轻举妄动。
她想都没想就跳进河里，把孩子救了上
来。围观人群纷纷为郑岳英点赞。
原来，出事的小女孩是古镇沿街商
铺经营风味特产的外地年轻小夫妻的
孩子。当时他们的两个小孩正在石桥
边玩耍，4 岁的女儿一不小心落水了。
郑岳英的女儿陆卓群说：
“ 妈妈今年 53
岁了，别看现在是个大块头，但是年轻
的时候水性很好。”不过她也坦言，妈妈

很多年没有下水游泳了，这次救人举动
让她既觉得自豪又担心。
“没什么，没什么。”面对赞扬，郑岳
英有点不好意思，
“ 我觉得任何会游泳
的人在这个时候都会挺身而出的。”
每年 6 月到 8 月是儿童溺水高发
季。导致溺水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就
是孩子家长没有起到监管作用，此外也
有一些是因为湖边安全措施不到位导
致的。作为家长应该要多注意孩子的
动向，不要放纵孩子乱跑，以保证孩子
的安全。

让更多好人
愿救人会救人
□严静雯
这两天，发生在浦东的两条新闻感
动了许多人。一个是 7 月 20 日早上 7 点
40 分，32 岁的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男性
病科医生刘鹏在上班途中“多看了一
眼”，成功救下了突发急性心梗的崇明
老伯。另外一个是 7 月 22 日下午 5 点
多，新场古镇的饭店老板郑岳英听到呼
救，
立马跳河救下了落水幼童。
凡人义举正在我们身边不断涌
现。2016 年 11 月起实施的上海“好人
法”，也在无形之中，让更多的好人能够
没有一丝犹豫去拯救处于危险中的他
人。救人同样也需要冷静和方法。在
第七人民医院胸痛中心医生看来，崇明
老伯的获救，得益于刘鹏医生第一时间
没有强制搀扶患者，及时用平板车将老
伯送进急诊。而郑阿姨也是因为自己
水性很好而跳河救人。
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继续增长、老龄
化趋势明显，各种突发事件、意外事故
有可能增加。相关部门应当注重组
织、鼓励更多人学习急救知识技能，提
高普通市民的急救水平。学校、商场
等人群密集场所单位、从事高危作业
及易发生灾害事故的企事业单位，也
应当组织员工参加急救知识培训。多
管齐下，长期坚持，才能让更多人愿意
救人、成功救人。

爱的科技事业，绽放自我价值，成就无悔
人生。”
据悉，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上科大部
分 2020 届毕业生将在学校 9 月增开学位会
后获得学位。2020 届本次授予学位的 307
名本科毕业生中，36%获得了境外高水平
大学继续深造的录取通知书，45%在国内
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深造。除了已转博
的学生外，本次授予学位的 123 名硕士毕
业生中，8%选择赴境外攻读博士，7%选择
在国内攻读博士。本次授予学位的 95 名
博士毕业生中，41%选择境内外博士后工
作。还有很多同学找到了理想的就业岗
位，其中有 58%的同学选择在国家战略最
需要的重点领域就业。

中日地方发展合作
示范区在临港揭牌
以发展氢能源为主要方向
本报讯 （记者 陈烁）7 月 24 日下
午，中日（上海）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在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揭牌，该示范区
是全国 6 个中日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
之一，以发展氢能源为未来主要产业方
向。
中日（上海）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将
立足国内外能源消费低碳化、清洁化发
展 趋 势，利 用 临 港 新 片 区前沿开放制
度、产业配套、空间承载、政策环境和体
制机制综合优势，吸引国内有实力的氢
能企业与日资企业加强技术合作，发展
以氢能产业为重点的新能源产业，形成
符合临港产业基础条件的产业路线图，
推动国内氢能产业标准体系的建立和
完善。
市政府副秘书长、区委副书记、临港
新片区管委会党组书记朱芝松表示，示
范区将以上海及长三角现有氢能产业项
目为依托，加大对国内及日本相关重点
企业的招引，
形成氢能源集成部件、氢燃
料电池动力装备、氢能制储运、储氢设备
特种材料、氢燃料电池汽车轻量化材料
研发、设计、测试等五大氢能源产业项目
集群。并结合新片区综合能源利用规
划，
进一步加强氢能应用，
推进一批油氢
综合站建设，带动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
产业链集聚发展。
揭牌仪式上，上海临港奉贤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分别与日本长洲产业株式会
社、三木太古株式会社签订合作协议。
该两家企业以氢能源设备和储存为主，
后续将进一步延伸至燃料电池等项目，
不断开拓产业链。
仪式上还成立了“中日氢能产业联
盟”，致力于推动氢能源事业的发展，打
造精准有效对接的合作平台，更大规模
地整合临港新片区内氢能产业链相关企
业，
形成良性循环的合作示范效应，
吸引
氢产业链全生命周期企业共同参与氢能
源产业项目建设与运营。
目前，日本在氢能源技术上处于世
界领先的地位，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发展
改革处处长唐浩说：
“中日（上海）地方发
展合作示范区有助于发挥中日双方的各
自优势，帮助解决世界上有关氢能源的
课题。接下来我们将围绕以氢能源为主
体的新能源产业，做好相关的产业规划
和空间规划，
加快项目的推动。”
此前国家发改委 4 月 27 日批复上
海、天津、苏州等 6 个中日地方合作发展
示范区。中日（上海）地方发展合作示范
区一期以临港智造园九期为核心，占地
面积 1604 亩，先期拟入驻长洲产业、三
木太古两家企业和产业研发中心。项目
预计投入千亿元以上资金，打造上、中、
下游高端制造综合新能源示范区，包括
制造、制氢、贮氢、加氢一体化撬装设
备 、氢 燃 料 电 池 各 类 汽 车 、零 部 件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