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剧 《北平无战事》 昨天在人民大舞台上演。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驻陕记者 韩 宏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为救她，医生专门造了一座“小宫殿”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克服重重难关，成功救治开院以来收治的出生体重最轻早产儿
她叫“小五”，因为她前面的四个

哥哥、 姐姐都没有活着离开妈妈的子

宫；她也叫“一斤”，这次她活着降临人

世，但体重仅 545克，一斤多一点。

去年 10 月 15 日，“小五” 被抱到

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她成为这家医

院自 1998 年开院以来收治的出生体

重最轻的早产儿。 文献显示， 在全世

界， 这样的 1 公斤以下低体重早产儿

在出生头三天里的死亡率高达 50%。

活过三天， 就是他们生命中第一个真

正的生死挑战。

其后两个多月的多个生死关口，

都被儿童医学中心的医生们一关关克

服。就在上周，“小五”拿到了人生的第

一张“毕业证书”，她可以出院了！

“回家，过年！ ”抱着“小五”，来自

湖南的这对不善言辞的夫妇对医生说

出了期盼已久的心愿。

为一个孩子 ，“八死一
生”的都有

2018 年 10 月 15 日，随着一声响

亮的啼哭，一个胎龄 28 周、出生体重

仅 545 克的早产宝宝在上海仁济医院

降生， 她被医护人员赶紧送往与仁济

医院一墙之隔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一群医护人员早已准备好了。

“她出来太早了！ 正常的 28 周宝

宝在子宫内会长到 1000 克左右，可她

只有 545 克，本身就功能发育迟缓，还

可能经受缺氧、能量不足等问题。 ”上

海儿童医学中心新生儿科主任医师贝

斐还记得与“小五”的初次相见，她只

有巴掌大小，皮肤薄而透明，大腿比成

人的拇指还细。

医学上， 早产宝宝由于多脏器发

育不完全，出生后就面临呼吸窘迫、呼

吸衰竭、喂养困难、免疫屏障弱、易感染、

颅内出血和脑病发生率高、 并发症风险

高等棘手问题。 他们还可能遭遇早产儿

视网膜病变、听力障碍、支气管肺发育不

良等一系列麻烦……十月怀胎， 瓜熟蒂

落，这是有道理的。 如果人间是大海，低

体重早产儿就如同大海上的小舢板，一

股小海风就可能把他们彻底击沉。

“小五”在妈妈的子宫里待不住了！

在她之前，她的妈妈已历经四次流产。这

次为保住“小五”，一家人从湖南赶到了

仁济医院， 这里是上海危重孕产妇救治

中心之一。

“危重产妇自身的体质及先天宫内

环境不佳， 她们的宝宝往往会过早离开

母体，先天极其不足。”贝斐清楚，这类妈

妈不适合生育，但作为女性，她理解这样

的母亲。 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故事

和难处，在他们接触的病例里，曾有一个

高龄妈妈流产八次最终得子的，“九胎一

产”“八死一生”，就为一个孩子。

“模拟子宫 ”温润脆弱的
小生命

为抢救这个珍贵儿， 上海儿童医学

中心新生儿监护室为“小五”启动了“一

对一”特别护理，并全程做保护性隔离。

什么叫保护性隔离？ 在新生儿监护

室里，医生为“小五”造了一座“小宫殿”：

一出生，她就睡在这个保暖箱里，这不是

一般的早产儿暖箱，远远望去，这个暖箱

里云雾缭绕 。 因为暖箱里湿度达到

90%，为的是保证宝宝的皮肤湿润，平日

医护人员要进行医疗操作时， 开箱时间

还不能长，因为里头的湿度、温度都有精

细控制。

早产儿的身体内环境的调节能力很

差，在出生头三天里，体内电解质紊乱、

血糖水平等控制不好， 都将对他们造成

致命打击。 此外，因为出生太早，小宝宝

还没学好自主呼吸， 营养也跟不上……

为此，医务人员为“小五”建立了鼻塞呼

吸机这种无创的呼吸支持体系， 再通过

脐静脉置管，营养物质由脐带输送到“小

五”的体内———呼吸、营养这两条重要的

“生命线”就此建立。

起初， 这个保暖箱外还穿了一件特

制罩衣，“小五” 的眼睛也戴上了特质的

小眼罩，耳朵旁有柔软的耳贴；还躺在一

个鸟巢包里，小手每次向外推开时，都能

触碰到四周的包裹……原来， 声音、光

线、湿度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小五”

感觉还在子宫里，给她安全感。这一切都

是在模拟子宫的内环境！

就这样，三天，七天……经过医护人员

呼吸管理、营养支持、感染防控等各环节在

内的周密的诊疗方案，“小五” 顺利地渡过

了一个个生死关口。

值得一提的是，喂养过程中，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引入了“袋鼠式护理”，鼓励妈妈

母乳喂养。 妈妈被请入新生儿监护室，从

0.5 毫升开始，逐步增加，最终，“小五”顺利

地实现了由母乳支持全肠内营养。

“袋鼠式护理”是国际卫生组织推荐的

最佳早产儿护理模式之一， 早产儿的父母

亲以类似袋鼠等有袋动物照顾幼儿的方

式，将早产儿直立式地贴在父母亲的胸口。

这种模式需要医护人员更密切地观察孩子

的情况。对于这种“自讨麻烦”，在医护人员

看来，却是值得的。

希望她站在阳光下， 迎接
更多人生第一次

“小五”也盼来了好结果。 在经历近 90

天的精心治疗， 她的体重成功增长到近 4

斤。 上周，她终于搬出了“小宫殿”，顺利回

到了妈妈的怀抱。

目前全世界每年出生 1200 万早产

儿 ，我国居世界第二位 ，每年约有 100 多

万新生早产儿，其中极低（<1500g）和超低

（<1000g）出生体重儿的数量逐年增加。 医

学的进步， 让许多早产儿得以降生但这也

增加了后续救治的难度。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新生儿科作为 “上

海市危重新生儿诊治中心”之一，在过

去 20 多年里，将成功救治早产儿的最

小胎龄和最低出生体重不断刷新，从胎

龄 28 周、26 周到 23 周， 从出生体重

735克、660克到 585 克，直至 545 克。

“20 多年的临床经验让我们有勇气去

接治这个超级迷你宝宝。 ”贝斐说，他

们眼下的挑战是，不仅让孩子活下来，

还要活得好。 孩子后期的神经与智力

发育是一个系统过程， 将来的路还很

长。为此，他们在此前的抢救中就已引

入袋鼠式喂养、发展性护理等理念。

发展性护理的工作很细琐， 很多

工作不仅家长看不见， 许多医务人员

也未必关注。 比如，早产儿的姿态。 当

“小五”睡在暖箱里的时候，护理人员不

仅给她特制了一个鸟巢包，还注意将她

的小手、小脚向身体中间收拢，这是模

拟子宫里的卷缩体位， 也是保护性的

体位。 医护人员发现，当孩子的双手靠

近小嘴巴时， 能促进他们的吞咽功能。

待“小五”生命体征平稳后，护士每天还

会定时给她做一些轻柔地抚触， 再让

妈妈录一些小故事、小音乐播放给“小

五”听，让她对声音有了一些敏感。

这一切看起来微不足道， 却都是

为了孩子将来的神经、 大脑与身体发

育。医护人员为什么这么拼？他们告诉

你：这是一个女孩子，我们希望她不仅

活下来， 将来还能漂漂亮亮地站在阳

光下，唱歌、跳舞、结婚、生子，顺利地

迎来更多的人生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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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黄启哲） 经过试演

和调整后， 上海京剧院创排的新编现代京

剧 《北平无战事》 于昨晚在人民大舞台结

束首轮为期三天的正式演出。 作为该剧艺

术顾问， 原著作者刘和平此次专程来沪观

看。 他表示， “好戏都是慢慢磨出来的，

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开端， 我们一

起再努力， 争取把它做得更好。”

该剧故事围绕 1948 年的北平展开 。

看似平静的北平城内实则经济崩溃、 民生

凋敝。 国民党政府和权贵家族不顾民生安

危， 贪婪成性。 中共地下党员谢培东、 方

孟敖等人为了北平古城的和平解放， 与敌

人展开周旋。 有热播同名电视剧的成功在

先， 要将数十集的电视剧浓缩在两个多小

时的舞台上， 着实不易。 此次京剧改编一

大突破， 就是将电视剧中倪大红饰演的配

角谢培东， 作为舞台上的第一主角来展开

故事。 这源自于刘和平对编剧龚孝雄的鼓

励， “改编创作的胆子要大一点， 不要太

拘泥于现在的故事和人物， 不要去做缩编

的傻事。” 带着这份信任， 龚孝雄用近两

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剧本创作， 在谢培东一

角上， 还揉进崔中石的故事， 使得新的男

一号形象更为丰满。 看完谢培东唱主角的

《北平无战事》 后， 刘和平也认可这样的

处理： “其实我的戏有一个特点， 一般都

是群戏， 哪一个人物出来都可以是主角。

况且几十个小时的电视剧， 两个小时的京

剧要表现肯定需要一个横切面。”

作为总导演， 王晓鹰在接手这部戏时

也感慨有几大难 。 首先是电视剧版本给

了观众先入为主的印象 ， 无疑提高了观

众对于戏曲呈现的期待值 。 其次 ， 如何

在有限的篇幅高度浓缩情节 ， 充分体现

原著的思想意涵， 需要悉心研究。 再者，

戏曲现代戏难免要面对 “话剧加唱” 的质

疑， 因而他在该剧的创排中， 致力要将京

剧特有的程式化与现代人的情感起伏有机

融合起来。

为此， 王晓鹰给予谢培东的饰演者、

“麒派” 表演艺术家陈少云充分发挥唱念

做打优势的自由。 一场黄包车雨夜追女的

情节， 陈少云与饰演车夫的青年演员一前

一后搓步、 跑圆场， 硬底子功夫让台下叫

好掌声连连 。 老戏迷一看就懂经 ： 这是

《徐策跑城》 的圆场， 将对女儿的关切与

焦虑充分外化。 王晓鹰还设计了一个前后

呼应的戏中戏场景。 作为京剧名伶， 方步

亭的妻子程小云曾与方步亭约定一起唱一

出 《霸王别姬》。 方步亭与程小云在狱中

诀别时， 两人隔着铁窗完成这段戏码。 随着二人的演唱， 牢

狱消失， 扮上戏妆的霸王虞姬现身， 完成四人共舞。 写实与

写意的结合呈现出戏曲的独有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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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暖箱里的 “小五”。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供图）

为何用骨签刻文而非竹木简
近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

柱就《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的出版，接受

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记者：如何从“职官制”角度认识这批

骨签出土的意义？

刘庆柱：文物不是因“物”而是因“文”

重要。官吏怎么管理？史书有“职官制”提供

信息。汉代“百官公卿表”记载到部级，但其

中没有基层官吏，而管理社会的基层官吏，

大量是县级以下的官员和一般办事员，对

这些人怎么管理，以前不知道，史书也不记

载。 这批汉代微缩宫廷档案主要记的恰恰

就是县级以下的官吏，我们复原后才知道，

早在 2000 多年前，中国最基层的官吏是乡

一级，村一级没有官员。

这是一批珍贵资料，一个是量大，时间

准确； 再一个， 我们今天是从历史发展来

的，这批东西就能证明。 此外，骨签还涉及

人类学、民俗学、军事学，以及工业、军工生

产管理、国家安全问题等许多方面。

记者：西汉有竹木简，为什么这批档案

用骨签？

刘庆柱： 这就是为什么把它称作档案

的重要之处。所有的档案，古代与现在的要

求是一样的：第一是用的、备查的；第二，书

写材料要结实，要易于保存、长期使用；第

三，体积要小，体积越小可存放的量越多。

这批骨签具有五个特点： 一是分门别

类存放，遗址出土骨签刻文内容不一样，有

的集中为“河南工官”，有的集中为“南阳工

官”；二是收藏时间长，从骨签刻文年号看，

它延续了 100 多年；三是骨签刻文类似“微

雕”，用最小体积储存了最大信息量；四是

骨签质地坚硬，与竹木简相比，更能满足长

期保存的需要。它用坚硬的动物骨头刻文，

虽然书写困难得多，但形制基本相同，都是

长条形骨片，大小相近；五是骨签放置的房

屋和院落，防卫特别森严。正因为骨签的这

些特点，皇室选择它作为宫廷档案材料。

专家访谈

荨茛考古人员在考古一线发掘。

（均资料照片）

荨荩90 卷 《汉长

安城未央宫骨签》堪称

目前国内考古学研究

规模最大的一部作品。

茛出土的有文字骨签。

制图：李洁

最早“国家档案”揭秘西汉军工
90 卷《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整理出版，6 万多件微缩宫廷档案重见天日

经过 30 多年整理研究，上世纪 80 年代

出土于西汉未央宫的一批骨签资料，被汇集

为《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已由中华书局出

版，6 万多件汉代微缩宫廷档案重见天日。这

部解密“中国首批国家微缩宫廷档案”的巨

著由 90 卷 8 开本组成， 堪称目前国内考古

学研究规模最大的一部作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与

李毓芳、 刘瑞三位研究员分任该书正副主

编。 以该所名义编著的这一巨著收录了汉长

安城未央宫第 3 号遗址 （即中央官署遗址）

出土的 64305 件骨签， 其中刻字骨签 57644

件。 这批骨签是目前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具

有保存 、备查 、使用功能的国家级 “宫廷档

案”， 收藏骨签的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成为

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国

家级档案建筑遗址。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

程 2018 年度重大科研成果发布会上，《汉长

安城未央宫骨签》首次公开亮相。 该书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介绍：“这

批骨签以动物骨骼制作而成，其中以牛骨为

原料的占绝大多数。 从刻字内容来看，可分

两种：一种是物品代号、编号、数量、名称、规

格等，另一种是年代、工官或官署名称及其

相关各级官吏、工匠之名。 从骨签刻文纪年

来看， 推测其时代上限应在文帝 ‘前元’以

后，下限应当在西汉晚期。 ”

刘庆柱表示，该书对骨签刻字内容所涉

及年代学、古文字学、职官制度、汉代手工业

史 、兵器史 、档案史 、书法史 、“国家通用文

字”使用与发展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具有重

要的学术意义。

2000 多年前我国就有简化字

1955 年 ，我国推出 《汉字简化方案 (草

案)》，次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 “其

实，早在 2000 多年前的汉代，我们就有了简

化字。 ”李毓芳向记者介绍，这批骨签中发现

了大量简化字。 “粗略统计有几十个简化字，

如‘宁’‘兽’‘万’‘与’‘杂’‘洁’‘麦’等。 这说

明我们进行简化字改革是有根据的。 ”

刘庆柱认为：“通行文字怎么简单怎么

写，但它们是什么样子，以前没有留下来，我

们不清楚。 刻在碑上、石头上的大多是书法

家写的， 而这批刻在骨头上的近 46 万字都

是类似于档案、文书的东西，就是老百姓平

常用的字，基本上与现在一样，说明 2000 多

年以前就已经定型了。 ”

骨签应属西汉皇室遗物

近日，记者随李毓芳实地踏访当年出土

骨签的未央宫第 3 号遗址。

这是一座封闭式大型院落建筑遗址，位

于西汉皇宫———未央宫西部偏北，第 1 号遗

址 （推测为未央宫的大朝正殿—前殿遗址）

以西 880 米处，西距西宫墙 105 米。 长方形

的遗址四周夯筑着院墙，南北两排房屋排列

整齐，东西居中的地方，一条南北向的排水

渠将整个院落“一分为二”。 经考古发掘，专

家推测这里是中央官署遗址。

发掘现场已被填埋， 地面进行了 1∶1 的

复原展示。 李毓芳说：“这就是中央官署建筑

遗址， 骨签就出在墙根下， 东西两个院落都

有，但西院出土少，东院多。 除骨签外，还出土

上千件建筑材料、生产工具、兵器等遗物。 ”

发掘出土的骨签完整的长 5.1 至 7.4 厘

米，宽 1.3 至 3.8 厘米，厚 0.2至 0.6 厘米。 从

所刻的文字内容来看，大体分为两种，其中一

种为弓、弩、箭、镞等兵器和器物的编号，一般

一行字，每行少的一个字，多的十几个字。

“骨签就是国家档案。 在这里，我们第一

次发现了中国宫廷的微缩档案，是用小刀刻

的，最多的 6 行刻了 44 个字。 ”李毓芳说，

“这些骨签是被中央政府有意收藏的档案材

料，不是器物的‘标签’或‘标牌’。 大量骨签

应该是西汉王朝中央政府备查的重要文字

资料，属于中央档案。 从文字内容看，它一方

面便于中央主管部门掌握各地有关工官和

中央某些属官向中央‘供进之器’情况，另一

方面作为质量跟踪的凭证。 ”

李毓芳说：“远处高台建筑群是前殿遗

址，有三个大殿，那是刘邦的办公大楼，西汉

皇帝都在那里办公。 根据这个位置，我们判

断这批骨签应该属于西汉皇室的遗物。

这里曾经“守卫森严”

在院子四周和房门口附近出土了 589

件武器类遗物，只有 17 件出土于房屋内，绝

大多数出自院内和院墙外， 证明当时这里

“守卫森严”。 据介绍，西汉时代的工官是管

理手工业的官署， 工官产品主要是供皇室、

政府和军队使用，主要产品是兵器。 该遗址

出土的大量骨签应是设在地方的工官向皇

室和中央上缴各种产品的记录。

“根据刻字内容与保存情况推断，这批

骨签是目前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具有保存、

备查、使用功能的国家级档案，它是皇家直接

用的，又是军事档案。 用现在的话说，最先进

的工业在国防工办， 这批骨签就是当时的国

防工办的档案，或者说是国家军工生产档案。

它们在房子里基本上是分类摆放、按时间划

分，符合现在档案的管理方式。 ”刘庆柱说。

（本报西安 1 月 20 日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