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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院105周年

从 1914 年到 2019 年，历经 105 载的风雨洗礼，

历史见证了华人隔离医院成为复旦大学附属上海

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完美蜕变，经过一代代公卫

人开拓进取、风雨兼程、自强不息，公卫中心几经拆

分合并，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并最终开启了建设

以感染性疾病为抓手的综合性救治平台。从成立

之初的默默无闻到现今的大咖云集，从涓涓细流到

海纳百川，从昔日艰苦到如今辉煌……105 年后的

今天，公卫中心完成了从蹒跚学步到立身潮流的跨

越，一大批医生实现了从医苑幼苗到医学大家的嬗

变。

回顾 105 年，公卫中心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历

史使命，战甲肝、防急性肠道传染病、抗非典让医务

人员获得了人民的认可；应对甲流、奋战H7N9、防控

埃博拉、狙击寨卡……新时代的公卫人用仁德、奉

献、创新、卓越的精神，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的未知挑

战。

作为占地33.3公顷的“花园式医院”，公卫中心正

朝着综合临床医疗中心方向发展。全国文明单位、全

国卫生文明先进集体、连续七届上海市文明单位、上

海市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与多个“十三五”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是公卫中心坚实步履的印证。

传染可控，只因有白衣天使的庇护；可怕不再，

只因有公卫中心的救治。这是社会之幸运、人民之

福份。作为上海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第一轮三

年行动计划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卫中心，开拓创新、砥

砺前行，提出“平战结合”发展理念，形成独特“公卫

模式”，始终履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堡垒职责成

为公卫中心的战斗宣言，维护上海特大型城市公共

卫生安全也成为公卫中心无声的承诺。

近几年，公卫中心驶上了发展快车道，临床医技

科室逐步完善，已基本涵盖了所有已知疾病的检测、

诊断和治疗，并先后成立“肝病临床中心”“结核病研

究中心”“艾滋病研究中心”“临床肉瘤诊治中心”“疼

痛专科医联体”和“噬菌体研究所”等平台，打破了医

院院际和学科之间的分界，形成以单病种为主导，建

立区域性、院际间、多学科合作的诊治团队。

尤其添置了 320 排 640 层动态容积 CT、全数字

血管造影机（DSA）、3.0T 磁共振（MRI）、集成智能

靶向定位机器人系统（ROBIO EX）和数字化手术

室、ECMO 人工肺、MARS 人工肝等先进医疗设备

和技术，为医疗救治提供了强大保障。

除了临床业务稳步提升外，科研工作也逐步

成为亮点。公卫中心以院士工作站为依托，尤其

在免疫治疗、疫苗研发、新药创新的领域中，科技

成果转化不仅完成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华丽

转身，转化金额更名列全国百强。今年 4 月，上海

公卫医学科创园揭牌成立，标志着公卫中心与上

海湾区科创中心合作建设的生命健康领域孵化器

正式拉开序幕。科创园以创新企业和团队在空

间、资金、服务等各方面的需求为导向，搭建融资

服务和独特的创业加速和孵化平台，加快实现科

技成果产业化、市场化，实现科技创新成果的经

济、社会和环境价值，并积极创新研发平台，筛选

和转化在研创新项目，力争在相关疾病领域取得

重大创新突破，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治

疗方案。

本月，公卫中心改扩建项目将落成启用，该项目

是一座集门诊、医技（手术室）、病房为一体的四层综

合外科大楼，建筑面积 13000 多平方米。大楼将引

入包括手术机器人在内的一系列高端医疗设备，从

而改善金山百姓的诊疗环境，更有效满足周边群众

对优质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

栉风沐雨，薪火相传。筚路蓝缕，玉汝于成。

往昔峥嵘岁月已载史册，未来任重道远再铸辉煌。

公卫中心将以建院 105 周年为新的历史起点，时刻

牢记责任、不负重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奋发

的精神、更加务实的作风，用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为金山及周边地区患者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

医疗服务。 通讯员 范忭忭

不忘初心忆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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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宏 朱悦昕）11
月 13 日上午，区政府党组召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学习

会。区委副书记、区长、区政府党组

书记胡卫国主持会议并指出，要加强

理论武装头脑，加强学习成果转化，

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切实增强学习贯

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

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在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精

神，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并重点围绕“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等进行交流发言。

胡卫国表示，要加强理论武装头

脑，原汁原味、原原本本学，把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

海重要讲话精神和进博会主旨演讲精

神入脑入心、学深悟透。把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和首要

政治任务，与当前正在开展的主题教育

紧密结合起来，联系工作实际，真正做

到学思践悟、学深悟透、学以致用。

胡卫国指出，要加强学习成果转

化，不折不扣贯彻落实。我们要牢牢

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城市治

理的科学指导，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三项新的重大任务的科学指

引，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

城市核心功能的精准论述，牢牢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

指示，从而把四中全会精神和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金山改革

发展的强大动力，全面对标、逐项梳

理、加速落实，奋力开创新时代金山

发展的新局面。

胡卫国强调，要加强体制机制建

设，稳扎稳打提供保障。既要保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的稳定性、延续性，又要抓紧制定

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需要的制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我们要坚

持富于创造的实践要求，健全权威高

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干部队伍思

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

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

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

市委第五巡回指导组童庆荣，区

委副书记、副区长刘健等参加学习会。

胡卫国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主题教育专题学习会指出

切实增强学习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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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要

求，一是优化

政策标准。要

在严格贯彻落

实市级规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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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与时俱进、

以调促进。新

旧政策衔接过

程中，注意群

众情绪稳控。

二是加强底数

排摸。要加强

征收集体土地

房屋及在外过

渡人员底数排

摸，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为

政策实施、措

施制定提供科

学客观的事实

依据。三是注重施策效果。要加强

与法律法规的衔接，对政策进行合法

性审查，试点延长政策一年有效期

限，按照具体实施效果，适时调整政

策实施期限。

会议还讨论了其他议题。

金山举行系列活动纪念南社成立110周年

光前启后 照亮未来
上海南社纪念馆新展开放 大型原创话剧《南社》在金首演

“等车等得好急，走路走得好累，

下了公交还有一公里”，这是金山工

业区新金山发展公司在主题教育中，

通过调研走访了解到的企业呼声，希

望园区能够结合上下班高峰时间，重

新规划线路，增加短驳车。通往企业

“最后一公里”，成了目前亟待解决的

大事。

其实早在2017年，园区许多企业

就提出了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

题。当时，区政府主要领导召集工业

园区和相关部门进行“会诊”，并最终

开通了园区驿动共享班车，在上下班

高峰期从职工主要生活聚集点直达

园区企业。

但随着园区这几年的高速发展，

尤其是今年，园区迎来了史上发展的

最好时期，企业投产数量和职工人数

不断增加，园区交通出行的供需矛

盾，产生了新的变化。比如，现有公

交站点不合理，线路走向与客流需求

方向不一致；园区大型企业不断扩大

发展，现有交通设施无法满足企业实

际需求；金水湖产业社区入住居民不

断增加，缺少从居民区到医院、学校、

菜场、金山园区站等的短驳公交等问

题。

为打开由于园区发展而产生的

“最后一公里”新困局，新金山发展公

司大调研组深入各个企业一线，运用

大数据分析调研，并积极主动与公交

公司和专业机构对接，形成了“一对

一”的解决方案。

针对公交站点设置、线路走向不

合理的问题，计划对驶入园区内部的

6 条公交线路进行优化，通过延长或

调整部分公交线路、新增公交站点的

方式，方便员工出行。

作为园区企业的“大户”，和辉光

电员工近年来持续增加，需求不断变

化，新金山发展公司积极与区相关职

能部门对接，争取政策支持，优化公

交线路。

而为了解决从公交站点到企业

和居民区步行较远的问题，近期，园

区还与区有关企业合作，投放了 100
余辆共享单车。企业职工下了公交

车，只需骑行几分钟就能到达企业上

班，省时省力，方便不少。新金山发

展公司规划建设部副经理谢松松表

示，园区后续将会根据市场需求，增

加投放共享单车数量，并协调各有关

部门持续推进调整、新增公交线路的

方案，尽快落实解决“最后一公里”的

新问题，助力园区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纪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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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工业区主题教育扭住“最后一公里”问题

企业有了“一对一”出行方案

本报讯（记者 甘力心） 11月 13
日下午，上海南社纪念馆新展开放暨

捐赠仪式在张堰镇举行。南社研究

专家、南社后裔代表、金山文史爱好

者等近百人参加活动。

南社是 20 世纪初以民主革命启

蒙思想宣传家、文学家、教育家为中

坚力量的革命文学社团。于 1909 年

11 月 13 日成立于苏州虎丘，活动中

心在上海，社员总数在 1180 余人。

南社人以倡导民族民主革命为己

任，通过大量文学创作唤醒民众觉

悟。坐落于张堰镇的上海南社纪念

馆，自 2007 年对外开放以来，一直是

南社研究者和南社后裔的精神家

园。

本次展览为纪念馆成立以来所实

施的第四次陈列布展。重点打造的

“南社史料陈列”展分为“江南胜壤”

“青史垂光”“梓里贤良”“文著辉煌”

“国粹弘扬”等 11 个展示单元。在保

持原有展陈的基础上，新增并着力向

观众展示金山张堰的地灵人杰、金山

南社成员的基本概况、南社与中国共

产党的关系等最新研究成果。

同时，在展陈形式上，一改过去

相对单一的图文版面展示，于序厅内

新增加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姚光、

朱少屏五人雕塑，于各展厅内重点增

加南社成员相关实物展品。此外还

新增显示大屏，能够同时满足南社人

物查询、文学著作展示和视频短片播

放等多重功能。

当天晚上，为纪念南社成立 110
周年，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共

上海市金山区委员会指导，金山区文

化和旅游局出品的大型原创话剧《南

社》在金首演。

该剧讲述了 1909 年—1923 年一

个江南报馆中发生的故事，七八个年

轻的南社社友通过办报社，为民主革

命发出响亮的声音。作为国内首部

南社大型原创话剧，剧中很多细节及

桥段都是取材于南社社员的真实经

历，展现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

国情怀和他们自我抗争、自我奋斗、

自我反省的状态，比如本剧主人公陈

墨白先后办了《民声报》《群声报》《呼

声报》，就脱胎于当年于右任先生的

“竖三民”——《民呼日报》《民吁日报》

《民立报》。该剧的最后，是以新文化

运动干将、新南社发起人陈望道先生

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结束，在那

个苦苦寻找探索的时代，共产主义的

一声炮响，照亮了中国。

市民熊女士当天特意和家人一

起来观看演出。走出剧场，她的内心

依然激动。“剧中的冲突与人物的性

格都把握得非常好，仿佛把我们带回

了那个时代。正是有先辈们的奉献，

才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一

定要珍惜。”熊女士表示。

活动当天，金山区还举办南社专

题讲座和两个南社专题展览。金山

图书馆邀请了著名海派作家、书法家

管继平作《南社的朋友圈——谈谈文

人信札背后的故事》的专题讲座，讲

座以南社社友为对象，通过他们的书

信往来，从书法角度进行赏析，并为

观众呈现那一个时代的文人，他们互

相之间的人文环境、诗酒往还以及亲

疏离合的趣味故事。

话剧话剧《《南社南社》》在金首演在金首演 记者记者 庄毅庄毅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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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