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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严静雯

儿童白血病是儿童发病率最高的恶

性肿瘤，是严重威胁儿童生命健康的重

大疾病之一。中国儿童白血病诊疗现

状如何？ 5 年生存率如何？ 7 月 24 日

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发布中国儿童白血病现状报

告。发布会上透露，近年来，我国儿童

白血病的治疗效果和患儿生存率显著

提升，但较以往治疗方案费用没有明显

增加。

2018年，国家卫健委建立了以省级定

点医院和地市级定点医院为主的诊疗网

络，组织制定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急

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诊疗规范。在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牵头下，建立了覆盖全部定点医院的“中

国儿童白血病诊疗登记管理系统”，将救

治患儿纳入全程跟踪管理。据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院长江忠仪介绍，目前该系统覆

盖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共 599 家医疗机构，其中 413
家医疗机构上报了 2015-2019 年确诊的

初发儿童白血病超过 3.4万例；截至目前，

总共有 3.9万儿童白血病登记在册。

“中国儿童白血病诊疗登记管理系

统”显示，每年新发白血病病例数在 8000

例左右。根据抽样调查显示，中国0-14岁
儿童白血病年平均新发病登记率为 42.9/
百万，患病男女比例为 1.37：1，1-6岁为发

病高峰，占 58.2%。在白血病类型中，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比例最高，占儿童白血病

的 72.4%，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占 18.3%，急

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占 4.5%，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占 2.0%，幼年型慢性粒单核细胞白

血病占0.6%。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血液肿瘤科主任

陈静介绍，儿童白血病现在已经成为一个

可治愈的疾病，已经能够实现 80%以上治

愈率。其中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5年

以上生存率总体接近 90%；儿童急性早幼

粒细胞白血病 5年总体生存率可达 93%以

上，接近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

治疗水平在不断上升，治疗费用却

是零增长。“中国儿童白血病诊疗登记管

理系统”显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平均

全程治疗费用在 10 万-30 万元，急性髓

细胞白血病平均全程治疗费用为 20 万

元，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平均全程治

疗费用为 10万元。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白

血病科主任沈树红说，比如儿童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自医院启用 2015 年版治

疗方案后，4年来总生存率达 91.8%，无事

件生存率 81.7%，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相较医院 2005 年版治疗方案有了

10%的提高。其治疗的毒副作用明显降

低，治疗费用零增长，疗效持续提升。沈

树红介绍，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2020 版新方案（CCCG-ALL2020）已于 6
月底线上启动，新方案有望让疗效再提

高 5个百分点。

会上，江忠仪还透露了今年即将动工

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二期规划——“医院

位于上海质子重离子治疗中心斜对面，三

分之二的资源将用于血液肿瘤治疗与研

究。”据了解，医院二期血液肿瘤临床中心

设白血病病床 100 张，实体肿瘤病床 120
张，干细胞移植和细胞治疗120张，力争打

造上海版的“MD Anderson”医院。

本报讯（首席记者 符佳）弯腰、作

揖、拜师……7月 23日，浦江学堂经典七

书研修班在浦东图书馆举行开班仪式，21
位初中学生与 5位导师一一结对，开启国

学经典研究性学习的新旅程。从养正、培

大到精一，这也是公益性教育培训机构浦

江学堂 7年在全国开办百班后的再度升

级。

从2015年9月开始，上海市建平西校

学生黄心语几乎每个周末都要花半天时

间，到浦江学堂学习经典七书。从小学两

年级加入峻图班初习《论语》入门，到初中

预备班读完“四书”以及《老子》《庄子》和

《坛经》，这位文静的女孩在浦江学堂专业

老师的引领下，走进经典、爱上经典，举手

投足间颇有“腹有经典气自雅”的从容。

当日，她和四名同学一起，向上海师范大

学文学博士、天华学院语言文化学院院长

陈再阳教授行了拜师礼。未来一年里，他

们将在导师团队的带领下，选择感兴趣的

国学课题，学习基本的学术规范，完成一

份探究性学习报告。

“孩子，祝贺你们已经在读‘大学’。”

浦江学堂创始人、著名文化学者、上海开

放大学教授鲍鹏山为研修班作了开班演

讲。他认为，教育重在唤醒人的智慧、心

性和德行，“大学”并不是某一个教育阶

段，而是一门学问，它教你如何成人。学

七书也不是为了学习知识体系，而是让经

典滋养生命，学着去关心和理解人生的本

质问题，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过一个

让人尊敬的人生。

过去 7年里，浦江学堂共有 174名学

子逐字逐句学完了“经典七书”，通过接受

性、理解性地学习，接触、熟悉、认知经

典。在完成“三年养正两年培大”的学习

之后，很多家长和孩子依依不舍，希望继

续国学经典的研修。于是，经典七书研修

班应运而生，首届 21名学生均为自愿报

名，5名导师来自于华师大、上师大、上海

交大等沪上知名高校，且在学堂完整教授

过七书。8月开始，学员将进入“精一”学

习阶段，在 23堂导师课程中感悟、研读、

阐释和会通经典，与经典展开对话、进行

生命的交流，并学以致用，完成自己的探

究性学习报告。

“我们不会拔苗助长，而是从初中生

的能力现状出发，实事求是、因材施教。”

经典七书研修班导师陆岩军是上海交大

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也是浦江

学堂的首席教师。他坦言，带初中生和大

学生做探究，方法是不同的。作为导师，

他将努力为浦江学员提供与他们年龄、认

知能力相匹配的研究性指导，助其解经典

之惑、文化之惑、学术之惑、人生之惑，并

鼓励孩子们“跳一跳”去摘“苹果”。“写探

究性报告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黄心语

妈妈笑言，希望孩子能学习一些学术研究

的入门方法，在成长之路上继续和国学经

典相伴。“这就足够了。”她说。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宣桥镇庆祝

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文化艺术展”日前

开幕，展览通过摄影、绘画、书法等作品展

示了宣桥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绿色、生态、

宜居的生活环境。

此次文化艺术展自 5月份筹备工作

启动以来，当地的摄影、书画、剪纸、雕塑

等艺术家和爱好者们踊跃参与，共收集到

各类作品 426幅，经过比选，共展出摄影

作品 68幅、书画作品 54 幅、剪纸作品 60
余幅，以及“你笑起来真好看”手机摄影

大赛获奖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视角

把宣桥一个个美丽场景真实记录下来，

有风景如画的美丽家园，有玉米飘香的丰

收田园，有老百姓多姿多彩的幸福生活，

也有浦江两岸高楼林立、霓虹璀璨的场

景，还包括了同舟共济齐抗疫的主题展

示。此外，还有民俗老物品 109件、陶艺

作品9件。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文化艺术展的举

办地上海宣桥色织厂建于1978年。随着

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机器设备

已经搬空，但原先的厂房依然保留着，变

成了如今的共舞台文化创意园。老厂房

在保留历史记忆的同时，也为面向未来的

发展提供了新舞台。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在蓝天白云

掩映下，在绿草茵茵的源深体育中心旁，

传来亲子阅读的书声琅琅、欢声笑语。7
月 25日上午，首期“YUE享童年”系列活

动在浦东图书馆运动主题馆分馆举行，面

向3至6岁儿童的亲子家庭。

“你喜欢夏天吗？夏天怎么让自己

变得凉快呢？”指导老师提问。“吃冰淇

淋！”“吹空调！”“穿漂亮的裙子！”小读

者 你 一 言 、我 一 语 地 回 答 道 。 首 期

“YUE享童年”系列活动，分享的是著名

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创作的绘本《夏

天》。小读者时而与老师热情互动，时

而又透过窗玻璃，兴奋地远望蓝天、白

云、草地、跑道。

阅读分享结束后，活动还安排了手工

环节。在老师指导下，家长带着孩子一起

学剪纸，尝试剪出一颗大树。“绘本《夏天》

中提到：天气很热，小动物要去一棵树下乘

凉。”邵女士带着一双儿女参加活动，她认

为，“绘本加手工的活动设计很好，让小朋友

对绘本故事的印象更加深刻了。”她的女儿

刘子萱说道：“绘本、手工都很有趣！”

作为上海首家以体育运动主题为元

素的图书馆，浦图运动主题分馆又名为

“维橙空间”，位于源深体育中心北区 5
楼。浦图运动主题分馆负责人李丽表示，

运动与阅读，都能让人的身心获得营养，

而在该馆的会员读者中，目前有70%是亲

子家庭，具有很强的亲子阅读、绘本导读

需求。因此，运动主题分馆通过浦图本馆

牵线，联合浦南幼儿园及浦东新区王红裕

学科工作坊专业阅读团队共同举办系列

活动。未来，“YUE享童年”将于周末不

定期举办。

■本报记者 李继成

美丽的炫彩极光，可爱的南极企鹅，

酷炫的“雪龙 2”号……刚刚过去的这个

周末，前去中国航海博物馆参观的观众，

不经意间有了一次与南极的邂逅之旅。

以探秘极地为主题，2020新一期科

学之夜专场活动于7月24日至26日登陆

位于浦东的中国航海博物馆，这是继去年

8月首次登陆后，科学之夜再次走进中国

航海博物馆。与浦东彩虹鱼深海科普体

验基地的联动更是将畅游科学之旅的概

念进一步升级，让更多亲子观众从中有所

收获。

本次科学之夜中国航海博物馆专场

主题为“相约临港 探秘极地”，共设中国

航海博物馆、彩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基地两

个会场。主会场特设“探秘极地”和“科学

导师讲堂”两大板块，除中国航海博物馆

开放展区和展品外，由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特别邀请的南极科考队员、科学家、科普

讲解员，在现场进行讲解互动。

在博物馆一楼亲水平台，观众们通

过打卡合影、互动游戏、看大片、听讲解

等各种方式，与南极来一场“近距离”接

触：展出的 40 多幅南极珍贵照片，令观

众大开眼界。冰川、冰晶、极光、雪龙号

等大型照片合影墙，给予观众身临其

境、登陆南极的体验；掷瓶礼、伟大航

路、大力水手等数个南极主题及航海主

题的亲子互动体验游戏，吸引大人小孩

齐上阵。

科学之夜还将电影院“搬”进了博物

馆。在这里，观众可以见到院线也难得一

见的极地大片《中山》，真实记录了中山站

中国南极科考队员的饮食起居，揭秘他们

的工作和生活；短片《向南，南之南》更是

展现了冰山遇险、突破险境等几代科考队

员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除了一望无际

的白雪皑皑，南极还有什么自然景观？除

了企鹅，还有什么动物？这些问题都可以

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讲解员那里找到

答案。

观众还可以同时畅游中国航海博物

馆的开放展区。在这里，观众可看到 1∶1
实船比例制造的明代福船，仿佛走进了

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而在航海历史

馆，从羊皮筏子到独木舟再到如今的巨

轮、中国航母辽宁舰模型，馆中收藏着众

多历史航海类珍宝，见证着航海的变迁

与发展。在科学之夜小舞台上，还会开

展水手绳结、旗语、洋流的故事等有趣的

科学秀表演，吸引观众对航海世界产生

兴趣。

科学之夜在7月25日-26日，特别为

亲子家庭开设科学导师课堂，中国南极昆

仑站首任站长、考察队领队与首席科学家

李院生等相继走进报告厅，带来了“极具

挑战的南极内陆冰盖考察”等五场次的真

实故事分享。

科学之夜夜场还安排了走进上海彩

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基地的活动。观众们

在这里看到各式深海装备模型与炫酷的

潜水器、深潜设备真机，欣赏珍贵的生物

标本和神秘的深海视频，跟随专业的科学

讲解一起进入全新的深海世界。

中国儿童白血病治愈率达80%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二期规划主要用于血液肿瘤治疗与研究

居处恭 执事敬 与人忠
浦江学堂首开经典七书研修班

浦图运动主题分馆举办“YUE享童年”

在绿茵场旁乐享亲子阅读

文化艺术展上还展出了征集来的民俗老物品。 □倪竹馨 摄

除了企鹅，南极还有什么
中国航海博物馆举办科学之夜专场活动

■本报记者 赵天予

缝纫机、机械钟、半导体收音机……

这些“老物件”是陪伴了许多老年人几十

年的“宝贝”。在周家渡街道上南十一村

的“家门口”服务项目——惠民小屋中，一

批拥有专业技能的志愿者，能够为这些

“宝贝”提供修缮服务，满足了居民的迫切

需求。

“这台钟是我们夫妻俩结婚的时候买

的，到现在已经近 40年了，以前弄堂里就

有修表师傅，但现在很难找到，幸好有惠

民小屋的服务，让它能够继续工作下去。”

退休居民吴老伯说。他手中捧着的机械

钟，经过惠民小屋志愿者的修理，已经重

新运作起来。

目前惠民小屋提供钟表维修、小家电

维修、缝纫修补、量血压、理发、法律咨询

以及花卉栽培咨询 7项服务。12名志愿

者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他们既有志愿服

务的意愿，又有好手艺。而这 7项服务项

目，则是根据广大居民的意向设立。随着

小区周边店铺减少，一些居民尤其是老年

居民的日常需求出现了缺口。为此，居民

区党总支推动居民自治骨干建立了惠民小

屋自治项目，以此来完善“家门口”服务。

惠民小屋启动 2年多来，已经服务了

1000余人次，它在为居民排忧解难的同

时，还成为了邻里感情交流的平台。“我们

会继续扩大惠民小屋的影响力，形成小区

精神文明建设的良性循环，为社区自治和

小区整体文明素质注入新活力。”居民区

相关负责人称。

惠民小屋满足老年居民需求

老物件家门口可以修了

阅读分享结束后，主办方还安排亲子手工活动。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摄

老厂房变身文化创意园
宣桥文艺展 展30年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