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饮食睡眠怎么样？”“吃过

药了吗？”今天 9时一开诊，长海医
院（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

化内科李兆申院士的义诊台前围满
了前来咨询的居民，李兆申在答疑

解惑的同时，将早期发现可以显著
?高癌症患者生存率、降低病死率

的理念科普给前来咨询的居民。

今年 4月 23日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海军成立 72周年纪念日，为庆

祝这个“蓝色生日”，长海医院选派
36个科室中临床经验丰富、德高望

重的院士、三级教授和医学专家及专
科护理团队近百余人，在鲁迅公园开

展百名军医大型健康义诊活动。
刘女士说，自己因工作繁忙抽

不出时间去杨浦长海医院就医，在

微信上看到长海医院专家在虹口有
义诊活动，就陪母亲来看病咨询。令

她惊喜的是，在得到专业健康指导

的同时，还把下次就诊的号约上了。

“真是太方便了！”她感叹。

“您是飞机上救人的医生吧。”
心血管内科的义诊台前排起了长长

的队伍，有位老先生认出了血液内
科主任杨建民。本月 10日，从贵阳

前往上海的飞机上有乘客昏迷，同
机的杨建民挺身而出实施救治。

长海医院院长钟海忠告诉记

者，军队后勤力量改革调整后，原
411医院整体划归长海医院领导管

理。目前，长海医院肿瘤科、中医肿
瘤科、中医妇科、康复医学科和介入

治疗科等 5个科室已整体搬迁至虹
口院区。“我院本部神经内外科、消

化内科、骨科等多个学科专家也会
定期在虹口院区坐诊，并开展相关

手术治疗，虹口百姓在家门口就可
以享受到长海专家的优质医疗服

务。” 本报记者 郜阳

院士领衔 百名军医义诊
长海医院健康福利惠及更多百姓

致 谢 董纯蕾
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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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门口
享受公益早教

“请爸爸妈妈带着宝宝，听着音
乐，骑起‘小马’。”昨天下午的早教

活动上，育儿指导站主管吴立群带
着 12组一大一小家庭一起玩起亲

子音乐游戏。一开始，“小龙猫”还有
点害羞，拽着妈妈的裤子不肯参与。

吴立群带着“小马”走到她面前，蹲

下来带领她摸了摸“小马”的头和身
体，鼓励她“骑”了上去。最后，“小龙

猫”和妈妈一起在音乐的带动下，快

乐地蹦蹦跳跳起来。

斜土路街道 19个居委会里，0
到 3?的上海小囡超过 1000人。昨

天是“小龙猫”第二次到社区参加公
益早教活动，用模具压面团、帮小草

浇水、攀爬滑梯等都是她最爱的活
动项目。“小龙猫”的妈妈说，在指导

站里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生活
化的活动项目让孩子对身边的事物

有了好奇心。

徐汇区斜土路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陈雷透露，未来，还将尝试在邻里

汇、商圈、书店等设置育儿指导点，
加强与斜土商圈的联动，打造儿童

友好型商圈，共建亲子公益商户联
盟，鼓励商户积极配送公益亲子课

程，惠及更多社区家庭。

专职社工
缓解家长焦虑
今天下午 1时 30分，杜晓俊也

带着 3?的女儿准时赶来。“我们是

这里的常客，基本每个月的活动都

会报名。”杜晓俊说，平时老人带的

多，以前女儿和他并不亲近。“但参
加了公益早教后，我发现女儿越来

越愿意和我们沟通了。陪玩过程中，
亲子感情增进了，大人还学到了科

学的育儿知识。”下半年小小杜就要
上幼儿园了，杜晓俊又有了新困惑：

入园适应怎么做。为此，吴立群和指

导员们近期特意策划组织了系列体
验活动，一方面通过游戏让小朋友

感知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另一
方面也为家长?供有针对性、可行

性的专业建议。“指导站的老师们真

的又专业又有经验。”杜晓俊说。

现在，斜土路街道 19个居委会

都已经建立了指导点。为了让周边居
民获得专业的育儿指导，社区特地配

了 10名专兼职指导员、19名负责居
民区育儿指导的社工，其中，2名专

职教师为街道专职社工，都是持幼教
资格证和育婴师资质“双证”上岗。

科学育儿
“走”进办公楼宇
记者了解到，未来，科学育儿指

导将利用午休等碎片时间，“走”进

办公楼宇、商业中心等场所，面向家
长开展专家咨询面对面、科学育儿

微讲座等；“进园区”“进场馆”，在年
轻父母集中的大学园区、科教园区、

产业园区、工业园区等场所开展活

动；推进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
技馆等场馆开展各类指导服务。

育儿指导还在主动走“进家
庭”。市卫健委推广使用的《上海市

母子健康手册》和《上海市 0-3 ?
婴幼儿家庭科学育儿指导手册》，

让儿童健康管理率达 99%以上。有
需求的特殊幼儿家庭还能享受到

入户指导。“育之有道”APP将陆续
推出备孕家庭、孕宝宝家庭关心的

孕期母子健康专题，并向上延伸到
6-8?的儿童家庭，关注亲子有效

互动和幼小衔接阶段良好习惯的
培养。 本报记者 马丹

幼有善育不断升级，打通“最后一公里”又有大招———

    今天，继续说说论文的事儿。

当钱伟长院士 19 年前的论
文 《宁波甬江大桥的大挠度非线

性设计计算问题》 因在参考文献
的标注中直言 “本文不必参考任

何文献”而成为“网红”时，另一篇
来自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 4年前

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因为令人泪目
的感性致谢而喜提“热搜”。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
的苦， 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

到你的面前，二十二载求学路，一
路风雨泥泞，许多不容易。 ”

“高中之前的主要经济来源

是夜里抓黄鳝、周末钓鱼、养小猪
崽和出租水牛。 ”

“这一路，信念很简单，把书
念下去，然后走出去……”

每到毕业季，论文里的花式致
谢总是热门话题。 有人文笔优美信

手拈来，有人自嘲“放飞”默默“加

戏”， 有人字斟句酌唯恐致谢名单
漏了谁，有人千言万语化作四个字

“感谢国家” ……却鲜少有论文答
谢，能把人写哭，写到人的心里去。

这些眼泪的名字，大概叫做“知识
改变命运”，叫做“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 如此高尚，又如此平凡。 多少

人在这个求学的故事中看到了自
己的奋斗，未来的方向，以及最初

的梦想。

和科技新闻打了多年交道，

我忍不住格外关心论文的具体课
题，以及后来的研究进度。 毕竟，

这是一篇题为 《人机交互式机器
翻译方法研究与实现》 的科研论

文， 致谢不过是装帧的一朵小礼
花。 毕竟，论文不是为写而写，既

然面向人工智能前沿领域， 便要
能解决实际科创问题， 助力我国

打造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

心。

意外“走红”的论文作者黄国

平，这两天在回应各方关切的公开
信中披露，现就职于腾讯人工智能

实验室。 由于科研工作繁忙，他婉
拒了媒体采访，只低调地交代了一

句“正继续博士期间确定的研究课

题，持续向目标靠近”。

这便是我所期待的最美好的
下文了。 黄国平在论文致谢中曾写
道：“我很喜欢人机交互式机器翻

译这个题目，但也仅仅开了个头。 ”

而现在， 他还在这条路上继续跋

涉。 他曾感慨：“家徒四壁，在煤油
灯下写作业或者读书都是晚上最

开心的事。 ”而现在，还有什么比面
对自己喜欢的课题不懈攻关更开

心的事吗？

这是最好的致谢！

    本报讯（记者 袁玮 特约通讯

员 龙钢）“阿姨，‘生活 e点通’上订

个米，我给你送来了。”今天上午，
送货员给家住东体育会路 401 弄

的毛霞芬老人送去了她在曲阳路
街道社区数字化生活服务平台“生

活 e点通”上订的大米。毛阿姨告
诉记者，“生活 e点通”平台太方便

了，有许多服务资源，订餐、维修、
家政什么都有，是我们社区居民身

边的“百宝箱”。记者从虹口区曲阳

路街道了解到，为了深入推进“两
网”建设，不断?升市民驿站等公

共服务能级，该街道开发打造智能
便捷的社区数字化生活服务平台

“生活 e点通”，依托平台赋能线下

资源，转型线上?供服务，为社区
各类人群?供精准化服务。

“生活 e 点通”平台主要由一
个平台、两个端、三个圈构建。一个

平台即以随申办市民云中的虹口
旗舰店和曲阳路街道旗舰分店为

依托，打造生活服务数字化管理平
台，?供对公共空间设施、社区生

活服务的统一运营管理。两个端是

移动端和服务端，移动端即手机端

随申办市民云 App 中曲阳路街道
旗舰店，面向全年龄段的手机用

户；服务端即市民驿站智能一体
机，主要针对老年人等对数字化操

作不便的特殊群体，探索解决老年
人“数字鸿沟”问题。三个圈是以社

区为中心，汇聚周边的生活设施网

点、社区生活服务以及社区管理服

务等资源，形成生活圈、服务圈和
管理圈等服务聚合体。

曲阳路街道负责人介绍说，“生
活 e点通”平台汇聚周边的公共服

务网点和社区生活服务资源，可覆
盖社区食堂、生活易购、家具维修、

文娱活动、医养结合、居家出行、代
办跑腿、便民服务等 8大类功能，为

居民?供个性化的服务推荐。

目前，虹口区正在全力推进适
老服务方式方法的数字化转型，?

供精准化服务。曲阳路街道率先在
市民驿站等公共场所放置“生活 e

点通”智能一体机，定制长者专版界
面，便于对手机操作不熟悉的老年

人使用。通过平台对特殊群体（如高

龄、孤老、低保等）作动态标签化管
理，在特殊群体预约服务时，自动匹

配优惠待遇,?供精准化服务方案，
如孤老、高龄独居等特殊老年人群

可享受慈善超市粮油商品送货上门
服务，低保家庭可享受相关服务打

折优惠。

曲阳路街道打造“数字无障碍”社区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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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徐汇区斜土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一楼的社区育儿指导站有近 300 平方米，
整个空间童趣十足，滑梯、绘本架、玩具一
应俱全，塑料的小桌子小椅子都是圆角设
计，让孩子们远离伤害。昨天下午，斜土街
道的社区小居民、三岁半的“小龙猫”丁宥
稀在这里享受了一次公益早教。

越来越多的“小龙猫”们正受惠于“幼
有善育”民心工程。近年来，上海市教委建
立起市区两级早教中心，还鼓励幼儿园积
极承担科学育儿指导任务，目前，900 多
个科学育儿指导站已经覆盖全市所有街
镇。记者从上海市教委了解到，下一阶段，
上海科学育儿指导服务将通过“进楼宇、
进园区、进场馆、进社区、进家庭”的“五
进”方式，打通育儿“最后一公里”，把从备
孕到幼小衔接的育儿资源送到更多家长
身边。

育儿站 专业指导持续送达身边

“生活 点通”为民精准服务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