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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

列驻外大使：

一、 免去符华强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吉布提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卓瑞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吉布提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二、 免去吴杰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乍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李津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乍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三 、 免去王世廷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马拉维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职务；

任命刘洪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马拉维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吨位”最大的展品
将亮相进口博览会

占地200平方米、体重200吨的
“金牛座龙门铣”迎来亚洲首秀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长20米、宽10米、高8米，占地面积

达200平方米， 总重近200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吨位”最大的展品昨天浮出水面。这个由德国瓦德里西科堡

公司最新研发的机床设备名为“金牛座龙门铣”，它将首次走

出欧洲，来中国参展，做亚洲首秀。

“这个200吨的重型设备已经被拆分，装在了29个集装箱

里，不日将集中运往上海。”在昨天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展商客商展前供需对接会上，德

国瓦德里西科堡公司首席代表刘中柏透露， 这些集装箱大约

会在45天后抵达上海港。

据介绍，机床行业全球销售额排名前十的厂商中，有八家

将在本届进口博览会“争奇斗艳”，其中十余台机床装备展品

将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首发。这台“金牛座龙门铣”便是其中

之一，它属于通用型机床，能够加工各种复杂零件，在汽车行

业、航空航天领域都可适用。 茛 下转第四版
荩 相关报道刊第二版

“90后写作热”，需要一些“冷思考”

“90后写作” 已经扑面而来。

最近， 随着多家刊物和出版社不约而同

推出 “90后作品”， “90后” 成了文学界的高

频词， 一批年轻的作者集体浮现在公众视野

中， 引发了评论界对于这一创作群体的关注。

在这股 “90后写作热 ” 席卷而来的同

时， 有不少专家提出了一些 “冷思考”： 看

似成熟、 细腻的纯文学写作， 是否存在同质

化、 缺少创新的问题？ 集体亮相的 “90后作

家群”， 真的能够代表这个代际的整体创作

水平吗？ “90后” 这个醒目的标签， 对于我

们发现优秀的青年作家作品， 是否真的有所

助益？

很多“90后”一上手就是成熟
的 “老年写作 ”，缺乏锐意探索的
勇气

相比于伴随着 “新概念 ” 成长起来的

“80后” 作家， 新近 “出道” 的 “90后” 们

似乎更显现出了对于传统严肃文学的亲近。

文学素养高、 文笔老到， 是评论界对这批年

轻作家的普遍印象 。 但与此同时 ， 过于成

熟、 同质化的书写， 也引起了不少业内人士

的重视。

在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何平看来 ，

“90后写作 ” 的最大问题就是 “温吞世故 ，

缺少对文学惯例的突破。” 他指出， 新世纪

以来正是一个文学边界极不稳定的时代， 本

当涌现出更多 “探险” 的作品， 但 “90后”

的写作却太 “乖”、 太谨小慎微。 究其原因，

他们过于成熟的文学起点和同质化的文学趣

味， 对于个人化的文学 “探险” 有所伤害。

另一方面 ， 当下各方面的诱惑太多 ， 一些

“新作家” 也养成了机会主义的心态， 一上

手就是成熟的 “老年写作”， 因为他们知道

文坛需要什么样的 “文学”。 何平不禁发问：

“我们想象的那种 ‘年轻而不同’ 的创造力

在哪儿呢？” 这种 “年轻而不同” 的创造力，

在他看来， 正是文学向前拓进的动力。

此前， 在阅读一些杂志的青年文学专辑

后 ，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金理也有些遗

憾。 他发现， 大多数人的创作面貌单一， 太

像 “小说 ” 却看不到令人眼前一亮的想象

力， 和在形式上的探索创新。 在他看来， 这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今天的阅读环境不鼓励

形式的探索，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 “无难度”

的大众阅读方式， 让简单复制现实的创作成

为很多年轻人更 “稳妥” 的选择。 但青年人

的文学难道不应该召唤出不羁的想象力， 去

“试他一试” 么？

传统文学界需要打开视野 ，

看到那些“看不见”的“90后”作者
尽管很多 “90后” 写作给人留下了同质

化、 鲜少形式创新的印象， 但有意思的是，

也有人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 《西湖》 杂

志编辑李璐告诉记者 ， 她所接触到的 “90

后” 作家风格各不相同， 很多人非常关注形

式上的创新。

看似严重分歧的评价， 其实并不矛盾 。

“具有探索精神的 ‘90后’ 写作者并非不存

在， 而是我们 ‘看不见’ 他们。” 金理告诉

记者， 他曾在复旦大学的学生中组织 “望道

读书会”， 学生们在阅读了多家刊物推出的

青年创作、 “90后” 文学专辑后， 普遍表示

这些作品不能代表他们的同龄人中最有创造

力的文字。 经由学生的推荐， 金理才第一次

听到了大头马、 王苏辛等一批优秀的青年作

者的名字。

这便很好地解释了之前的现象———主流

评论界眼中的 、 在一些出版物上展现出的

“90后” 作家面貌， 是用各自标准筛选过的

不完整的结果。 还有更多不一样的写作者需

要传统文学界打开视野， 去寻找、 去发现。

可喜的是， 近来已经陆续有一些传统文

学期刊在张开怀抱，发掘不一样的文学新声。

出生于1989年的大头马是当下在青年读者中

极具人气的一位“准90后”作者，其最近入选

《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的小说引起了巨

大争议：一些人觉得完全是“乱写”，一些人则

对她突破传统文学边界的写法十分赞赏。此

外，王苏辛、李唐等“90后”的作品也都颇具新

意，引发了关注。可以预见，扩大网罗面之后，

文坛要热闹起来了。 茛 下转第四版

他研发的新药
惠及1500万患者

本报今天刊发特稿追记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党员科学家
王逸平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今年4月11日，一位55岁

的优秀党员科学家倒在了科研岗位上， 离开了他挚爱一

生的新药研发事业。他为人们带来了冠心病、心绞痛的救

治良药，迄今受益患者超千万。而他自己却与不治之症克

罗恩病抗争了25年。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研究员、课题组长、博士生导师、所党委委员王逸平。

王逸平长期从事心血管活性化合物的药理作用和

分子机理研究和心血管药物的研发。他先后承担科学技

术部“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专项、中国科学院重大专

项、863课题等重大科研项目。 作为主要发明人之一，历

经13年不懈努力， 成功研发了现代中药丹参多酚酸盐，

该项目被列为国家发展改革委中药现代化示范项目，已

在全国5000多家医院临床应用 ，1500多万患者受益 ，累

计销售额突破200多亿元， 被评为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医

药品种。

王逸平主持药理研究的抗心律失常一类新药 “硫酸

舒欣啶”已获得中、美、英、法、德、意、日等国家的发明专

利授权，正在进行二期临床试验。同时，他还构建了一系

列心血管疾病治疗药物的研发平台和体系， 为全国药物

研发企业完成了50多个新药项目的临床前药效学评价，

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王逸平为国家培养了3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他曾

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中国科学院杰出成就奖，

荣获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

作者称号。 他带领的研究团队获得 “中国科学院先进集

体”称号。

4月17日王逸平追悼会当天，本报在文汇App新媒体

平台率先报道了他的感人事迹。随后又在4月26日以《要

做出全球医生首选的处方药》为题刊发相关报道，引起强

烈社会反响。

如今，王逸平去世接近四个月，人们对他的思念不仅

没有淡去，反而愈加浓厚。大家回想起他献身科学、牢记

使命、服务人民的人生追求，严谨细致、创新协作、追求卓

越的科学精神，忘我发奋、坚韧执着、只争朝夕的优秀品

质，以及甘于寂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 。今

天，本报再次刊发报道，追忆他的事迹，让更多读者了解

他高洁纯净的精神世界。

■本报记者 钱好

下周三，上海书展与你不见不散
500家出版社15万余种图书1150场阅读活动，集中亮相2018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

本报讯 （记者许旸） 2018 上海书展

进入最后一周倒计时。 记者从昨天书展组

委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 8 月 15

日至 21 日举办的第 15 届上海书展暨

“书香中国” 上海周期间 ， 500 家出版社

15 万余种图书 1150 场阅读活动将集中亮

相， 其中 890 场活动在主会场上海展览中

心和各书店分会场， 260 场活动在各区分

会场， 活动数量与分会场数量皆创新高。

发布会上， 本届上海书展主宾省贵州

代表团、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外文局 （中

国国际出版集团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等公布了重点

新书与活动。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 也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上海书

展作为弘扬主流价值、 传播先进文化的重

要阵地， 将着力办好体现主旋律、 正能量

的优秀图书相关阅读活动， 助力上海文化

品牌建设。 首次组团的中国外文局 （中国

国际出版集团） 将携 5750 余种图书亮相，

涉及 20 余个语种， 特设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 多语种及国际合作翻译出版成果专

架， 此外还有 “读懂中国” 专架、 阿加莎

专架、 午夜文库专架等。

茛 下转第四版

“9分钟奇迹”打造“卒中中心样板间”

长海医院以流程再造重构脑卒中诊疗方式，创下国内救治最快速度

11时33分， 上海长海医院急诊大厅内 ，

急诊呼叫系统响起： “一位疑似卒中患者到

达医院”。 脑卒中一线医生与卒中护士立即

投入救治状态。 一分钟内， 患者生命体征采

集完毕； 三分钟后， 被转运至CT室； 18分钟

后， 静脉溶栓完成， 患者病情开始好转。

这是日前记者在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

目睹的一幕。 作为承接上海最多脑卒中患者

救治工作的长海医院， 这样的速度， 归功于

其首创的脑卒中患者 “一站式” 诊疗服务。

我国每年有约200万新增卒中 （俗称 “中

风”） 患者， 并以每年9%的速度攀升。 “每增

加15分钟， 卒中患者无残疾生存的可能性便

下降10%。” 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 神

经外科主任医师刘建民介绍， 按照国际标准，

卒中患者DNT （从入院到静脉溶栓） 时间只

需低于60分钟即可达标； 而在长海医院， 这

一时间目前控制在了20分钟以内， 大幅提高

了卒中患者抢救的成功率， 有效降低了致残

率和死亡率。

脑卒中诊疗 “长海模式 ” 得到国家卫

生健康委高度认可 ， 更被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陇德誉为 “卒中中心样板间”， 建议向全

国推广。

打破科室间壁垒，与死神抢时间

2015年10月2日， 早晨7点。 对于这个时

刻， 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副教授张永巍记

忆犹新： “当时接到120电话， 说有个卒中

患者正送往医院。” 接到任务， 医生和护士

严阵以待， 从病人入院到第一剂静脉溶栓注

入只用了9分钟， 长海医院由此创下全国脑

卒中救治史上的最快纪录。

9分钟奇迹的背后， 是刘建民带领团队

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以往， 卒中患者就

医， 不得不经历挂号、 初诊、 血液检查、 影

像检查等多个环节， 在医院各科室间 “折返

跑”， 往往因此而延误了最佳抢救时机。

如何尽可能精简就诊流程、 缩短DNT时

间？ 刘建民与神经内科主任邓本强等科室骨

干反复模拟卒中病人就诊的每一个环节。 他

发现， 问题出在现代医疗体系中， 条块分明

的学科界限， “要想提高救治速度， 必须跨

学科合作， 构建融合型卒中中心。”

在刘建民的建议下， 医院打破各科室间

壁垒，从全院12个科室中抽调精兵强将，科学

重组。2013年，混编了神经内外科、影像科、血

管外科等60多名医生、 完全独立运作的跨学

科“脑血管病中心”，在长海医院成立。

从病人围着医生跑 ， 到医生围着病人

跑， 原来必经的多个环节变成了如今以导医

台 （急诊预检）、 CT室、 导管室三点为中心

的就诊流程。 脑卒中一线医生与卒中护士24

小时全天候待命， 一刻也不懈怠。

坚持 “先诊疗后付费 ”，五年
从未有患者欠费

“为了第一时间挽救母亲生命，主治医生在

没有确认收到任何手术费用和保证金的情况

下，毅然为我母亲进行了微创取栓手术……”一

封患者感谢信， 讲述着脑血管病中心坚持了

五年的爱心义举。 茛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陈青 李晨琰

王逸平生前照片。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供图）

为了做出全世界
医生首选处方药

殚精竭虑三十年———

荩 刊第四版

“新虹易公里”破解职工通勤“最后一公里”
■闵行区新虹街道干部深入虹桥商务区企业了解“上班族”

通勤“难点”，及时调集资源出台共享班车解决方案

上海译文走过40年，
一扇扇打开世界文学之窗
属于上海译文的“高光时刻”

今年上海书展主会场仍设在上海展览中

心。图为去年书展首日，场馆内人头攒动。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