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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和民警一起排摸辖区内的电竞酒店。 □浦东检察院 供图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王畅

“整改至今我们没有再接纳未成年人

入住，还在入口处的显著位置悬挂了未成

年人禁入标志。”最近，浦东新区检察院未

成年人检察部门的“紫丁香”团队检察官

再次约谈了某电竞酒店的经营者，重申合

法营业的必要性，倡议经营者多多关注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经过检察官的释法说

理，经营者表示愿意为曾经接纳未成年人

入住造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进行公

开赔礼道歉，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事实

上，这只是“紫丁香”团队检察官会同公安

机关摸排的多家电竞酒店之一。

检察官为何“盯”上电竞酒店？还要

从这种能吸引未成年人的“网吧替代品”

说起。

近年来，以“电竞+住宿”为卖点的电

竞酒店发展迅速，颇受年轻人青睐。传统

网吧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一些电竞酒店

却以提供上网服务、电竞游戏等为营销噱

头，接待未成年人入住，于是逐渐变成了

逃避监管的“网吧替代品”。

作为拥有双重行业性质的新业态，电

竞酒店存在一定的监管盲区，网吧的准入

年龄为 18 周岁，而旅馆的准入年龄为 16
周岁，电竞酒店成了一些已满 16 周岁未

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彻夜不归的“隐秘

角落”。

“这里经常有很多不良少年留宿，乌烟

瘴气的，已经快成‘坏孩子聚集地’了！”浦

东新区一家电竞酒店周边的居民反映，这

家酒店频繁有未成年人出入。浦东检察院

未检紫丁香团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线

索，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督促其开展调查。

经过走访调查，“紫丁香”团队检察官

发现，在今年 1月至 2月期间，短短 2个月

内该电竞酒店先后接纳过 8 名未成年人

住宿、打游戏，其中有个别未成年人不止

入住一次。很多酒店“挂羊头卖狗肉”，以

电竞为名变相经营网吧业务。而根据相

关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是不允

许接待未成年人进入的。

检察官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一家独

有，不少电竞酒店对未成年人入住“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今年 1 月，经对辖区内

多家电竞酒店突击检查发现，为了牟利，

接纳未成年人入住打游戏已经成了电竞

酒店的“默契”，甚至还存在未成年人与成

年人混住的乱象。这样的经营现状已经

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行业整

治刻不容缓。

2022年 2月，浦东新区检察院就电竞

酒店相关问题向公安机关制发了检察建

议，不仅得到了高度重视，还引起了文旅

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的关注。公安机关在

回函中表明，已按检察建议的内容要求电

竞酒店积极整改，不得以电竞为名吸引未

成年人入住，绕开行政监管变相从事网吧

业务；同时，对全区所有电竞业务的单位

进行了排摸整治。而相关经营者也表示，

再未接纳过未成年人入住，并在显著位置

悬挂了未成年人禁入标志。

目前，在浦东检察院的积极推动下，

区文旅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公安分局等

职能部门正就电竞酒店的专项治理、备案

管理等工作商讨出台相关办法，不断完善

电竞酒店的管理机制。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处理涉及

未成年人事项，应当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

人的原则。因此，当电竞酒店的不规范经

营侵害不特定未成年人权益之时，我们作

为检察机关，应当联合相关部门，针对这种

新业态，推动形成更加健全的监督机制，不

能让电竞酒店成为监管盲区。”浦东检察院

未成年人检察部门负责人介绍，“紫丁香”

团队自成立以来，已牵头多个部门联合出

台了相关执法规范，融合发力，共建关爱未

成年人的长效机制，为未成年人营造积极

健康的成长环境。

■本报记者 曹之光

上海浦东滨江 22 公里公共空间是

打造黄浦江“世界会客厅”和“一江一

河”文旅新空间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浦

东旅游打造“千万级”流量入口的主入

口，也是浦东引领区建设中的重要旅游

名片。

当游客来到浦东滨江陆家嘴段南

侧，便能邂逅一条 1.2公里长的“城市文

化艺术项链”。串“珠”成“链”的，既有

大“钻石”——2016年底成立、展示中外

艺术的艺仓美术馆；还有十余颗“小宝

石”——容纳不同业态空间的“艺仓水

岸”廊桥。而两者的前身，是老白渡码

头煤仓与相连的高架运煤廊道。

在成立六周年之际，艺仓美术馆以

打造 1.2公里无边界艺术江岸舞台为目

标，推出“码头计划”。11 月 26、27 日，

“码头计划”下的首个公共艺术项目

“Hello”项目正式开启，邀请“琴侠”周朝

呈现精彩演出。“码头计划”动静皆宜，

同期还有多个展览在廊桥等公共空间

呈现。

以陆家嘴摩天大厦为“布景”，以江

风汽笛为“伴奏”，11 月 26 日下午，“琴

侠”周朝的音乐会在“艺仓水岸”廊桥天

台上演。周朝的吉他琴声里混合着布鲁

斯、西塔琴的感觉，同时又不失古琴的韵

味，为“洋乐器”开辟了更多元的中国式

表达。11月 27日晚，周朝的音乐会移师

至美术馆 1层大厅。当音乐在美术馆保

留下来的巨大煤斗下响起，一种粗犷的

质感带给听众更大的艺术共鸣。

音乐会舞台之上，在艺仓美术馆 2
至 4层，艺术家简明在中国大陆的首个

大型美术馆个展“无尽之旋”正在热

展。在近百件参展作品中，深度呈现艺

术家二十余年艺术生涯中的创作与思

考，包括大型绘画、雕塑、动画、版画、手

稿以及色彩研究，和多件艺术家速写

本。重要作品包括首次公开的 5幅艺术

家最新创作，3 件在中国大陆首次展出

的巨幅绘画，6座大型雕塑，以及一系列

展现艺术家创作过程的纪录式资料。

而在“艺仓水岸”之中，“码头计划”还

呈现了青年艺术家余若婕的个展“在派对

的褶皱里假寐一会”。展览展出余若婕新

创作的系列作品《重复派对》与《泡沫假

寐》，以综合材料绘画、静态影像、灯光装

置等多元形式，呈现其对“不确定性”“模

糊性”“流动性”的探索和思考。

6年来，“煤仓”变“艺仓”，“煤岸”变

“艺岸”，艺仓美术馆的建筑群落，不仅

整体保留了工业遗存的原有组合逻辑，

也为浦东滨江输送了更多的人气与文

气，助力“工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

“潮来潮往，海纳百川。艺仓美术馆建

于黄浦江之畔，伴随着潮声船鸣，我们

时刻思考想象着艺术与美术馆的边界

和真实。”艺仓美术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未来，“码头计划”将不定期地邀请艺

术家在美术馆的天台与廊桥等公共区

域，采用声音、身体、音乐、行为及装置

等艺术语言，“向世界打招呼，发出我们

的声音与问候。”

本报讯（记者 符佳）近日，长三角民

办高校教学发展联盟产教融合研讨会在上

海建桥学院举行。来自各地的民办高校和

专家聚焦“产教融合：机制创新与协同育

人”这一主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校际

交流的形式，共同探讨产教融合新生态、协

同育人新机制等热门话题。

本次研讨会由长三角民办高校教学发

展联盟主办、上海建桥学院承办。中国民

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聚焦如何推动教师教

育水平提高和提升高校运营能力，提出建

议。他表示，要以研究引领教育，积极引进

行业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结合企业技术和

资金优势，以产业技术的创新需求，指导高

校科研攻关与课程开发；要以科技创新教

学，积极响应智慧教育发展和高等教育数

字化战略的需要，推动智能时代教学变革

与教师素质素养提升；要以产业服务反哺

教育，以现代产业学院为依托，以组织创新

为抓手，提高教育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目

标的契合度。

国家新型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上

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李萌研究员分享

了“数字时代深化产教融合、培养产业人才

的新思考”，提出不仅要加强新型产业人才

需求预测与引导、深化产教融合和产训结

合、增加产业人才培养供给，还要创建新型

产教融合发展区域生态系统、健全新型技

术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加强数字技能培训，

持续提高产业人才技术技能水平。

上海建桥学院副校长杨俊和教授介绍

了学校在产教融合方面的探索。他表示，

现代产业学院是实现深度产教融合育人的

模式之一。政府具有政策资源的导向优

势，企业具有先进设备、技术研发和产品生

产的市场化优势，高校具有教育性和公益

性优势。现代产业学院整合协同不同主体

的资源要素形成综合育人优势，实现产教

深度融合，同时吸纳整合行业规范、企业精

神、创造文化等资源要素，将之深度嵌入到

人才培养全过程。无独有偶，天津大学潘

海生教授在谈到如何推动产业学院的发展

时，提出要发挥龙头企业对产业学院的促

进发展，要完善相应的治理机制，要通过创

新模式，不断优化专业教学体系，完善人才

培养模式。

上海建桥学院校长朱瑞庭在论坛上透

露，学校将以校园扩容为契机，稳步推进产

教融合生态示范园的开发建设，争取在“十

四五”期间建成代表国内一流水平的产教

融合示范园、样板区、标杆校，为临港新片

区国家产教融合核心区建设，为上海乃至

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应用

技术型人才。

■本报记者 符佳

一所学校，对一个人的影响多大？上

海市川沙中学的很多毕业生，以回母校任

教的实际行动作出回答：“母校对我们的影

响是一辈子的！”

11月26日，上海市川沙中学喜迎建校

80周年。通过线上云端和线下参与相结

合的方式，4万多名川中毕业生和教师共

庆母校华诞。

当日，由川中教师创作、川中师生参演

的微电影《赓续》首映。它讲述了学校从

1942年建校到2021年新校区落成，校训精

神历久弥新、“友仁”初心始终赓续的故

事。“孩子总会长大，港湾始终守候。”川中

师生代表以一首原创编排的诗朗诵《岁月

光华 未来》，饱含深情地回忆了在校园里

成长的幸福瞬间，也激活了属于川中人的

美好记忆。

在活动中，一个与川中特别有缘的学

生家庭走上了舞台。2022级高一新生汪

至诚全家四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川

沙中学校友。他的曾外祖父庄德兴 1946
年毕业于川中，是首届毕业生；他的外祖

母、父亲、母亲也都就读于川中。不仅如

此，他的曾外祖父、父母在学成后，先后回

到母校担任数学、化学和政治老师。

“回到母校任教是很多川中学生的选

择。从学生到老师，川中的‘友仁’精神就

在这样一轮轮的身份转变中薪火相传。”川

沙中学校长王珏介绍，川中八十载执着追

寻的历程，镌刻下了一条矢志教育的信念，

铸就成了一句执着求索的誓言，也擦亮了

一张教育改革的名片。目前该校教师中有

近三分之一毕业于本校，校园里还出现过

四代人同时在校任职的杏坛佳话。

无论毕业多久，母校始终是一代代师

生心中温暖的港湾。“在川沙中学的培养

下，戴彪成长为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一直有

一个回馈母校的梦想。”当日，川沙中学“戴

彪奖学金”的设立者——戴彪先生的夫人

李姝丽女士，现场讲述了这份奖学金背后

的故事。1984年，戴彪从川中毕业，以优

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后在多个知名企业

担任要职。李姝丽坦言，在丈夫的母校设

立奖学金，不仅是纪念戴彪、圆爱人回馈母

校之梦，也是为了激励更多同学成为“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才。

“昨天的故事由前辈们铺陈，今天的辉

煌将由我们续写！”王珏鼓励川中人抓住学

校迁入新校区的发展契机，借力浦东打造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示范区的发展良机，在

新的起点上，赓续“友仁”精神，写好百年树

人的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严悦）近日，上海首

个孔子学堂在南汇新城镇挂牌。

此次揭牌的孔子学堂位于南汇新城

镇山兰路478号三楼。

据悉，孔子学堂以优秀传统文化进

校园为抓手，并与临港新片区的学校共

建。

“临港这片热土更加需要优秀传统

文化的滋养和浸润。临港周边几十所

中、小学校是我们进校园的首选，能起到

引领和示范作用。”临港孔子学堂相关负

责人表示：“让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

社区、进家庭，我们以共建的方式，让更

多的人了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讯（记者 张敏）日前，一男

子在临港赶海赏日出，因与女友视频

通话未发现涨潮，最终被困礁石。所

幸救援及时，男子安全脱离险境。

11 月 25 日 8 时 57 分，浦东新区

消防救援支队滴水湖消防救援站接

到报警，靠近海基五路海边有一名男

子因涨潮被困礁石。消防救援人员

立刻出动。前往途中，救援队员与报

警人联系，了解到现场涨潮迅猛，情

况十分紧急。

原来该男子一早赶海观赏日出，

在礁石上与女友视频通话，没有发现

涨潮，等察觉时已经风急浪高无法回

到岸边。救援队员赶到现场发现，男

子所困礁石距离岸边 300 米。随着

时间推移，浪潮越涨越高。救援人员

当即分为两个救援小组。一组携带

水域救援机器人通过远程遥控接近

被困人员。另一组沿岸边防汛石行

进至距被困人员最近距离，尝试利用

浆板接近被困人员。其余人员配合

做好舟艇救援准备。

由于水流湍急，浆板行进困难，

与此同时橡皮艇已搬运至海面，救援

人员立即发动舷外机前往被困处进

行救援。经过一路颠簸，橡皮艇到达

礁石，救援人员为被困男子穿戴好个

人防护装备后载他返回岸边，男子成

功获救。

本报讯（记者 刘雅雯）11月20日，

30余位观众在上海社会科学馆观摩纪

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聆听创

作团队背后的故事，并与导演团队互动

交流。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唯一一个既

加入了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

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跟随纪

录片镜头，优美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众多

珍稀动植物映入眼帘，充分展现了作为

“世界生物之窗”“鸟的天堂、蛇的王国、

昆虫的世界”“研究亚洲两栖爬行动物的

钥匙”的武夷山国家公园面貌。在互动

提问环节，观众与导演团队面对面、近距

离沟通交流影片背后的故事，深刻体会

到野外拍摄的艰苦和拍摄者的坚持不

懈，了解了镜头背后的汗水与艰辛。

上海社会科学馆位于上海图书馆东

馆六楼，此次观影是该馆“文化视界”品

牌的纪录片展映季活动。今后，上海社

会科学馆还将开展大师体验课，聚焦重

点纪录片项目首映、点映、展映，主题文

化展览，创意文化分享和高雅艺术鉴赏

等内容，开展丰富多彩、社会公众喜闻乐

见的主题活动，让优质文化资源切实惠

及社会大众。

浦东检察院加强未成年人“隐秘角落”监管

电竞酒店不得接纳未成年人入住

艺仓美术馆推出“码头计划”

邂逅一条1.2公里长的“城市文化艺术项链”

男子赏日出被困礁石
救援人员紧急救助

上海社会科学馆举办纪录片展映季

上海首个孔子学堂在南汇新城镇挂牌

机制创新和协同育人怎么做？
长三角民办高校共话产教融合新生态

一家四代人成校友，三分之一教师为本校毕业

川沙中学迎来80华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