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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在中华文明血脉中的民族精神
和家国情怀，内含着穿越时空、直抵人心
的文化力量

让那些沉淀着历史烟云、凝结着先
贤智慧的文字、故事、文物、遗产“活起
来”“热起来”，一定可以为人们的精神世
界提供更多滋养

打开典籍，对话先贤。最近，一档聚焦中华
优秀文化典籍的电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广受
欢迎，成为现象级文化亮点，并带动“典籍热
潮”，让我们再次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所产生的无穷魅力。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中华典籍浩如烟海，
是古人思想的宝藏，是先贤智慧的结晶。但提起
古籍，人们的印象往往是晦涩难懂，导致部分典籍
或高悬在象牙塔，或尘封在藏书馆。如何让经典
不再“高冷”？如何让今天的观众对古老的典籍产
生共情？《典籍里的中国》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以戏
剧化的结构和影视化的表达对典籍进行了可视
化、故事化、直观化的艺术转码。“百岁老人”伏生
讲述自己一生舍命守护《尚书》的故事，宋应星与
袁隆平实现跨越三百多年的握手，司马迁子承父
志、著书立说……节目的创新演绎，为我们识读古
籍经典、触摸中华文化打开了新的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战胜前进道路上
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典籍里的
中国》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其用视觉化的语言呈
现典籍的“前世今生”，让我们直观了解一部部典
籍的闪光故事、流转传承，它还将那些蕴含在古雅文字中的思
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将那些具
有当代价值、时代意义的文化精髓展示出来，实现了知识的传
播和中国文化精神传承的融汇。根植在中华文明血脉中的民
族精神和家国情怀，内含着穿越时空、直抵人心的文化力量。
从展现《尚书》中华夏九州的家国概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的民本思想，到致敬“古有《天工开物》，今人继往开来”的科学
精神，再到讲述《史记》所体现的家国情怀和大一统思想……
正是这些闪耀的思想光芒，让节目在声光电交织的宏大场面
之外，更有着强大而有生命力、感染力的精神内核。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近年来，传统文化类节
目成为荧屏上的一大亮点。从《典籍里的中国》让厚重典籍变
得愉悦可亲，到《国家宝藏》用故事化演绎的手法讲述国宝文物
背后的传奇；从《上新了！故宫》寻觅故宫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元
素，到舞蹈节目《唐宫夜宴》用秀逸韵致的舞姿演绎大唐盛世的
文化形象，这些节目无不是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
用符合当代人审美的表达方式与历史握手，让更多人感受到中
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感动于中国文化的弦歌不辍。推动更多打
动人心的作品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处走来，让那些沉淀着历史
烟云、凝结着先贤智慧的文字、故事、文物、遗产“活起来”“热起
来”，一定可以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更多滋养。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为什么如此强调赓续文脉香
火？《典籍里的中国》的开场白，或许可为答案，“知道我们的生
命缘起何处，知道我们的脚步迈向何方”。那些在血脉和文脉
中代代传承的文化基因，形塑了我们今天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体
系，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国人民历磨难而不
屈、中华民族经考验而不衰，文化正是内在的密码。迈步新征
程，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触摸中华文化脉络，汲取中
华文化精髓，不断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影响力、凝
聚力、创造力，我们的文化自信必将更加饱满，我们乘风破浪的
勇气将更加昂扬。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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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空间滨水空间：：打造健康城市生活新样板打造健康城市生活新样板

“截至 3月 20日 24时，全国累计报告接种
7495.6万剂次。”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21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
内疫情防控总体保持良好态势，但是仍要更精准、
更有效地进行防控，确保不出现规模性反弹。

不同品牌疫苗能否叠加接种？老年人、孕妇适
宜接种吗？接种后能否摘掉口罩？21日，多部门回
应涉及新冠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焦点话题。

● 不同品牌疫苗是否可以叠加接种？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表示，

关于不同企业生产的疫苗是否可以叠加或替代接
种的问题，仍需要更多研究。并将在研究结果出
来以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明确的政策措施。

他说，目前国内附条件上市的 4款疫苗都经
过政府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是安全、有效的。公众
可以按照所在省区市的统一安排尽快接种疫苗。

● 60岁以上老人是否可以接种？
“部分地区在充分评估后，已经开始为60岁以

上身体条件比较好的老人开展接种新冠疫苗。”贺
青华回答，目前，疫苗研发单位也在加快推进研
发，在临床试验取得足够安全性、有效性数据以
后，将大规模开展6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疫苗接种。

● 哪些人群不适宜接种疫苗？
贺青华介绍，目前附条件上市的 4 款疫苗在

说明书中对接种禁忌有明确界定，不建议对疫苗
所含成分过敏、血管神经性水肿、呼吸困难、患有
癫痫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有格林巴利综合征病
史的人接种新冠疫苗。他提示，妊娠期和哺乳期
的妇女也不宜接种新冠疫苗。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说，
在接种后如果发现怀孕，基于目前新冠疫苗的特

性和以往使用疫苗的经验，不建议采取特别的医
学措施，例如终止妊娠，他建议这部分人群要做好
孕期随访和定期检查。

● 接种疫苗后能否摘掉口罩？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表示，由于当前

全球新冠疫情仍在持续流行，国内疫苗接种率较
低，来自高流行地区的人员或物品入境，仍有在境
内传播的风险。

他提示，在我国人群疫苗接种达到较高免疫
水平之前，无论是否接种疫苗，在人群聚集的室内
或封闭场所，公众仍然需要继续佩戴口罩，并遵循
各地具体的防控措施要求。

● 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有哪些？
“目前监测到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局部和全身

反应。”王华庆介绍，局部的不良反应包括如疼痛、
红肿、硬结的情况，这些无须处理，会自行痊愈，全

身的不良反应包括如头痛、乏力、低热的情况。
他介绍，当前接到的不良反应报告为疑似不良

反应，也就是说，属于怀疑和疫苗有关的反应。后续，
将继续开展较为严重的不良反应调查，通过补充调
查、了解接种史、疾病情况等，再由专家组做出诊断。

“不管是从临床试验研究的结果，还是紧急使用
的研究结果、上市后监测的结果来看，新冠疫苗的不
良反应发生情况，和既往已用的上市疫苗同类品种
相比，结果类似，没有出现异常情况。”王华庆说。

● 接种疫苗后还会感染吗？
“总的来说，疫苗的作用是让大多数人产生保

护力，建立免疫屏障，其预防重症的效果更明显。”
王华庆说，从国外目前已用的疫苗上市评估结果
来看，打完疫苗之后，确实有一小部分人出现保护
失败。他表示，将对失败的个别案例进行研究和
调查。 来源：新华社

多部门回应涉及新冠疫苗焦点话题，目前国内附条件上市的4款疫苗都是安全有效的

疫苗能否叠加替代接种仍需研究上海正在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但不
少市民对疫苗仍存在疑惑。中国科学工程院
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闻玉梅教授4月1
日接受采访时，为市民一一厘清认知并强调：
不能因为病毒变异，就对疫苗没有信心。

闻玉梅院士开门见山地说：病毒变异是
个正常现象，新冠病毒是个全新发现的病毒，
目前科学家发现，国产疫苗对部分英国变异
病毒仍有效果。

她特别强调，现在接种新冠疫苗是个比
较好的时机，因为中国还没有出现疫情暴发
与流行，此时进行保护较为有效。如错失这
一时机，全球开放，我国免疫屏障水平较低，
他国免疫屏障较高，很可能相对被动。

“别人都打好了，我就有保护了！”针对一
些市民的侥幸心理，闻院士直言，他人打疫苗
是他人有了保护，即便建立群体免疫屏障后
疫情不会传播，这也不代表个体不会被感染。

她同时表示，疾病有其自身发展过程，不
可能一种疾病一直持续，总有相对终止的时
间。而今放眼全球，新冠肺炎的发病数逐步
下降，中国人保护尚不够，因此大家不要抱有
侥幸心理。如疫苗接种覆盖率达到 70%或
更高，便相对安全。

国家卫健委近日公布：目前通过对接种
者抗体水平监测，维持时间大概是 6个月以
上。闻玉梅院士对此解释，人体接种疫苗后，

免疫系统就会产生记忆，第一针接种后，抗体
以几何倍数增加，加强一针则效果更好。

“这一抗体水平时间，不代表免疫只有这
些时间。”闻院士说。各个病毒特性不一，以麻
疹疫苗为例，接种后十几年无须再接种；而流
感疫苗由于病毒毒株变异频繁，每年都需重新
接种。“目前看来，新冠疫苗没有必要反复打。”
她说，“作为新生事物，新冠疫苗接种后随访是
必要的，但大规模开展抗体检测没有必要。”

至于为何“国外老年人先打、国内成年人
先打”，闻院士表示，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策略，
国外处于疫情暴发阶段，老年人是高危人群；
国内并没有出现如此严重疫情，选择先为身
体更健康的成年人接种疫苗，更为稳妥。

如何看待新冠疫苗安全性？闻玉梅院士
说，人类对新冠病毒的了解还不够充分，但病
毒已肆虐全球，各国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具体
措施。事实上，我国疫苗研发在武汉封城时已
启动，并且从灭活疫苗入手，这种最为传统的
技术路线通过临床试验后，被证实很有效果。

闻玉梅院士最后表示，疫苗应该“一分为
二”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是危险的，疫苗有保
护作用，疫情危险性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控
制；疫苗也不是万能的，但万万不可以没有疫
苗。至于哪种疫苗最有效，到底哪个好，这需
要时间来检验，或许若干年后才能得出最科
学的结论。 来源：解放日报

全球发病数逐步下降，中国人保护尚不够，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保护家人最好的防病方式

■ 在其他国家几乎全民接种后，都打开国
门恢复正常的生活、国际交流、国际贸易
等时，我国若未建立起全民保护屏障，届
时会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原本听说接种新冠疫苗会有嗜睡、类

似感冒症状等反应，不过很遗憾，我打完两
剂完全没有感觉。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尽快
接种，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从我做起，也为
了下一个冬天，疫情不再肆虐。”日前，中国
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院长宁光接受采访时说。

宁光介绍，早在春节之前，瑞金医院已开
始进行院内人员的接种，当时已经接种两千
余例。目前，瑞金医院医务人员疫苗接种后
的总抗体阳性率 94%，其中中和抗体阳性的
比例高达 96%。“我们也注意到，在瑞金医院
工作的工勤人员等也应该动员接种，他们可
能较医护人员与患者、家属等有更多接触。
因此，在社区接种工作中，也要注意不只看接
种比例，还要考虑接种人群的覆盖范围。”

“一般认为，接种率达到 70%才能建立
全民保护，接种率越高，保护效果越好。”宁
光说，世界范围内，以色列接种疫苗人数占
总人口的比例最高，其每日新增病例已较峰
值大幅下降，说明接种疫苗能提供有效保
护。但是，以色列 47%的人口至少接种一
剂新冠疫苗，32%的人口接种完两剂疫苗，
总计接种剂次近 80%之后，再过 10天，新增
确诊数量才达到顶峰开始下降。“要达到全
民保护的目标，第一是要保证接种率，第二
是要保证灭活疫苗两剂接种率。”

宁光说，疫苗并非接种后立刻产生保护
力，在全球都在加速疫苗接种的大环境下，我
国也需要加速疫苗的接种。否则，在其他国
家几乎全民接种后，都打开国门恢复正常的
生活、国际交流、国际贸易等时，我国若未建
立起全民保护屏障，届时会处于进退两难的
地步。“所以我想说，首先要克服害怕心理，其
次要有正确认识，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保护
家人最好的防病方式。” 来源：解放日报

近日，上海启动在沪外籍人士新冠疫苗接种
服务，预约登记操作平台同步启用。一朵“健康
云”，疫情防控期间发挥大作用。

上海推进疫苗接种服务时，“健康云”快速响
应本市新冠疫苗接种不同阶段政策需求，充分发
挥“互联网+医疗健康”公共服务统一入口优势，
快速上线多个版本新冠疫苗接种服务，为不同接
种对象提供线上快速登记预约通道。

上海市民对“健康云”并不陌生。疫情期间，
从随申码·健康、来沪人员健康信息登记、心理咨
询服务、实时疫情通报到发热门诊一键查询，皆源
于“健康云”。

健康云相关负责人、万达信息健康云事业
部负责人潘铮说，“疫情期间，健康云已累计拥

有 3000万注册用户，无论是儿童免疫规划接种，
还是之前备受关注的流感疫苗、肺炎疫苗，接种
先登录健康云预约，已经成为不少上海人的习
惯行为。”

疫情防控催生线上健康需求，也对线上服务
提出很大挑战。3月 25日，上海启动 60岁及以上
人群新冠疫苗登记预约接种工作，摆在眼前的难
题绕不开：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操作“健康云”又
不熟练，怎样培养他们的习惯呢？

潘铮告诉记者，健康云核心研发团队加速度
设计出链接智慧健康驿站的“新冠接种简版”服
务：老年人只要到家门口驿站的自助终端，刷一次
身份证（二代社保卡），前后点击两次屏幕确认，就
能完成整个“云上”预约。预约完毕直接打印接种

条码，整个过程用时5—10秒。
帮助老年人越过数字鸿沟，数据显示：截至 3

月29日，上海已有10万余名老年人通过健康云预
约接种。值得一提的是，智慧健康驿站中曾经采
集的老年人健康信息，还实现了接种评估初筛，

“利用互联网真正让信息流动起来，这一点在老年
人预约接种中充分得到体现。”

针对疫苗接种，健康云还开发了不为老百姓
所熟知的“内部功能”。记者获悉，健康云配合临
时接种点，快速集成开发“应急-接种通”产品，发
挥信息化手段应用于受种人信息预登记、接种单
位及临时接种点信息采集、接种信息扫码采集、个
人接种记录报告等全业务流程，实现了“一人一码
一档”全过程可追溯。 来源：解放日报

“健康云”助力申城疫苗预约接种
帮助老年人越过数字鸿沟，链接驿站实现刷卡预约

2017年 9月，陆家嘴北滨江造起了第一
个“小木屋”；3个月后，位于前滩休闲公园
的第二个小屋也改造设计完成。“当时还不
晓得，它们有个蛮好听的名字，叫望江驿。”
许阿婆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这里的变
化如数家珍。

22公里的浦东滨江贯通段上，22座望
江驿如珍珠般串成一线；2020年底，随着苏
州河两岸 42公里滨水岸线贯通开放，“一江
一河”滨水沿线已然成为上海市民健康休
闲生活的重要载体。

自我健康监测管理、滑板、攀岩、骑行
漫步……复合多元的健康元素，也跟随滨
水岸线逐步延伸、不断充实。走走停停，在
精心描绘的“一江一河”公共空间图景中，
健康新体验悄然改变着市民生活。

望江，智能空间升级健康管理

“浦东江边的 22座望江驿，让我不禁感
叹上海的文化涵养和高度。”网友 Angel在
青年生活方式分享社区“小红书”App上如
此写道。搜索“望江驿”，几乎大多与“网红
打卡”等词汇有关联。一座座木色小楼各
有功能——2号“身临”、3号“遇见”、4号

“发现”、5号“初心”……而 9号“观健”，自
去年 12月 1日试运营后，让如江水般的健
康浪潮涌入万千市民的心中。

许阿婆熟练地打开手机上的互联网就
医平台“健康云”，“在这里监测的信息晚点
就好在手机上看了。”每次落脚休息时，她
带着身份证在站点刷一下，即可通过智能
健康监测设备测量血压、心率、心电图数
据，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刚“满月”时，

“观健”就接待了近 800人次进行健康指标
的自测，颇受周边居民和游客的欢迎。“像
我们年纪大的人，喜欢经常测测血压心跳，

我女儿在这里测过体重、身高、体脂率，平
时她们没时间去医院，正好趁着看风景，对
自己的健康也上上心。”

这台体征测量一体机包含 11项体征检
测功能，检测报告立等可取。旁边，一块实
时跳动数据的液晶大屏上，检测中血压、血
氧、心电异常的人数，主要集中的年龄段人
群等分析图也直观显示。同时，互动体验
区的智能电视墙上，不断播放日常科普视
频与线上专家直播活动。1月 29日，“疾控
女侠”、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等
多位医学专家来到“观健”，与云端逾 2700
万人共话健康生活方式。

身健康，也要心健康。贴心的“观健”
充分利用空间实现复合功能，只要按下按
钮，落地玻璃窗即刻变色不可透视，拉上移
动屏风，健康阅读区化身私密空间，日常可
开展心理援助服务。正如市健促委副主
任、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所说，“一江一河”
的每一处健康设施建设，都充分践行着“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
念，不断满足市民高品质健康生活需求，也
不断增强市民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

临河，跑跳骑行增添无限活力

每天晚饭后，市民陆先生都习惯到杨
浦滨江，在健身步道上惬意地溜达一圈。

“首先是这里景色漂亮，能看到对岸的陆家
嘴高楼；其次是方便，从我家里步行过来只
要七八分钟。”陆先生对家门口的健身好去
处竖起大拇指，“感谢政府，把这么好的地
段拿给我们老百姓健身运动，真是眼睛享
受、身体舒展、心情愉悦！”

2017年实现贯通开放的黄浦江两岸核
心段 45公里岸线，将上海最精华、最核心的
黄浦江两岸开放给市民，建成开放 45公里

的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新增体育设施
面积达 55万平方米。

浦东滨江步道、黄浦滨江步道、虹口北
外滩滨江步道等纷纷获得“魔都最美健身
步道”称号。滨江“漫步道、跑步道、骑行
道”的沿途美景，公园绿道的曲径通幽，社
区步道的便捷实用，为上海增添了无限生
机与活力。

随着苏州河两岸 42公里滨水岸线也实
现贯通开放，市民身边的高品质健身活动
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

普陀区拥有中心城区最长的苏州河岸
线、最多的苏州河河湾，坐拥“苏河十八湾”
的美誉。梦清园位于苏州河南岸，是“苏河
十八湾”中最大的活水公园。公园内拥有
亲水平台、竹林、健身步道等，形成了靓丽
的苏州河景观廊。“每天早上我都会到梦清
园里的健身步道来走一圈，这里空气清新，
鸟语花香，就像世外桃源。”自从梦清园开
园后，市民居阿姨就是这里的常客。

家住长宁区北新泾的周先生平时喜欢
长跑，如今“运动福利”送到家门口。苏州
河长宁段东起江苏北路，西至外环线，总长
11.2公里，于 2020年底全线贯通。脚踩红
色的塑胶跑道，身边是苏州河畔的自然景
观，穿梭在绿树青草间，周先生的幸福指数
陡然提升。

“一江一河”滨水沿线已经成为上海市
民健康休闲生活的重要载体。从位居浦江

“顶流”的东岸滨江到由货运码头华丽转身
的徐汇滨江，从新晋网红苏州河长宁段到
由老工业区重新起航的普陀“苏河湾”，体
育元素让“生活秀带”动起来。

一江一河，大手笔打造全球健康城市

正如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办副主任毛群

安所说，上海多部门联动、市区联手，合力
打造“一江一河”健康公共空间的做法，充
分践行了“健康融入万策、健康惠及万众”
的理念。市民在 80余公里的城市滨水空间
和绿色生态中开展全民健身、享受健康生
活，无不时刻彰显“健康上海行动”引领新
风尚的价值，值得学习借鉴。

上 海 ，正 在 大 手 笔 打 造 全 球 健 康 城
市。水清岸绿的城市风景线上，未来还将
有越来越多“必游必看”的世界级旅游精
品，与创意、健康的生活体验融为一体。
如在美国波士顿的查尔斯河边，每天随处
可见徜徉的赛艇，沿岸的码头提供出租船
艇的服务，是赛艇运动的天堂。1965年诞
生的赛艇比赛，如今已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赛艇比赛。如今在上海，皮划艇、桨板
等水上运动也正成为市民的新宠。未来，
亲水运动，有望能让清清河道“活”起来，
更有生命力。

此外，“十四五”期间，上海还将利用
“一江一河”沿岸等空间和路桥附属等区域
建设一批嵌入式体育健身设施，不断优化
完善 15分钟社区生活圈；融入绿化、文化的
公园景观提供都市“小氧吧”，让清新呼吸
扫去尘浊；滨水历史遗存的老建筑可阅读，
配套便民措施增加简餐、咖啡场所……健
康环境、健康饮食、健康运动，在从“工业锈
带”到“生活秀带”的华丽转身中，“一江一
河”基于城市发展的大视野，更代表着一种
特殊的健康生活样板。

面江小憩，不少市民摘下口罩，感受春
风暖意。许阿婆还记得，第一次走进望江驿
时，女儿帮她拍了照，顶部天窗洒下阳光，和
不远处的黄浦江水连成一片，闪烁着光芒。
这条城市“项链”，正让全球健康城市精品生
活愈发触手可及。 来源：解放日报

5G和千兆光网近日再上新闻“热搜”。
在日前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如何在创新推动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加大 5G网络
和千兆光网建设力度，丰富应用场景”，成为
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专家指出，“千兆
光网”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意味着以
5G网络和千兆宽带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网
络建设，将成为开启未来科创生态链的“升
级密码”。 来源：文汇报

▶▶ 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即将在上海崇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即将在上海崇
明岛举办明岛举办，，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崇明局的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崇明局的
员工员工，，正在紧锣密鼓建设花博会通信配正在紧锣密鼓建设花博会通信配
套工程套工程。。图为电信员工正在图为电信员工正在““花博大花博大
道道””上接续信号线路上接续信号线路。。

千兆宽带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开启科创生态链开启科创生态链““升级密码升级密码””

坚定“四个自信”

“现在是接种疫苗的较好时机”

“接种率越高，保护效果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