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0002  国内邮发代号 3-3   国外发行代号 D123   文汇网：www.whb.cn   微信公众号： 文汇报 （ID:wenhuidaily) 微博： @ 文汇报 客户端： 文汇

212019年 1月 日 星期一

农历戊戌年十二月大十六 十二月三十 立春

今天 多云到晴 温度:最低1? 最高8? 西北风3-4级
明天 晴到多云 温度:最低2? 最高10? 偏西风3-4级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第26020号
今日8版 文汇读书周报8版

习近平向墨总统洛佩斯致慰问电
就墨西哥输油管道爆炸事故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月20日就墨西哥输油管道

爆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向墨西哥总

统洛佩斯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说 ， 惊悉墨

西哥中部发生输油管道爆炸事故 ，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我谨代表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 并以我个人的名

义， 向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 向

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 。

希望伤者早日康复。 中方愿为此提

供必要的帮助。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1月19日电
墨西哥伊达尔戈州18日发生的输油

设施爆炸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

至73人， 另有至少75人受伤 。 超过

50名伤者已被转移至首都墨西哥城

的医院。 搜救工作仍面临困难 ， 现

场找到生还者的可能性较小。

伊达尔戈州特拉韦利尔潘市一

处输油设施18日遭不法分子偷油 ，

随后发生爆炸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 当地媒体报道 ， 事发时现场聚集

了约600至800名民众 ， 很多人伤势

严重。

近年来， 墨西哥偷油现象严重，

墨政府正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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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超越，2018年春夏季从一场

选秀类综艺突围， 随后攀至流量顶

端的女孩，最近又引发话题了。继登

上《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年终特刊

封面后，她再次成为封面人物。第一

次，她与大法官沈德咏、故宫博物院

院长单霁翔、 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

等人同被杂志选为 “影响中国年度

人物”；这一回，她和女排队长朱婷、

演员姚晨、 作家蒋方舟等九名女性

并肩，成为《人物》杂志的“2018年度

面孔”。

当一个世俗意义的青春流量偶

像，以相对正式、严肃的形式出现在

年度盘点里， 甚至被冠以 “影响中

国”之名，许多人不禁发问，“她凭什

么”。口气里有诸多不解。大众一边

感慨命运有着诸多可能， 一边对她

的“一夜爆红”持有一定反感。相比

杨超越这样依傍某个综艺节目、依

靠不断炮制娱乐话题、 依仗综艺造

星流水线升腾而起的“明星”，大众

显然更乐见、 更钦佩实力与努力并

存的人物。

可惜， 有些时候事情会脱离想

象，杨超越并非一个人。从近两年大

火的《创造101》《偶像练习生》《这就

是街舞》等网综，到荧屏上始终有着

收视热度的《快乐大本营》《奔跑吧》

等娱乐类综艺， 一种变相的 “成功

学”在渐渐蔓延。上综艺等于流量裂

变，上综艺等于新歌新戏宣传，上综

艺等于捧红新人、翻红旧人，上综艺

等于号召粉丝购买代言商品……种

种公式似乎屡试不爽， 哪怕内容类

似、各种指质不断。

人们看到的是， 新戏进入宣传

期了，剧组整队到综艺节目露个脸，

插科打诨末了喊一句 “票房大卖”

“收视长虹”； 某经纪公司要捧新人

了， 那就送到综艺节目里先刷个脸

熟吧，卖萌卖乖卖惨甚至卖丑都行，

但求让人难忘； 而哪位明星最近担

忧自己没热度了， 那也上综艺走一

遭吧，这边厢节目刚播，那边厢微博

热搜话题已经蓄势待发。总之，有些

娱乐类综艺已经丧失了它们本来的

面目，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明星制造

机”，沦为与“唯流量论”“唯收视率”

“数据造假”“天价片酬”等一系列问

题捆绑的“帮凶”。茛 下转第四版

这家医院如何让科创热情燃起来
124项！仁济医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连续两轮刷新上海医疗机构纪录

不久前在京召开的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

济医院获颁两项大奖， 创下上海医疗机构之

最。 整个2018年度， 仁济医院共牵头四项科

技部重点研发计划， 合计经费7137万元， 纵

向科研经费突破2亿元。 最新统计显示， 该

医院还以12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总数，

再度刷新上海医疗界纪录。

在高手如林的上海医学界， 仁济医院交

出的科研成绩单为何如此亮眼？ 正是因为这

家医院近年推出的重大改革———通过搭平

台、 调机制、 促转型， 让医务人员围绕临床

问题展开科研 ， 一项项科研成果转化成了

一个个新的治疗方案 、 技术 、 药物 ， 造福

患者。

做科研，要瞄准癌症等重大疾病

胃癌和大肠癌在我国的早期诊断率很

低， 中晚期患者病死率居高不下。 仁济医院

房静远教授领衔团队首次证明， 在我国人群

中， 低膳食纤维是大肠肿瘤高危因素， 每天

吃1毫克叶酸可预防腺瘤的初次发生……五

年来， 该团队获得8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相关成果刊载于 《细胞》 《肿瘤发现》

等国际权威期刊， 治疗方案被60多家大型医

院应用， 还写入本科教材， 改写了许多患者

的命运。

在我国， 每年有近3000名儿童因各种疾

病导致终末期肝硬化 ， 死亡率曾超过90%，

唯一的出路是肝移植 。 但是 ， 没这么多肝

源， 许多孩子活不过2岁。 仁济医院夏强教

授团队2006年 “从零起步”， 历时11年终于

攻克多个关键技术， 创立了一套适合中国国

情的儿童肝移植技术体系， 建立了国际首个

全年龄段儿童肝移植供肝选择标准与获取技

术体系……目前 ， 他的团队每年完成超过

400台儿童肝移植手术 ， 占全国60%以上 ，

每例手术的背后是一个个重拾希望的生命。

1月8日， 房静远、 夏强领衔的相关项目

分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要知道， 2015

年起， 国家科技奖大幅缩减授奖数， 总数不

超过300项， 而科研领域各个分支方向的项

目都远超这个数字， 得奖堪称凤毛麟角。 仁

济医院能够占据两席， 可谓这家医院近年启

动转型的一个缩影， 即以临床型科研引领医

学发展， 以体制机制创新， 鼓励医学科学家

瞄准癌症等重大疾病开展科研攻关。

搭平台， 让科创激情释放出来

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 也是医药科创

的策源地、 应用地。 如今， 仁济医院医务人

员投身科研的热情很高， 且无不是瞄准临床

关键问题。

心脑血管疾病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杀

手。 心内科主任卜军教授领衔团队完成的心

血管影像辅助早期诊断技术写入了国外权威

教科书。 针对我国心脑血管疾病高发、 患者

“越治越多” 的窘境， 他正领衔团队牵头科

技部重点研发项目， 在上海、 江苏等地建立

10万人队列 ， 实践 “心脑血管疾病协防共

管” 理念， 试图扭转心脑血管疾病 “重治轻

防” 的局面。

在科技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直

被认为 “含金量” 很足， 最新统计显示， 仁

济医院麻醉科斩获11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连续两年超过10项， 项目数排名全国麻

醉科第一。 茛 下转第四版

■ 仁济医院近年启动转型，

即以临床型科研引领医学发展，

以体制机制创新，鼓励医学科学
家瞄准癌症等重大疾病开展科
研攻关

■ 医院通过搭建基础研究
平台，让科学家与临床医生紧密
合作， 围绕临床医学开展科研，

让各个学科的科创激情充分释
放出来

■ 在仁济医院，临床医学团
队与基础研究平台、团队、人才
“自由恋爱式” 的科研协作正如
雨后春笋般出现，今年，医院还
将在此基础上力推学科交叉和
转化平台建设， 努力推动科研、

临床实践与产业的转化，让临床
活力持续迸发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归途的温情与期待，从一杯热水开始
为保障旅客用水，铁路上海虹桥站的上水工们繁忙穿梭于铁轨之间，在寒风中奔波

回家的火车上， 旅客们打上一杯热开

水 ， 泡一碗方便面 ， 再平常不过了 。 不

过， 你可曾想过， 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

原来这都是忙碌在车站的上水工们的功

劳。 立岗接车、 插管上水、 立岗送车， 周

而复始， 每天重复。 这些就是上水工的工

作。 春去冬来， 无问寒暑， 标准的程序、

麻利的动作， 映衬着他们身上那种坚韧和

职责。

“列车 3 点半进 27 站台， 工作人员

准备接车！” 昨天下午， 铁路上海虹桥站

上水组领班曾祥俊抓起对讲机发出指令。

巧的是， 那一头正好是他妻子张广丽所在

小组。

2019 年春运今天就要启幕了 ， 为了

让更多人平安顺利回家， 曾祥俊、 张广丽

和工友们一起， 往返于铁路轨道中间， 为

一节节车厢加水， 在寒风中执着坚守， 与

冷水和橡胶管作伴…… 茛 下转第四版

开栏的话
新时代 ，新梦想 。我们始

终在路上。

“新春走基层 ”是新闻战
线的响亮品牌，我们在新闻现
场触摸新时代的脉搏，到生产
一线见证新的发展动能，深入
社区倾听老百姓讲诉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记录各行各业为
幸福而奋斗的精气神。从今天
起 ，本报继续推出 “新春走基
层 ”系列报道 ，记者将奔赴城
区乡间深入采访， 历练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向您讲述最
基层 、最一线 、最真实的温暖
故事。

房静远教授（前排）率领团队对重大疾病开展科研攻关。 （仁济医院供图）

1月20日，动车组列车停靠在武汉动车段的存车线上，进行检修和保温作业，为春运做好准备。 新华社记者 熊琦摄

春运大幕今开启

■本报记者 张晓鸣

虹桥火车站上水组领班曾祥俊通过对讲机发出指令， 妻子张广丽就在边上给动车注水，夫

妻俩已连续多年春节不回家，一同坚守岗位。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市政府公布今年
十方面民生实事
紧扣“看得见摸得着能感受更实在”

本报讯 新年伊始，上海市政府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着力推进2019年市政府实事立项工作，充分体现把满

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目标，紧扣“看得

见、摸得着、能感受、更实在”的立项要求，努力提升市民

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 各部门深入研究论

证， 并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19年市政府实事项

目共安排十方面、28项。重点突出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积

极回应民生关切，解决群众急难愁问题；二是着力完善公

共服务，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三是提升安全保障能力，维护

城市运行秩序；四是注重向郊区农村倾斜，促进城乡一体

化发展。

2019年市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事

项目分别为以下十个方面：

一、新增7000张养老床位；改造1000张认知症老人
照料床位；改造80家郊区农村薄弱养老机构；新建80家
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新增40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新增200个社区老年助餐场所。

二、开设550个小学生“爱心暑托班”；新增50个托育
点；新增200家方便户外职工休息的“爱心接力站”，升级
200家现有站点服务功能。

三、帮助8000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为1万
名建档立卡农民提供职业培训等就业服务。

四、完成8万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完成中
心城区11条道路积水改善工程。

五、新建500家社区智慧微菜场；培训家政持证上门
服务人员4万人。

六、推进50处道路交通拥堵点改善；创建100个停车
资源共享利用项目；推进215条公交线路实现中途站点实
时到站信息预报服务；完成中心城区100个出租车候客站
点建设。

七、完成10万户居民住宅老旧燃气立管改造；为700

个住宅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八、为150栋高层公房或售后公房、100个老旧小区
实施消防设施增配或改造；新建10个医疗急救（120）分
站；新建80所智慧健康小屋。

九、新建改建100条市民健身步道；新建改建60片市
民球场；新建改建300个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十、建成绿道200公里。 荩 相关报道刊第二版

荩 刊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