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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医疗，摸索“农村包围城市”攻略
上海“翼依信息”创建的医疗平台覆盖人群超过1000万

说起医疗与AI（人工智能），人们通常会

默认它们碰撞出的成果应该在顶级医院造

福病人。然而，一家来自上海的AI创业公司

却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AI版“农村包围城

市”的价值。目前，它创建的AI医疗平台，覆

盖人群超过1000万，在我国中西部多个省市

都有落地。用AI来抬升贫困地区卫生健康服

务体系的下限———在走过许多弯路之后，“翼

依信息” 创始人姜磊终于为自己的创业找到

了最合适的定位。事实上，翼依的经验也具有

一定普遍意义：上海在许多领域拥有经验、技

术、人才等优势，完全可以通过AI手段，向其

他地区形成辐射， 从而为高质量发展和动能

转换提供有力的支撑。

村医们的“执业导航”

在河南驻马店，翼依与地方政府合作打

造的AI医疗平台， 正成为乡村医生与800万

市民的好帮手。在当地几乎所有村医的手机

上，都安装了翼依信息的人工智能App?他们

每天的执业则越来越受益于该平台的支持。

每天出门前，AI平台会自动筛选出最需

要处置的病人， 或是最需要随访的家庭，将

任务单下发给村医们。 村医进了村民的家

门 ，第一件事就用App签到 ，并且输入发到

村民手机上的验证码，以证明“我正在按计

划工作”。在随访、诊疗期间，AI平台就会像

导航软件那样，伴随病人对症状、家族史等

的陈述，一步步地引导村医们，用规范、科学

地方式，完成一次出诊，并给出诊断建议。

今年， 驻马店市已被国家列为 “互联

网+健康扶贫 ”试点地区 ，翼依的平台则是

该试点关键的技术支撑。姜磊说，翼依在驻

马店打造了两个AI平台———医疗健康服务

平台主要面向政府， 它将各医疗机构收集

到的病历等信息， 整理成为一个公共卫生

大数据库，提炼出关键信息，从而提高政府

公共卫生服务和管理能力?茛 下转第五版

■“探访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系列报道譽訛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确保圆满成功举办 彰显上海特色水平
指出要以举办大会为契机，着力打造国家人工智能发展高地

应勇赴徐汇西岸地区察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筹备工作

本报讯 备受瞩目的 2018 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将于 9 月 17 日至 19 日在上海举

办。 昨天上午， 市委副书记、 市长应勇赴

徐汇西岸地区察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筹备

工作。 应勇指出， 人工智能是全球新一轮

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 也是引领未来发

展的新引擎。 上海要抢抓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的重大机遇， 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为契机 ， 加快集聚人工智能企业和人

才， 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成果应用， 着力打

造国家人工智能发展高地。 大会筹备进入

最后冲刺阶段， 要加强统筹 、 精益求精 ，

对各项工作再检查 、 再细化 、 再落实 ，

确保大会圆满成功举办 ， 彰显上海特色

和水平。

上午， 应勇与副市长吴清一行先后察

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场馆和 “精品展”。

围绕城市智脑、 智能核芯、 创新算法三大

板块 ， 各类创新企业将展示城市智能运

营、 医疗、 金融等领域最新的人工智能应

用技术和产品。 茛 下转第五版

专门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搭建的西岸艺术中心 B 馆。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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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就是国家，守岛就是守国
——— 记新时代的奋斗者王继才

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３２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
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 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
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最大程度调动全社会参与积极性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殷一璀出席调研座谈会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李静）《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拟

提交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昨天，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

赴黄浦区实地调研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并听取市政府相关部门

关于法规草案起草情况及主要内容的汇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殷一璀出席调研座谈会并讲话。 茛 下转第五版

绝不能让八卦猛料盖过美学醇香
德拉克洛瓦患上 “中二病”? 马奈堪称

“大型八点档狗血剧男主角 ”? 德加是个闷

骚、 阴郁的 “变态狂” ……

蒙娜丽莎原来是达芬奇的女佣? 丢勒的

师傅居然是一只兔子? 鲁本斯竟然用哈哈镜

把皇后画胖了100公斤……

新近出版的一批艺术普及读物脑洞大

开， 猛料十足。 它们掘地三尺打捞艺术周边

情爱、 杀戮等八卦轶事， 甚至植入表情包、

弹幕、 穿越等各种流行文化元素。 将高冷的

经典艺术拽下神坛 ， 读者当真就能秒懂艺

术？ 专家认为， 满足好奇心固然重要， 如果

艺术史写作一味强调花边新闻和名人八卦，

则偏离了艺术普及的初心。

岂能用大量八卦段子烹调出
艺术的“麻辣香锅”

艺术普及读物接上地气， 似乎是从四年

前网络红人 “顾爷” 把一连串艺术普及原创

热帖变成 《小顾聊绘画·壹》 《小顾聊绘画·

贰》 等图书开始 。 以 “吐槽式神总结 ” 为

能事的这一系列图书 ， 出一本火一本 ， 至

今保持着艺术图书的畅销纪录 。 渐渐 ， 将

艺术普及变得轻松有趣的图书正在形成一

个出版热点。

不可否认， 这些通俗有趣的普及读物为

艺术大师、 旷世名作贡献了越来越多的 “打

开方式”。 比如， 在 《美术馆里聊怪咖》 一

书中， 日本美术评论家山田五郎和广告文案

撰稿人古山淳子这两位作者一逗一捧， 说起

对口相声， 为寻找艺术怪咖中的战斗机而开

了一档 “吐槽大会”。 塞尔维亚漫画家格拉

迪米尔·斯穆贾带着女儿画了一套 《疯狂艺

术史》， 以少女鲁娜和一只名叫文森特的猫

作为线索人物， 用漫画形式带领读者穿越时

空， 参与西方艺术史的 “大事件”。 法国马

赛大学艺术史高才生董悠悠写了一本 《被误

诊的艺术史》， 像侦探一样解读名画， 用18

起艺术史 “悬案 ”、 18个名画 “案发现场 ”

吊足了人们的胃口。

在这些艺术普及读物中， 一类 “套路”

屡试不爽， 那便是———强调 “戏剧性”， 以

大量鲜活生猛的八卦段子穿插其中， 在某些

具有 “抓人” 潜质的细枝末节上浓墨渲染、

深入解读。 且看， 擅长描绘女人的雷诺阿，

众多画作中的每一个女人都被某些作者盯得

死死的 ? 对于德加 “舞女 ” 系列的深度解

读， 甚至有一本书就花了不小的篇幅纠结于

这样一个细节———与德加笔下芭蕾舞女同框

的， 为何总有一个秃顶老头……

亲近艺术，不能为获得谈资而
无视审美经验

这一类 “好看” 的艺术读物迎合的， 是

大众的碎片化阅读习惯和对八卦新闻的猎奇

心理。 对此， 业内人士的提醒也一语中的：

“这样的读物 ， 不能当作严肃的知识来看 ，

其中不少八卦故事未必准确， 有捕风捉影、

添油加醋的嫌疑 ， 某些图书甚至充斥着尺

度相当大的想象。” “调侃的笔调对于成年

人来说可能是消遣 ， 但对于孩子来说可能

是误导。”

“艺术本身没什么不可以谈。 但如何把

艺术讲得有意思， 要靠学问与才华。” 中国

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生吴京颖告

诉记者， 如今致力于普及艺术知识的艺术史

学者其实不在少数。

茛 下转第五版

■“抵制泛娱乐化”思考系列报道之二

■ 新近出版的一批艺术普及读物脑洞大开，猛料十足。它们掘地三尺
打捞艺术周边情爱、杀戮等八卦轶事，甚至植入表情包、弹幕、穿越等各种
流行文化元素。将高冷的经典艺术拽下神坛，读者真的能秒懂艺术？专家认
为，满足好奇心固然重要，如果艺术史写作一味强调花边新闻和名人八卦，

则偏离了艺术普及的初心。亲近艺术，重要的不是获得某种谈资，而是在艺
术中获得审美经验和人生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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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

书记李强就坚持“留改拆”并

举、深化城市有机更新、进一

步改善市民群众居住条件有

关工作，前往普陀、静安、虹

口实地调研， 现场察看旧住

房综合改造、 加装电梯等项

目推进情况。 李强强调，“留

改拆” 并举综合推进各类旧

住房修缮改造，是事关长远、

十分重要的惠民举措， 要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工作

的指示要求， 进一步增强紧

迫性和责任感，创新思路、办

法和机制，市区联动、多策并

举、加大力度，加快改善基本

居住条件， 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始建于1951年的曹杨新

村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

村。随着时间推移，房屋逐渐

老化， 居民期待改善的呼声

越来越高。自2014年以来，普

陀区采用“贴扩建”方式对非

成套公房进行改造， 通过适

当增加建筑面积， 达到成套

独用，完善居住功能。在曹杨

五村南岭园小区，已有近600

户居民受益。 李强走进住房

还未改造的居民家中， 厨卫

合用加上年久失修， 屋子里

逼仄昏暗。 李强关切询问居

民们对老公房成套改造的想

法，大家连声表示，看到对面

改造后的“样板房”，希望自

家也能早日改造。 居委干部

告诉市领导，已经通过征询，

近期就能开工。随后，李强来

到住房已经改造的住户家

中， 屋内明亮整洁、 井井有

条。 居民向市领导展示了独

立的厨卫间， 高兴地表示不

用离开熟悉的环境， 还能改

善居住条件，感谢党委政府为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李强祝

大家生活越来越幸福。他叮嘱区里同志，要结合旧住房实际

和居民群众所需，不断创新探索改造的方式路径。要因地制

宜、内外兼修，提升规划水平和改造品质，让老百姓有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

静安区彭三小区十多年来探索采取老旧住宅拆除重建

方式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并同步配套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从

破旧老房子搬入全新电梯房的居民感触最深， 再也不用为

厨卫合用、雨天漏水犯愁，生活质量明显提升。李强说，看到

大家的居住条件改善了，我们由衷地为你们感到高兴。希望

大家一起帮忙做工作， 用你们的实际感受影响动员其他居

民，推动旧住房综合改造加快推进，让更多居民受益。市领

导还走进正待住房改造的底楼居民老李家中， 看到老李家

的屋内地势明显低于屋外，大白天还得开着灯照明，李强握

住他的手说，大家的居住困难，我们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市里、区里想了很多改善的办法举措，街道、居委干部们也

整日奔忙，希望居民们共同支持，我们一起努力，早日完成

住房改造，生活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虹口区春阳里是典型的上海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属

历史风貌保护街坊。在一期试点改造过程中，建筑外部完整

保留石库门历史建筑原有风貌， 建筑内部在确保房屋结构

安全前提下，调整功能，厨卫成套独用，让居民彻底告别拎

马桶的历史。 茛 下转第五版

■ “留改拆”并
举综合推进各类旧
住房修缮改造 ，是
事关长远、 十分重
要的惠民举措 ，要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对上海工作的指示
要求， 进一步增强
紧迫性和责任感 ，

创新思路、 办法和
机制，市区联动、多
策并举、加大力度，

加快改善基本居住
条件， 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本报记者 范昕

百度来了，如何打开“AI新高地”宏图
杨浦通过政策引导推动产业升级 今年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总产出目标为300亿元以上

百度来了， 杨浦区人工智能地图上多

了一处重要图标。拥有20个科技园区、90处

众创空间 、2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的杨浦

区，正徐徐展开其建设“人工智能新高地”

的宏伟蓝图。

根据杨浦区提出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目标：到2020年要建成1个人工智能

特色产业集聚区， 培育2到5家标杆企业、2

到3个创新平台，形成20个人工智能深度应

用场景， 建设30个以上人工智能应用示范

项目。今年，杨浦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

总产出目标为300亿元以上。

为人工智能企业“画肖像”

杨浦区不乏行业知名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领域企业：英语流利说、学霸君、优刻得、

千寻位置网、爱回收等土生土长的企业已颇

有声名，业务范围涵盖教育、城市大数据、金

融、保险等领域，在算法能力、场景数据方面

都有丰富积累。 而百度此次落户的长阳创

谷，是上海最当红的创业园区之一，也是杨

浦区规划中的人工智能产业高地之一。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 不管是产业部门

还是统计、 税务部门都没有形成明确的界

定和统计口径。为了摸清辖区人工智能企

业“底细”，杨浦区科委选择60家最具代表

性的企业作专门分析 ， 画出代表企业肖

像 ，把它们分为核心业态企业 （36家 ）、关

联业态企业（11家）、衍生业态企业（13家）

三类。

以技术创新为主的核心业态企业，都

表现出了 “AI+行业 ”的技术优势 ，如智能

产业、智能技术服务、智能基础设施等。比

如智能基础设施及技术服务企业中的佼佼

者IBM， 正在推动商业人工智能平台 “沃

森 ”（Watson）应用于电子 、能源 、教育 、汽

车、医药等各行业或领域?智能产品企业的

核心技术，集中于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语

言识别、 机器人等领域， 行业应用包括教

育、金融、无人驾驶等? 茛 下转第五版

■本报记者 钱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