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创新高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市科委昨天召开的 2019 年科技金

融工作会议透露， 截至 2018 年末， 上海辖内科技型企业贷款

余额近 2500 亿元， 比 2017 年增长 25%， 创历史新高。

在科技信贷发展方面， 市科委与 21 家银行、 6 家保险和

担保机构开展科技信贷合作， 通过建立 3 亿元科技贷款风险补

偿资金池， 有效撬动信贷资金 191 亿元， 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显

著； 在服务培育企业方面， 服务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3700 多家，

培育推动 22 家企业主板上市， 297 家企业在新三板、 上海股

交中心挂牌， 有效发挥了科技金融对创新创业的助推作用； 在

降低企业成本方面， 市科委出台的各类科技保费补贴政策， 已

累计拨付 4000 多万元， 支持企业近 2000 家， 为科技型企业承

保覆盖创新和市场化风险超过 100 多亿元。

会上， 市科委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上海证券交易所

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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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养生“套路”远离老年人朋友圈
健康流言、假新闻频频“击中”长辈，专家认为亟需拓展老年人生活需求

“我走过最长的路， 是爸妈朋友圈的

养生套路。” 临近春节， 家庭微信群又活跃

起来， 不少人对长辈们频频转发的养生信

息哭笑不得： “听说芹菜木耳能降压， 患

高血压多年的老爸不再按时吃药了， 还振

振有词地说 ‘药补不如食补’。” “因为笃

信 ‘晚上吃苹果是毒苹果’， 老妈坚决不允

许我饭后吃水果了” ……

不光年轻人吐槽 ， 老年人对网络谣

言、 特别是养生流言的无力抵抗， 还得到

了科学佐证 。 近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

《科学进展》 的一项研究显示： 65 岁及以

上人群分享的假新闻数量是 45 到 65 岁年

龄组的两倍多， 是 18 至 29 岁年龄组的近

七倍。

健康流言、 假新闻频频 “击中” 老年

人， 仅仅是因为他们年纪大了吗？ 这背后，

也许恰恰暴露出我们的 “无知” ———对老

年人的喜好、 需求、 知识水平、 接受能力

等知之甚少， 所以才出现博士生说服不了

被流言 “洗脑” 的爸妈的尴尬。

老年人为何频频落入养生陷阱

“一双鞋垫， 推销员一开始说能治失

眠， 听说我母亲有心脏病后， 又改口说夹

在腋窝下能治心脏病， 这一听就是假的！”

这种被年轻人一眼识破的骗局， 在老年人

身上却屡屡奏效。 甚至有博士生在网上发

帖求助说， 不管自己怎么劝说父母都听不

进去， 一点退休金都用在买保健品上了。

老年人为何频频落入养生陷阱？ 华东

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应用心理

系教授崔丽娟认为 ， 这与群体需求有关 。

在她看来 ， “活着是老年人最强烈的需

求 ，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 ， 能掌握在自己

手里的唯有养生和保健 。 因此 ， 当听说

一种东西具有某种确定性效果时 ， 在经

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 他们往往就想试

一试。”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

院教授李侠从哲学角度分析说， 人是追求

意义的生命体， 老年人退休后获得意义的

渠道不断变窄， 如不能及时补充， 就会陷

入 “意义赤字”， 活下去就成了生活的全部

意义， 这时候无论谁说什么， 都不能阻止

他们对这唯一意义的追求。

由于对于健康的过分关注， 再加上因

年龄增长而导致的认知能力衰退， 老年人

很难抵抗 “虚幻的真实效应” ———在评估

真相的时候， 他们会依赖于信息是否熟悉，

而非理性分析。

全社会对老年人的关心严重不足

当然， 衰老对认知和记忆具有负面影

响， 只是研究提出的一种理论。 崔丽娟指

出， 智力与年龄的关系目前在科学界尚无

定论， 甚至有观点认为， 人的智力会随着

年龄增长而增加。 如果真是如此， 老年人

对于流言的轻信 ， 就不能让智力衰退来

“背锅”。

崔丽娟认为， 老年人上当， 除了他们

的内在需求， “段子手” 们的讲话技巧也

是重要原因： 什么时候煽情、 什么时候说

理， 对不同知识水平的人分别采用什么样

的对话策略， 一套 “组合拳” 打下来， 很

少有人能逃脱他们的陷阱。

在科学传播上， 如何让传播对象信服，

从来都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比如， “科

学诠释者” 课堂强调， 老师和小朋友对话

时最好蹲下， 保持视线与后者处于同一水

平线 ， 这样有利于孩子们接受你的观点 。

而在研究了 3 至 8 岁低幼儿童心理和思维

发展模型后， 沪上某科普馆摆满了鲜艳的

图画和柔软的抱枕， 因为这一年龄段孩子

对颜色和触感最为敏感。

然而， 这方面研究大多以婴幼儿和青

少年为对象 ， 面向老年人的科学传播策

略研究却严重不足。 “很多时候， 老年人

在生活中扮演着 ‘默默无闻’ 的存在。” 李

侠说。

老年人的生活亟需补充其
他 “意义”

正如刊载在 《科学进展》 上的论文所

言 ， 当人们反复接触同一类信息 ， 就会

倾向于相信其正确性 。 因此 ， 在人工智

能时代 ， 当老年人点开了一条养生信息

之后 ， 另一条同类信息又接踵而至 ， 重

复信息不断加深着人们的认知 ， 他们很

难不 “中招”。

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

进委员会办公室指导贾永兴， 盘点了近年

来出版的科普产品。 他发现， 整体上百花

齐放的科普市场中， 针对老年人的科普内

容却非常单一， 科普形式仍以书籍、 讲座

为主， 内容则离不开养生、 环保、 居家安

全等。 “老年人的知识面在 ‘窄化’， 陷在

养生这个圈子里， 很难接触到别的知识。”

贾永兴无不担忧地说。

在不久前上海自然博物馆举办的海底

生物展览上， 一对老年夫妇手挽着手， 仔

细琢磨着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济大学教授

汪品先团队拍摄的大量海底生物照片 。

“这个很漂亮， 我们很喜欢， 但平时不大有

人跟我们讲这些。” 看完展览， 老夫妇俩仍

意犹未尽。

“老年人的生活亟需补充其他 ‘意

义’。” 李侠表示， 要破解知识 “窄化” 带

来的负面影响 ， 就要让老年人既知养生 ，

又了解最新科技进展， 领略万物之美、 宇

宙之大。

■本报记者 沈湫莎

障眼遮目 天呈绘

█ 在推进 “双一流” 建设过程中， 高校一方面求贤若渴，

绣球频抛； 而另一方面， 高校在加速学科交叉融合、 新兴学
科布点的同时， 对人才招聘的需求也更加明晰

■本报记者 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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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求职两头热，释放了哪些信号

上海为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搭建交流与合作平台，

为“五个中心”建设打造人才蓄水池

这是一位 50 后资深海归对一批即将归

来的年轻海归人才的告诫———

“青年人 ，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博

士， 就觉得很了不起。 在这里， 没有人天天

铺着红地毯、 举着鲜花向你欢呼、 祝贺。 这

些年， 我们国家的学术发展速度非常快， 你

们回国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前举行首届西索国际

青年学者论坛， 吸引了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俄罗斯等近 20 个国家的 70 余

名优秀青年学者前来参会。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教授乔国强在论坛上分享 “过来

人” 经历。 在他看来， 青年人才海外学成，

归来后必须要迈好第一步———调整心态。

区别于普通学术活动， 此次论坛被列为

“上海高校青年英才揽蓄工程 ” 活动之一 ，

揽才用意十分明显。 在交流学术前沿热点问

题的同时， 青年学者还将有机会参加校方提

供的相关面试、 试讲、 人才洽谈会等。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 在推进 “双一流”

建设过程中 ， 高校一方面求贤若渴 ， 绣球

频抛 ； 而另一方面 ， 高校在加速学科交叉

融合 、 新兴学科布点的同时 ， 对人才招聘

的需求也更加明晰 。 正如很多青年学者在

现场所感觉得到的 ， 上海高校的教职 ， 越

来越金贵了。

青年海归：“非升即走”压
力真的很大

在荷兰相继完成硕士、 博士学业后， 今

年下半年， 小毕就要回国了。 参加西索国际

青年学者论坛， 对她来说， 是一次回国求职

的探路。 她坦言， 要找一份理想的教职， 越

来越不容易了。 在国外高校， 文科专业的博

士应聘教职的难度从来不低， 而现在， 国内

高校的招聘门槛似乎也已提高了。

“基本上， 北上广一线名校都开始实施

‘非升即走 ’ 政策 ， 入职后六年要接受大

考。” 小毕的专业方向是语言学， 虽然对进

大学当老师充满向往， 但她说， 不少高校现

在在入职招聘时， 就比较看重青年学者的论

文发表情况， 对学者入职后也有相应的考核

要求。 “我们这个专业， 发一篇高级别的学

术论文的周期一般是两三年， 要在入职前六

年完成高校的相关考核， 压力真的很大。”

在小毕身边， 多位即将毕业的博士也表

达了类似观点。 一位即将从英国学成归来的

博士生表示， 比起待遇、 科研启动经费等，

她更看重学校是否具有相对宽松的学术环

境， 能否为青年学者提供发展的平台。

如何为青年人才 “减压”， 提供有利于

人才成长的环境， 高校也用足了心思。 上海

外国语大学校长李岩松介绍， 该校去年启动

了人事制度综合改革， 未来将提供更优渥的

条件、 营造更广阔的空间吸引杰出学者。 目

前， 学校设置了受益面更宽、 晋升速度更快

的破格晋升通道， 出台了以 “分类设岗、 分

类评价、 分类晋升” 为原则的教学科研奖励

制度及职称评审办法等， 鼓励每位教师发挥

自己的优势和专长。

资深海归 ：与其抱怨 “水
土不服”，不如尽快调整自己

海归回国工作， 最期待学以致用， 最怕

的就是 “水土不服”。 如何找一个适合自己

的学术平台， 乔国强和多位青年学者分享自

己的经历， 引发不少人的共鸣。

乔国强 1999 年到英国留学， 就读于诺

丁汉大学美国与加拿大研究院。 “在这里拿

一个博士学位一般要四年左右， 不少人需要

花五六年时间。” 而他当时创造了一个纪录：

只用两年半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我回国的时候， 很多研究基本还是跟

在西方学者后面， 别人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

什么 。 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 ， 在有些领

域， 我们已经可以和西方的学者实现平等对

话， 还有一些专业领域， 我们甚至不再跟在

西方学者后面， 而是做自己的研究。” 也正

因此， 在乔国强看来， 如今青年海归选择回

国发展， 正逢其时。 但是回国以后， 必须尽

快调整自己。

“有的海归回到国内不适应 ， 动不动

就发脾气抱怨， 我觉得这不明智。” 乔国强

说 ， 真正聪明的做法是双赢 ， 即学者个人

成就自己的抱负， 也对所在单位有所贡献。

“你不能总指望人家围着你转， 相互尊重才

是最好的。”

上海高校 “揽蓄 ”海外英
才，部分学者资质“惊艳”

“我们在引进人才时， 特别希望青年学

者有事业心 ， 能够找到机会展现自己的专

长， 最好能把自己的专业方向和国家发展的

需求结合起来。”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姜锋以该校正在大力推进的国别区域研究为

例。 在国别研究领域， 目前的学术著作基本

上都是外国学者写的。 换句话说， 这个专业

方向的学术理论框架是基于西方视角构建

的。 如何能够基于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 形

成自己看问题的视角和声音？ 为此， 上海外

国语大学去年对接国家 “一带一路” 建设，

成立了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在

研究院筹办期间， 学校就牵头组建了 “海外

田野调查队”， 组织多名专家在中东、 非洲、

南亚、 中亚等地开展田野调查。

“我们希望更多青年学者通过在海外的

学术训练、 具备较好的理论功底后， 能够用

勇气和决心走到这些地方去实际考察 、 调

研， 愿意吃点苦、 花点力气， 通过海外田野

调查， 把学问做得更深一些， 学校也会提供

相关的研修机会和资助。” 姜锋说。

记者获悉， 上海市教委于去年下半年启

动 “上海高校青年英才揽蓄工程”， 包括上

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大学在内， 一批院校将

通过举办学术论坛面向全球邀请海内外具有

优秀学术背景与学术潜质的中青年学者来到

上海， 以学术前沿和热点问题的学术研讨与

合作为契机， 为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搭建交

流与合作平台， 为上海 “五个中心” 建设打

造人才蓄水池。

有知情人士接受采访时表示， 从一些高

校传出的最新动向来看， 不少参与 “揽蓄工

程” 的青年学者， 无论是学术视野还是专业

能力， 都 “资质惊艳”。 当下， 越来越多海

归选择学成后回国发展， 而高校也纷纷将人

才引进和人才培育作为头等大事。 但在两头

热的背后， 一个信号也越来越清晰： 无论是

求职的学者还是招人的高校， 双方都越来越

理性， 越来越明确自己的需求和目标。 “高

校在人才服务工作上做得越来越细致了， 但

对人才的要求， 也确实越来越高了。”

促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落地见效
（上接第一版）

《意见》要求，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按照年度实施，由

医院自查自评、 省级年度考核、 国家监测分析三项程序组成。

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第一次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

作。 2020 年起，每年 2 月底前完成省级年度考核工作，3 月底前

完成国家监测指标分析工作。

《意见》强调，要充分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 财政、发

展改革、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医保、中医药等部

门要建立协调推进机制和绩效考核结果应用机制。 各地要形成

部门工作合力，将绩效考核结果作为公立医院发展规划、重大项

目立项、财政投入、经费核拨、绩效工资总量核定、医保政策调整

的重要依据，与医院评审评价、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以及各项评优评先工作紧密结合， 作为选拔任用公立医院党

组织书记、院长和领导班子成员的重要参考。 2019 年 6 月底前

各省份要出台具体实施方案， 把绩效考核作为推动深化医改政

策落地、将改革政策传导至医院和医务人员的重要抓手。

遮蔽历史模糊价值，荧屏宫斗乱炖可休矣
（上接第一版）这样的设定显然是冲着“剧王”的定位去的。

宫斗剧的“轰炸式”呈现撬动了极大的市场关注度，但“热

闹”背后，沦陷的价值观却成为不容忽视的类型软肋。 广州大学

教授陶东风用“比坏”来概括宫斗剧的运行逻辑。“宫斗剧中往往

没有正面人物，‘好人’要用比坏人更坏的手段才能战胜坏人。甄

嬛在经历磨难后便得出一条真理：要在宫斗中立于不败之地，必

须比对手更加狠毒。”陶东风认为，文艺作品的正义感缺失，很容

易对观众的现实生活产生误导。

在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看来， 宫斗剧对极端环境下人性的

极致展现，确实代偿了观众的部分生活压力，却也通过极端、狭

隘的示范伪造、加剧着焦虑。 “宫斗剧把人际关系理解为一场没

有真情，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这恰恰与互惠互利的现代人际

关系背道而驰，这种消灭竞争者才能成为人上人的设定，最终只

是一场‘心理幻觉’。 ”葛红兵说。

此外，宫斗剧中众多女性为了一个男人，以最恶毒的手段彼

此伤害，在文化学者看来，这种设定对女性价值的贬低也十分值

得警惕。

历史被“碾磨”进复仇上位的套路，审美价
值在复制粘贴中塌方

尽管大多宫斗作品都号称有真实的历史背景， 文化学者却

反对将其纳入历史剧的范畴。 “宫斗剧中的历史背景只是背景

板，而人物的历史身份只是推动剧情冲突的功能需要，注重爽感

与虐感的情节设定，往往带给观众错误的历史认知。”李跃森说。

在文化学者看来，宫斗剧正在成为一个高度模式化品类，而作品

的艺术价值也在对各种套路的复制粘贴中逐渐塌方。

宫斗剧凭啥火？有人总结，其满足了观众对宫廷那些事儿的

神秘感，同时拥有最通俗的表现模式———女主角大多有一段“逆

袭”经历，或出身低微，或遭人陷害坠入人生低谷，却凭借努力与

智慧，再佐上帝王的宠爱，以几集攻克一个对手的进度，一路扫

平障碍，最终登上权力顶峰。

作为“成功励志故事”与“复仇文学”的极致混合体，宫斗剧

最不缺的就是戏剧冲突。 然而，真实的历史并不齐整，将其碾磨

进平整的模式套路，磨掉的正是历史的真实与醇厚。历史学者认

为宫斗剧中的人物设置就很不妥当。 在不少宫斗剧中“忙活”的

雍正，其实是史学界公认的勤勉皇帝，不可能花那么多功夫在情

爱上；皇后通常会被设置为女主角晋级路上心狠手辣的对手，然

而后宫之主如果成天算计，将自己的地盘打理得乌烟瘴气，岂不

是严重失职？为了给主角的戏剧性加码，将不相干的人物移花接

木，也成了一些宫斗剧的致命伤：某部宫斗剧中，屈原成了宣太

后的老师，春申君成了宣太后的初恋，宣太后又成了张仪的救命

恩人，真实的历史人物被安在了“架空”的互动关系上。

宫斗剧中更有不少跟风之作， 全然放弃了对文本严谨性的

打磨，在古代宫廷故事中“植入”一些现代偶像剧都不敢运用的

夸张桥段，让观众产生强烈的“穿越感”。高颜值明星的加盟算是

为剧集挽回了关注度。只是，剧集依旧无法逃脱被观众边看边骂

的“雷剧”宿命。

学者认为，价值观与历史感的缺席，让宫斗剧演化成了一个

艺术审美价值塌方的品类，随着观众的成熟，宫斗成风的景象也

将一去不返。

█ 如今青年海归选择回国发展， 正逢其时。 但是回国以
后， 必须尽快调整自己。 找到机会展现自己的专长， 把自己
的专业方向和国家发展的需求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