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方翔

潘高峰）“我国有数千年文明史，历
代留存文物种类繁多，文物保护与

修复的工作量巨大。尤其是随着近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化产品生

产方式的多样化，近百年的文物也
开始进入大规模保护修复的范畴。

相形之下，目前文物修复领域发展

有限，专业工作者明显不足，无法胜
任浩瀚的修复任务。”民进上海市委

在提交今天开幕的市政协十三届三
次会议的一件集体提案中，呼吁加

快本市文物修复人才队伍建设，建
立健全文物修复专业科研机构，系

统提升文物修复专业研究水平。

具备修复资质仅4家
提案指出，截至 2018年底，上

海登记备案博物馆 131家，藏品

200余万件，等待修复的文物包括

青铜、陶瓷、漆木器皿，珍贵古籍图

书，历代名人书画作品等，数量多
到无法精确计数。与此同时，随着

现代文明快速发展，众多胶卷、照
片及近代书刊报纸等，也开始进入

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议程。“但目前
上海地区具备文物修复资质的机

构仅 4家，而真正具备文物修复技

术专业队伍的单位仅上海博物馆
和上海图书馆，专业员工分别为

15名和 10名，专业修复行业的人
员匮乏亟待解决。”

文物修复专业人员匮乏，存在
体制性因素。据提案介绍，经调研

发现，长期以来文博系统的现有管

理机制不利于专业人员队伍的健
康发展。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条例

中，主要关注员工的学术性成果，
而对专业技能的评定则相对轻视，

缺少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导致从
事文物修复的青年员工对职业前

景感到迷茫，失去了钻研业务的主

动性。随着资深员工逐年退休，专
业技能出现整体水平下降的趋势，

专业人员流动性也比较大。

拟授高级技师职称
提案建议建立健全文物修复专

业科研机构，系统提升文物修复专业

研究水平。在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

馆和若干高校院系，组建或联合组
建文物修复专业科研机构，整体规

划文物修复专业科研活动。吸收消
化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服务于当

代文物修复工艺和方法的新发展。
对现有体制内的专业工作者，

应根据实际工作能力，授予高级技

师或工艺师的专业职称，制定与教
学科研人员区分的独立评价体系，

在基本薪酬等方面与具备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的科研人员享有同等

待遇。对年轻的从业人员，也要重点

关注个体修复技艺的水平的提高，

按照技艺能力给予职称和薪酬，纠
正“一篇论文定终身”的偏颇。

提案还建议，建立全市文物修
复工作的数字化信息交流平台，提

升专业管理能力。在有资质的文物
修复机构之外，社会上还有相当

数量具有专业技艺的人才，他们

也从事着市场化文物修复服务，
尽管专业技能与水平参差不齐，

但大部分是有着专业兴趣的文物
修复爱好者，若能将这一群体能量

有效地聚集起来，也能缓解当下文
物修复工作量浩瀚的困窘。

文物专业修复师上海仅25人

20多位市政协委员联名呼吁方便特殊老年群体出行

进一步加强院前急救体系建设

民进上海市委提案建议加快申城文物修复人才队伍建设

    今天上午 8时 20分，

政协委员陆续抵达世博中
心会场，不少委员选择乘

坐绿色公交班车，他们以
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出行”

的理念。

本报记者 张龙 江跃中
潘高峰 方翔 摄影报道

政协委员
绿色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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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上接第 1版） 董云虎说，2020 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上海基本

建成“四个中心”、形成科创中心
基本框架的最后一年，全面推进

三项新的重大任务的关键之年。
按照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的“四个

更进一步”要求，市政协要突出

“主”“总”“融”作用，落实党组管
党治党主体责任，强化抓总管总

领导责任，推动党的工作与履职
工作融为一体，以强化党的领导

确保政协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
要下足“专”“实”“新”功夫，聚焦

专责主业，察实情谋实策求实效，
求新创新出新，以强化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彰显协商民主的制度优
势；要做好“引”“聚”“联”文章，加

强思想政治引领，面向社会广聚

共识，做好团结联谊工作，以强化
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彰显政协制度

的国家治理效能；要坚持“责”
“权”“能”统一，强化委员政治责

任、履职责任、社会责任，主动为
委员担当好责任赋权赋能，以强

化责任担当打造新时代高素质委

员队伍；要坚持“立”“改”“废”并
举，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以强化制

度建设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
展，狠抓落实、善作善成，更好肩

负起新时代人民政协新使命，切
实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助力“把事干成”，交出“政协
答卷”，为奋力创造新时代上海发

展新奇迹作出应有贡献。
受政协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

会常委会委托，黄震向大会报告市

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以来的提案
工作情况。

应邀出席大会的市领导还有：
于绍良、郑钢淼、陈寅、吴清、翁祖

亮、周慧琳、诸葛宇杰、凌希，徐泽
洲、沙海林、蔡威、高小玫、肖贵玉、

莫负春，许昆林、彭沉雷、陈群、龚

道安、宗明。
杨雄、吴志明，刘晓云、张本

才，黄德华、马永生、王鹏，老领导
叶公琦、陈铁迪、王力平、龚学平、

蒋以任、刘云耕、冯国勤、罗世谦等
也应邀出席大会。在沪十三届全国

政协委员应邀列席会议。
本市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各有

关方面代表，各国驻沪领事机构官
员应邀参加会议。

    垃圾里面出新闻。 昨天，本报

用 4个版的篇幅刊登了记者关于
干湿垃圾的调查报告， 从人们熟

视无睹的现象中提出了垃圾减量
的新难题：层层包装怎么破？ 包装

减量瓶颈在哪儿？ 湿垃圾源头大
户怎么“管”？ 今天，上海进入“两

会时间”， 这迫在眉睫的一个个

“垃圾难题”， 等待着代表委员和

市民共同破解。

“史上最严垃圾条例”在上海
实施已有半年多了， 垃圾分类逐

渐深入人心， 成为市民百姓的自
觉行动。 但是，由于上海是一座有

2400 多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型城
市， 垃圾减量依然是困扰我们的

一大难题。

一支护手霜五层包装；三两茶
叶包好变三斤； 一只牛蛙杀好减重

一半；一碗蚕豆两袋壳；一份外卖
餐盒塞满桶；快递纸箱泡沫塑料堆

积成山……连日来，本报采访团队
深入菜场、超市、小区调查，采访业

内专家、技术大咖，记录下一个个

鲜活的镜头、 一条条真实的数据和
一个个鲜明的观点。这份接着地气、

冒着热气的新闻调查，列出的垃圾
减量中亟待破解的难点和瓶颈，

很有价值。

这些垃圾， 有的是人为 “增
肥”，如商品包装、快递包装、外卖

餐盒，年年都在增长；有的是自然
“减重”，如生鲜食品，因为“吃新

鲜”的习惯和蔬菜水果易腐烂的特
点，导致湿垃圾也越来越多。 无论

是“增肥”的还是“减重”的，最后都

成为需要处理的废弃物。而在处理
环节中， 无论是干垃圾的循环利

用，还是湿垃圾的就地减量，依然
还是一个“痛点”。

近多年来，“垃圾分类”都是上
海两会的热词。每年，代表、委员都

会结合自己的调查研究和专业背
景， 在会场上就这个问题建言献

策，碰撞出火花。 正是在连续几年
吸取大量代表委员真知灼见的基

础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在去年的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二次

会议上通过。今年的市十五届人大
三次会议上，提高生活垃圾全程分

类工作也将作为六个专题审议议
题之一， 由代表们进行集中审议，

本报新媒体将全程直播。

垃圾问题事关城市未来，事关

美好生活。垃圾减量的一个个问号，

能否拉直？ 让我们期待两会声音。

“垃圾问号”期待两会声音
邵 宁

增！

思想众筹

增！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方翔

潘高峰）随着市民平均寿命延长，

患病和行动不便的老年群体越来
越庞大，特殊老年群体出行难问

题也越来越突出。凤懋伦、李红
等 20 多位市政协委员在两件联

名提案中，呼吁进一步加强院前
急救体系建设，在“十四五”期间

实现非急救转运业务的独立运

营，专门配置人与车及设备等，以
服务有需求的老年人和其他市

民；对上海出租车进行市场细分，
将无障碍多功能出租车单独划为

特殊用途一类，明确其服务老年
人、残疾人等特性，与一般出租车

相区别。

非急救转运车
“上海开通‘962120’预约服

务电话和微信预约客户端 , 试运

营非急救业务，解决了老百姓、特
别是老年病人的急难愁问题。短短

一年多时间，业务量已经达到每天
约 200车次，20到 30组人员基本

上是满负荷运转，常常供不应求。”

凤懋伦、李红委员等认为，要改善这
一状况，首先要进一步完善非急救

转运业务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在继
续院前急救体系内部建立相对独立

的非急救业务模式运营的前提下，
针对非急救业务的特点，通过完善

急救中心人员结构、分类配置的方

法，面向社会招聘具有医护中专及

以上学历的人员，包括因年龄从应
急救援系统退出的人员等，作为

非急救转运车辆随车救护员，缓
解人手紧张的矛盾，增加非急救

转运的出车量；另一方面，结合新
一轮五年规划的制定，在“十四

五”期间实现非急救转运业务的
独立运营，成为上海市急救中心

的一个独立业务板块，专门配置人
与车及设备等。

还要进一步加强以吸引和稳定

人员、鼓励和促进人员成才为主的
新一轮院前急救体系建设，增设一

线急救医生和救护员等的特殊岗位
补贴，相应提高薪酬收入；打通高年

资急救医生转岗社区全科医生、大

年龄随车救护员转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医辅人员的职业发展通道。

无障碍出租车
在另一件提案中，政协委员的

目光移向了出租车。尽管上海已经

形成十分便捷的公共交通网络，但
毕竟不是点对点的服务，而且在满

足特殊人群需要的服务方面还有
不足，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患

病的、年事较高腿脚不便的，特别

是要依靠轮椅出门的老年群体，去
医院看病、出院回家时，还有出门

走亲访友、踏青观光等日常老年生
活所需要的出行，都得依靠无障碍

多功能出租车。

但全市仅有 200 辆无障碍多
功能出租车，主要用于满足市残

联注册的全市 3.1 万名下肢重度
残疾人士服务需求，与患病的、年

事较高腿脚不便的，特别是要依
靠轮椅出门的特殊老年群体基本

无缘。

委员建议将无障碍多功能出
租车单独划为特殊用途一类，明确

其服务老年人、残疾人等的特性，
以利于分类管理和给予相应的鼓

励政策；扩大无障碍多功能出租车
的服务对象和服务范围，扩及行动

不便的有需求老年人和其他残疾
人及其他有类似需求的市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