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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今年上半年饱和出光，二期将新建16条光束线站

本土原创音乐剧努力开拓市场

上海光源“辐射”服务2000个研究组

能在餐厅驻演
也能登上大舞台

黄海华

在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版图”中，
上海光源不仅以同步辐射光穿透微观分子世
界，支撑科学家在前沿领域取得突破，跻身世界
高性能同步辐射装置“第一方阵”，更以另一种
“辐射”服务了国内外 2000 多个研究组，成为建
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一个放大器。
记者日前获悉，位于上海光源园区的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上海光源线
站工程（上海光源二期）、我国首台软 X 射线自
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与活细胞结构和功能成
像平台等已于去年 11 月开工建设，2014 年底
开工建设的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将
于今年上半年饱和出光。

开启一扇通往微观世界的窗
利用同步辐射光做实验有什么特别之处
呢？记者在上海光源的一个实验站里目睹了给
一只大鼠做血管造影的过程。来自上海交通大
学的这支团队，在 3 天前给这只大鼠做过中风
模型， 想在给药前记录下大鼠的基础状态。从
显示屏里可以清晰看到，大鼠的血管里有一段
“梗阻”，这正是中风后的一个迹象。实验人员
告诉记者， 大鼠的血管直径约为 300 微米，毛

钼靶、超声和磁共振

女性乳腺体检该咋选
本报讯 （记者 黄杨子）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日益提高，女性健康成为关注热点。记者日前
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悉，乳腺癌已经成为
对中国女性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 对于这一
在越发达地区发病率越高的疾病， 究竟该如
何早诊早治？对于女性而言，如何选择正确适
宜的体检方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
医院放射科主任汪登斌提供了建议。
钼靶、超声与磁共振成为目前重要的常规
影像学检查手段。钼靶对乳腺的微小钙化比较
敏感，可发现的最小肿块仅 2 至 3 毫米，对于
无症状或触摸不到的肿瘤有较好的诊断效率。
汪登斌介绍：“但它也存在一些缺点，因为钼靶
检查需要压扁透视， 如果患者乳腺腺体丰富，
腺体可能会与病变重叠，难以辨别；如果乳腺
体积偏小且肿块靠近胸壁，则无法进入透视范
围，导致漏诊。”他提醒，钼靶有一定的放射性，
不适宜频繁检查， 因此建议 35 周岁及以上的
女性进行钼靶检查，并辅助超声手段。
超声检查对于乳腺内已经形成的肿块更
敏感，但对钙化不明显。从优势上来看，它没有
放射性，可以根据需要反复检查并清楚分辨层
次，大致判断肿瘤是否恶性，也可以观察腋窝
和锁骨上的淋巴结是否有转移。
磁共振检查的最大特点在于阴性检出率
接近 100%，“它检出浸润性乳腺癌的敏感性大
大高于钼靶和超声， 可发现双侧多病灶的肿
瘤。”据了解，欧美建议 30 周岁以上的高危人
群接受磁共振筛查，在中国，更多用于肿瘤患
者良性恶性的鉴别诊断、已知恶性肿瘤患者的
术前评估、术后疗效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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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2016 年一项用户成果入选美国化学会 “十
大科研成果”，另一项用户成果荣获 2016 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随着我国一些大企业从模仿制造转向自
主研发和创新，上海光源也为企业创新提供技
术支持， 已有 51 家企业利用上海光源进行技
术开发，其中生物医药类约占了一半。

打造先进的光子科学设施集群
“2016 年是上海光源成果产出最多的一
年。 不管是从用户数量还是装置性能来说，上
海光源不仅领跑全国，同时也处于国际上同类
装置的‘第一方阵’。”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
究所所长赵振堂说。
这一年，上海光源仅首批 7 条线站的用户
就发表了 SCI 文章 766 篇，其中在《科学》《自
然》《细胞》三种国际顶级刊物发表 13 篇。不论
是产出的论文总数还是重要成果数量，上海光
源首批线站均为国际同类线站最高。上海光源
17U 站解析的蛋白质结构数已连续 4 年在全
球 130 多个生物大分子线站中名列第一。
正在建设的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
置有了重大进展。2016 年 12 月 30 日， 该装置
通过调试观测到了 X 射线辐射，预计今年上半
年实现饱和出光，并在 10 月进行验收。
未来的上海光源还有哪些值得期待？赵振
堂介绍，2016 年 11 月 20 日， 上海光源线站工

程、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活细胞
结构和功能成像平台正式开工建设。这些项目
在 2019 年建成后， 加上超强超短激光用户装
置，张江地区将成为全球种类最多、综合能力
最强的光子大科学设施集聚地之一。
上海光源现有 13 条光束线站投入运行，2
条即将试运行，上海光源二期的目标是在原有
装置基础上新建 16 条光束线站， 全面提升上
海光源的实验研究能力。预计到 2020 年，上海
光源将有近 40 条线站建成并向用户开放，届
时每年将有近万名科研工作者利用装置开展
前沿和应用研究。
软 X 射线波长有着极为丰富的科学应用，
它有一个重要的波段被称为“水窗”，可以在很
好的对比度下观测活体细胞和生物样品，是目
前唯一可以对生物活体细胞进行无损伤三维
全息成像和显微成像的第四代光源。在建的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将把直线加速
器能量提升至 1.5GeV，比现有试验装置的能量
提高近一倍，并同步建设 2 条波荡器线和 5 个
实验站，预计 2019 年向用户开放。
此外，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已列入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十三五”建设规划。利
用波长为 1 埃的超高亮度、飞秒级超快脉冲和
相干特性，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将可以高效
率地获得各种材料在原子水平的高清晰度显
微图像。

青浦清河湾教育实验园区开启“招培聘”联动新模式

新聘教师上岗之前先支教
■本报记者

许沁

3 月5日，30多位青浦清河湾教育
实验园区新招录的见习教师， 奔赴江
西上饶广丰区进行为期3周的支教锻
炼。新教师们将深入当地6所初中和小
学，从师德修养、专业技能等方面进行
跟岗实践和体验历练。如何好中选优，
又在优中选择更为合适的优秀教育人
才？ 青浦清河湾教育实验园区在新教
师“招培聘”的过程中，创新性地开启
了师资培训储备的“青浦模式”。

支教更要做好专业准备
罗桂枝是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声乐专业 2017 年硕士毕业生，曾
在学校开过个人独唱音乐会，在全国
声乐比赛中多次获奖。90 后的小罗生长在安
徽芜湖的小乡村，10 多年前父母来沪打工。
“如果不是好心人赞助本科、硕士学费，我很
可能在老家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小罗说，
之所以选择教师职业，是发自内心地想回报
社会，感恩他人。因为有着相似经历，支教中
小罗更能体会贫困乡村孩子的心情。“有些
孩子看似调皮捣蛋，但当你与之相处一段时
间后就能理解， 他们因为父母外出打工，有
意想引起他人注意，希望获得关心。”
“支教不止要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更
需要专业准备。”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小
学教育专业应届毕业生顾心怡透露，大学期
间，她曾赴新西兰参与当地小学数学教育的
交流项目。支教前，她对上饶广丰区的教材
进行了研究，对教学做了充分的准备。
一套《红楼梦》书籍，还有运动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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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细血管只有 10 到 30 微米，医院设备的精度一
般为 50 至 100 微米， 而上海光源探测器对于
活体动物的分辨率可以达到 6.5 微米 （约为头
发丝直径的十分之一）， 所以不仅可以清晰观
察到毛细血管，也可以看出给药前后的一些细
微变化。
正是因为打开了一扇通往微观世界的窗
口，上海光源已成为多个学科领域前沿研究不
可或缺的实验平台。2016 年， 中科院微生物研
究所高福课题组通过上海光源从分子水平阐
释了一种新的病毒膜融合激发机制，成为近年
来国际病毒学领域一大突破。该研究加深了人
们对埃博拉病毒入侵机制的认识，为应对疫情
及防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还记得去年年底那只“琥珀里的亿年古
鸟”吗？这是人类首次一睹恐龙时代古鸟类
的真实面目，给古生物学界带来了强烈的震
动。科学家们正是利用上海光源拍下了琥珀
样品的光学照片以及样品骨骼的显微 CT 重
构图。
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建
华介绍，上海光源自 2009 年 5 月开始试运行，
截至 2016 年底， 已执行通过专家评审的课题
申请 8638 个， 累计为用户提供实验机时超过
22.9 万小时，用户遍布全国 422 家单位，涵盖
结构生物学、凝聚态物理、化学、化工、材料科
学、能源、环境、医学和药学等十几个学科领

支教老师给当地孩子讲故事。
巾 …… 3 0 多位 见 习 教 师 的 支 教 行 囊 中 还
带 上 了 帮 助 当 地 孩 子 完 成 的 100 个 小 心
愿。不同于以往传统献爱心活动，通过谈心
理解、开设社团，支教老师不仅与学生拉近
距离，回上海后还将长期结对，通过书信完
成乡村孩子的梦想。
“优秀的年轻教师不只是教书匠，还应具
备优秀的品格、 良好的综合素质和扎实的教
育教学基本功。”在清河湾教育实验园区理事
长陆文一看来，上岗前先支教，是青浦新教师
“招培聘”改革和教师培养的一大创举。

开启“青浦模式”好中选优
清河湾教育实验园区由青浦区教育局、
上海市教育学会、青浦工业园区、葛洲坝上
海公司四方合建， 是为数不多的大企业、大
社区、大社会多元参与、合力办学的创新项

目之一。办学模式创新是吸引优秀人才
的关键因素之一。
去年 11 月， 园区委托上海市教育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负责新教师招聘与
培训，吸引了不少应聘者。经历 4 个月，
园区教师招募项目不仅创新了新教师
招录、岗前培训的工作链，还探索新教
师入职新来源和新途径，初建了新教师
入职定向化和定制化模式。根据来源创
新要求，招录中重点开发了“未来教师
储备和培养计划”源头，物色优秀合适
的“种子学员”，力求在知名高校中觅得
好苗。参与“种子计划”项目的交大物理
学硕士生蔡增艳之前在闵行中学跟岗实
习，在与高中老师学习交流中，她收获很
大。小蔡说，动手能力和发散性思维强的
个人优势能激发带动孩子们的创新精
神。交大生物系硕士生李卫松感到，学校提供了
最好的区教研学科带头人带教， 令他认识到教
育不仅仅是解题，更要做一名“育人”的老师。
招聘环节不但设计周密，还融入了“培训学
习”的理念。笔试中，注重考察新教师职业基础
知识与综合素质；2 轮面试中，考查新教师教学
设计与实施的基本能力、 综合能力和发展潜能
评估；在先期清河湾学校体验活动中，重在培养
并观察新教师基本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最终
甄选了 48 名拟录用教师正式签约。这些老师来
自复旦、上海交大、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等院校。
招聘、培训、录用一体化，为新教师金秋正
式上岗打下基础， 也为青浦今后教师培训和储
备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在青浦区教育局党委
书记孙卫看来，新教师上岗前先支教，有助于师
德的养成， 高起点、 多角度的招募遴选优秀人
才，将吸引更多优秀教师人才从业。

音乐剧《因味爱，所以爱》剧照。

（资料）

■本报记者 吴桐
上海文化广场的“原创华语音乐剧展演季”
此前已经办了 5 年， 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
一直有个遗憾：上海本土创作太少。今年的情况
有所改变，入围的 7 部戏，上海原创占了 3 部，
其中，《因味爱，所以爱》和《律·诗——
—雷经天》
两部作品都由民营音乐剧公司缪时文化出品。3
月 16 日—19 日， 两部戏将在上海文化广场各
演两场，呈现上海本土原创音乐剧的活力。
《因味爱， 所以爱》 的故事发生在一家叫做
“音味爱”的餐厅里，餐厅老板娘与一个歌手经由
一道卤肉饭和一首歌相遇相知。 这部戏2015年
在上海ET聚场首演，迄今已在剧场演了近30场。
为了让《因味爱，所以爱》继续演下去，去
年，音乐总监张志林与朋友合伙开了全国首家
音乐剧主题餐厅，名字就叫“音味爱”。观众买
一张门票，就可以进入餐厅，边吃自助餐，边看
这部与美食有关的音乐剧。全新的观剧体验吸
引了不少观众，每周三至四场演出，几乎场场
爆满。剧中出现的卤肉饭，也出现在观众的餐
桌上。一部音乐剧制作成本高昂，往往只有长期
驻演才可能盈利。在餐厅里，《因味爱，所以爱》
实现了驻演，迄今已经演了 120 场。
此次《因味爱，所以爱》和《律·诗——
—雷经
天》入选“原创华语音乐剧展演”，全场票价只
要 80 元。
今年，缪时文化将和锦辉传播等机构联合
打造全息音乐舞台剧 《龙》， 还将推出音乐剧
《梵高》中文版。张志林说：“没有音乐剧观众，
就想办法去寻找观众，没有音乐剧市场，就努
力创作好的作品去开拓市场。如果未来 10 年，
中国原创音乐剧能形成拐点式的发展，我们也
许将成为领头羊。如果大环境不好，那我们也
义无反顾。”

蒙特利尔爵士芭蕾舞团首度访沪

4部作品充满新探索
本报讯 （记者 诸葛漪）昨晚，“摩登时代”上海
演出连加座票都售罄。 作为上海大剧院 2017 年首
个现代舞作品专场，由蒙特利尔爵士芭蕾舞团带来
的“摩登时代”呈现 3 位当代世界级编导的 4 个作品
《蒙娜丽莎》《爱的阳台》《偷心》《大都会》， 有对当下
都市生活反思，也有对爱情的探寻与人生的思考。
蒙特利尔爵士芭蕾舞团今年迎来建团 45 周
年。罗比塔耶 1998 年起执掌舞团，他在原本爵士舞
和芭蕾舞的根基上加入了大量现代舞元素，其创作
也不再受限于团名中的“爵士”与“芭蕾”二字。如今
的这支舞团坚持对舞蹈艺术进行新探索， 舞团名称
保留“爵士”一词，非特指某一音乐或舞蹈形式，而是
旨在表达舞团致力于对古典芭蕾进行现代性探索的
态度，“主题是能量。 内容无论是原始部落还是城市
的，风格张扬的还是收敛的，能量都源自内心，这股
能量创造了美。”对于如何欣赏现代舞，罗比塔耶表
示：“现代舞如同音乐一般，是很抽象的概念，可以很
自由地去解读。 观众们只需要有一颗开放的心享受
当下。我们的任务是带给观众愉悦、能量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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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有些朋友为表达心意， 还汇来赙仪，
那段宝贵时光
杨先生都让我去银行或邮局办理退款手
续，
全部汇款一一退回。
王国强
我最难忘记的一件事， 是杨先生劝我
2016年 5 月 25 日中午， 我得知杨
戒烟。 一天， 我开车送杨先生去医院看望
绛先生去世的消息， 万分悲痛。 回想
钱瑗， 路上杨先生问我： “小王， 你的烟
20 世纪 90 年代， 单位安排我专为钱锺
是不是戒了？ 你家里生火吧， 烟筒是什么
书开车， 有幸和钱先生一家走得很近。
做的？” 我答： “是铁。” 杨先生说： “对
如今， 钱老一家三口都先后走了； 那段
呀， 铁的烟筒最后都能被腐蚀掉、 烂掉，
时间我同他们一家交往的种种情景涌现
人的肉体能受得了烟熏吗？ 你好好想想，
脑中， 心里非常难受。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家人的幸福， 也看
周绚隆 主编
我是 1993 年 7 月开始为当时任中
在钱老的份儿上， 你应该把烟戒掉。” 杨
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钱锺书先生当专
先生这番话让我沉思许久。 心想： 我一不
职司机的， 开始基本没有什么事， 只一
在杨先生家抽烟， 二不在车上抽烟， 更不
个月两次用车去医院。 次年春暖花开的
怎么办？ 我说： “一会儿回去时再去找
几个月后， 杨先生家中的保姆因丈夫得
在病房里抽烟； 杨先生把话说得这么重，
季节， 我向钱老建议到植物园去走走看
找。” 在回去的路上， 我们按址在宣武区
病而回乡照顾， 院里考虑杨先生家的困难，
该好好想想了。 我立即对杨先生说： “好
看， 钱老谢谢我的好意， 说： “不去
某街找到了那个院子， 院门口的大爷告
让我兼当一段 “生活助理”。 于是每天上午
的， 不抽了。” 回家后， 我经过了一夜的
了， 哪儿也不去。”
说： “前几天确有张汇款单汇给院里姓宋
来杨先生家帮助采购和备餐， 下午和杨先生
思想斗争， 终于痛下决心： 立马戒烟。 第
1994 年 7 月 30 日钱老住院， 那时
的女司机， 就是这个人的， 本人没在， 就
同往医院看钱老。 杨先生从医院回来就让我
二天一上班， 我就把车里刚买的一条烟拿
几乎每天都要去医院。 但到了周末， 钱
给退回去了。” 我们说钱就是我们汇的，
尽快回家， 她自己拿面包牛奶当晚饭。 晚上
出来送给同事， 并宣布戒烟。 接杨先生在
瑗说： “周末我妈妈休息， 你也休息
今天特来把钱送给人家。 我们进了院子，
有朋友家的阿姨过来陪陪。 这样的情况持续
往医院的路上， 我告诉她， 从今天开始戒
吧。” 我说： “那谁去医院看钱老呀？”
得到乘凉的大爷大妈们的帮助， 转弯抹
了一个月。 后来那位每晚来陪住的阿姨留下
烟了！ 杨先生听后高兴地说： “你要下决
钱瑗说她去。 我问她怎么去？ 钱瑗说：
角， 最后果真找到了这位女司机家， 不过
不走了。 杨先生身边有人帮助料理家务， 照
心坚持住， 为了你和家人的幸福， 努力坚
“你不用管了， 我有办法。” 原来， 她是
只她女儿在家。 钱瑗说明来意， 把加倍的
顾生活； 钱老和钱瑗放下了心， 我的 “生活
持下去， 为你高兴， 我的话没有白说呀。”
乘公交车或出租车前往医院的。
车钱交给了女儿， 并让她向妈妈转告我们
助理” 任务也至此告一段落。
多年过去了， 每次去看望杨先生时，
钱瑗平时工作很忙， 周末她定要让
的谢意。 院里的人听说后都感叹， 现在这
钱老住院期间， 一直是我开车送杨先
她常自豪地说起戒烟这事， 说我下决心坚持
妈妈休息， 自己去医院看护爸爸。 就这
么守信用的人已很少见。
生去医院探望， 因为天天去， 和同住医院
下来， 精神也比以前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
样， 忙中有错， 终于出了问题。 那个星
1996 年 1 月， 钱瑗因病住进了西山
病员们的司机都熟了。 他们见我的车到达
小王， 你很有毅力， 为你高兴。” 最近我在
期天， 她在家忙完后就打了辆出租车前
脚下的北京胸科医院。 杨先生可能压力太
住院部门口， 待车停稳， 都会主动过来为
翻阅以前的工作日记时， 1998 年 1 月 17 日
往医院， 在车上还和姓宋的女司机师傅
大， 不久也病倒了。 幸亏她抗压能力强，
杨先生打开车门， 并向杨先生问好。 杨先
有这样一段记录： 下午接杨先生去医院， 杨
聊了几句。 到医院才发现出门换衣服忘
调理休息一段， 身体逐渐恢复， 马上又忙
生每次都微笑着说 “谢谢！” 当我向这些
先生问起我着凉好了没有？ 我告她没事的。
了带钱包， 这可怎么办？ 女司机心眼儿
碌起来。 亲自为钱老精心准备鼻饲伙食，
同行朋友道谢时， 他们总说： “不用谢，
杨先生说： “1 月 23 日， 你戒烟两年了。”
好， 说您先去看老人吧， 车费不要紧。
每天炖汤， 把鱼剔骨去刺打成鱼泥， 还打
看看你们家老太太和蔼可亲多慈祥， 多好
我说： “具体的日期， 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鸡泥、 菜泥， 送往医院。 杨先生心疼女
啊， 你真有福气！”
钱瑗要了她的地址和姓名， 也把自己的
您还记得。 这回我要记住了。”
钱锺书先生于 1998 年 12 月 19 日在
现在， 这一家人已经一个个走了， 但
姓名和住址告诉了司机。 我知道这事
儿， 但天天忙得抽不出一点时间去探视，
后， 就说我把车费给送去。 钱瑗说不
只能打打电话联系。 直到 1996 年 3 月 27
北京病逝。 消息一传开， 人们从四面八方
我们曾经共同相处的那段宝贵时光， 将永
用， 她给汇去就行。 大约十天后， 在医
日下午， 钱瑗住院三个月后， 杨先生经过
发来唁电唁函， 国内外的都有。 大家都对
远留在我的心中。
院遇见钱瑗， 她告诉我， 给出租车司机
一个多小时的路上颠簸， 才首次跟女儿见
钱老过世表示深深哀悼。 杨先生当时事特
（完。 全书由人
汇的钱被退回来了， 说是查无此人， 这
面， 真是悲喜交集。
多， 许多事需她亲自处理。 电话和唁电不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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