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8 日， 哥伦比亚库库塔， 一批美国提供的 “人道主义援助” 物资 7 日抵达哥伦

比亚与委内瑞拉边界。 视觉中国

曾仁文：宁死不当俘虏
曾仁文 ，1906 年 12 月生于

江西省吉水县八都镇兰花村 。

1927 年 ， 曾仁文投身于农民运

动。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 1929 年冬，参与领导吉水县仁寿区的农民暴动，任少共仁寿

区委书记。1930 年 10 月，任少共吉安县委书记。1932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33 年后，任赣江游击总队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独

立 13 团政治委员、红八军团第 23 师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革

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

1934 年 10 月，曾仁文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 遵义会议后，

任中革军委收容队政治委员。红军到达陕北后，曾仁文先后任红

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组长、援西军保卫部长等职。

1937 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仁文任八路军兵站部大

宁兵站特派员。 同年 12 月，任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政治部保卫

科长。 1939 年春，任八路军兵站部第 2 办事处政治委员，后兼任

办事处主任，领导从河南渑池至山西壶关的 8 个兵站的工作。

1940 年秋，为开辟新的交通线 ，晋中支队 (即同蒲兵站 )成

立。任支队长兼政委的曾仁文，很快把晋中支队培养成了一支能

打善战又会做群众工作的特殊队伍。 这支特殊队伍除安全掩护

过往领导和军需物资转送外，还多次组织小分队、武工队出击日

伪军，援助友邻部队。

1942 年春，曾仁文任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参谋主任，成为后

勤部部长杨立三的好助手。 1943 年 5 月，为掩护杨立三和后勤

机关转移，曾仁文在山西和顺指挥部队阻击日军。在打退敌人多

次进攻后，因弹药耗尽，曾仁文和十几名战士跳下悬崖，英勇牺

牲，时年 37 岁。

新华社记者 范帆 （据新华社南昌 2 月 10 日电）

上海建成首批临床药学重点专科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助力“健康上海”，提高药学服务

能力。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日前向华山医院等六家首批验收合格

的医疗机构授予“上海市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铭牌。 经过三年项

目建设，上海各级医院药学学科实力进一步加强，患者用药安全

进一步获得提升。

其中，华山医院出台了《华山医院用药处方审核规范》，完成

“个体化给药决策辅助支持系统 ”， 启动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

“互联网+药学服务”等项目。中山医院开展药品实库存精细化管

理、手术室药品安全管理等，并在全市首先探索了多院区处方前

置审核的可行性，为开展医联体内同质化药事管理探路。长征医

院“处方前置实时审核系统”将“事后干预”变为“事前提示、事中

预警”，积累了医院 400 多万份处方点评的经验，形成了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总计大于 50 万条的“处方审核规则数据库”。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建设了心脑血管疾病等五个具有医

院特色的临床药学服务发展方向，创立全医嘱审方中心、精准

化药学服务平台、临床药学新型人才队伍培养模式与服务模式

等，专科建设的区域辐射及带动作用明显。 仁济医院加强药学

部门硬件配置，配备了智能化疗配药机器人等仪器，开设了上

海首家挂号收费的药师门诊———“风湿病药物咨询门诊”（2017

年 8 月）， 建立了以药物经济学为特色的循证药学体系和基于

海洋药物的临床转化医学研究。 瑞金医院依托冠心病、心衰、帕

金森、糖尿病等专科疾病的管理团队，让临床药师团队对初诊

患者进行药学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对住院患者进行药学监护

分级管理，出院时进行个体化用药指导，并评估患者对药物使

用的掌握情况，将药学学科发展与临床服务能力提升、患者的

获得感紧密相连。

“科研联合国”有年味更有忙碌
留沪外国科学家们如何过节？

春节假期，来自韩国的研究员赵政男每

天都在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

中心/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的植物房， 照看

课题组种植的模式植物拟南芥。 “春节是中

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学生们都回家乡过年

了，这些植物就交给我来照顾。 ”

37 岁的赵政男在英国剑桥大学完成博

士后工作后，选择上海作为他科研生涯的起

点。 而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这两年陆续迎来来自希腊、加拿大、韩国的

三位外籍科学家进驻。他们同时隶属于中国

科学院-英国约翰·英纳斯中心植物和微生

物科学联合研究中心。选择在上海发展科研

生涯的外籍科学家正越来越多。

据市科委 （市外国专家局 ） 统计 ，自

2016 年 11 月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在

沪试点实施至 2018 年底， 本市共为外国高

端人才（A 类）办理来华工作许可证超过 1.8

万份，占外国人总体来沪工作许可发证数量

超过 18%。 这一数量在全国稳居第一，并呈

明显上升趋势。 “上海很适合外国人生活”

“在上海做科研与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差距”，

这些是他们的共同感受，而春节则为他们了

解中国、融入上海，打开了一扇窗。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 ，“上
海速度”都令人惊叹

照料好研究用的各种植物，赵政男急着

赶回办公室写项目申请书。“在这里，我愁的

不是经费，而是没有更多优秀的科研点子。”

赵政男从事的是植物基因组中转座子的研

究，在比较了英国、韩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

之后， 他决定来上海建立自己的独立实验

室，“这里有一流的实验设施，有很多优秀的

同行，我的孩子也可以进一流的国际学校。”

赵政男现在租住在古北地区，超市里可

以方便地买到韩国食物，周围也有不少韩国

餐厅，甚至小区里都能经常碰到韩国人。“来

上海感觉生活非常方便。”他有些惊叹地说，

到银行开户，五分钟搞定；叫个外卖，十来分

钟到手；各类电商平台的物流速度飞快。 而

各项科研保障，速度也是惊人的：通常，实验

室从启动到正常运转需要半年左右，可他的

实验室只花了三个月———去年 9 月启动，如

今已正常运转一个月了。

加拿大学者杰睿与赵政男身有同感 ：

“我发现上海人工作太勤奋了， 连周末和节

日都在工作。”身为中国女婿，杰睿和妻子与

岳父母住在一起， 他的晚饭必定是回家吃

的。“好在很多工作可以通过手机、电脑在家

完成。 ”他表示，做科研会有很大压力，但平

衡好工作和生活，可以让自己和团队获得更

多灵感、更多动力。

杰睿的办公室里， 挂着一幅世界地图

和一幅中国地图，他用白色圆形小纸片写上

每位组内成员的姓名，贴在他们家乡的地标

上———三个山东、一个江苏、一个江西，一个

河南，还有一位印度博士后，“我希望他们感

觉实验室就像一个大家庭。 ”

杰睿的实验室“邻居”是来自希腊的埃

维他。 他的实验室科研推进速度很快，“开

张”不过一年多，很快就会有一篇重要论文

发表。 接下来，他还想将这一成果推向新药

研发，有大量工作等着他谋划。

跨越语言与文化，上海的
国际化科研氛围渐浓

春节哪件事情最有趣？ 对于记者的提

问，三位外国科学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微信

群的“发红包”。

2017 年来到上海的埃维他说， 去年春

节还没学会发红包， “今年我已经有了四

个中国学生， 还有一名葡萄牙和一名波兰

学生， 看样子不发不行啦！” 他觉得这也是

入乡随俗———圣诞节回希腊与家人团聚 ，

春节就与学生们一起感受中国的传统新年

气氛。 在埃维他的实验室， 学生们可以选

择圣诞节放假 ， 也可以选择春节休假 ，

“这在其他研究所还做不到呢。” 不过， 这

个春节假期最让埃维他惦记的， 还是他的

科研项目申请书。

在埃维他的中期计划中， 还包括打造

一支国际化科研团队。 “不论在英国的约

翰·英纳斯研究中心， 还是在德国的马普研

究所， 或者美国的科研机构里， 一流实验

室的学生往往都来自世界各地。” 他认为，

随着中国科研水平的提升， “科研联合国”

将越来越常见， 植生所近来引进了一批非

华裔外籍研究组长， 就是希望在上海探索

建立真正国际化的科研团队。

为此， 埃维他平时对学生最基本的一

条要求就是 “用英语交流”， 这样可以让所

有人了解互相科研上的想法。 “这对学生

也是一种锻炼和提高， 毕竟未来他们需要

和全球科学家在一起工作交流。” 他认为，

语言障碍破除后， 个人对科研的兴趣、 雄

心才能更好展露出来。

对于 “用英语交流” 这件事， 赵政男

认为， 表达好的科研想法最为重要， “一

个学生可能因为英语不好， 就羞于表达科

学上的想法， 这非常可惜。” 他说， 最重要

的是先把想法说出来， 哪怕再让别人帮忙

翻译， 也都不是问题。

联想到自己经常被项目申请书的中文

部分难住， 或是与研究所行政人员沟通时

遇到的语言障碍 ， 杰睿也在考虑如何解

决国际团队的磨合问题 。 “必须帮助他

们提升英语水平 ， 中国导师的学生还能

选择用中文进行论文答辩 ， 而我的学生

们只能用英语。”

有趣的是， 几位外籍研究员都不认为，

文化背景的差异是比语言更难逾越的沟通

障碍。 他们说， 上海的文化相当具有包容

性， 尤其很多在上海工作的科学家已经具

备了国际化的教育和科研背景， 培养出来

的学生也有了一定的国际化潜质。 他们相

信， 假以时日， 上海科研将迎来真正的国

际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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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来自加拿大的研

究员杰睿 （左） 与科

研管家在春节里照看

实验室。

本报记者

许琦敏摄

中美关系合作与互利共赢的主流不应改变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表示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日前表示， 中美

间存在分歧是正常的， 重要的是双方增进相

互了解和理解，正确判断对方的战略意图。两

国关系中合作和互利共赢的主流不应改变。

崔天凯 8 日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参加了

由西密歇根世界事务委员会举办的中美建交

40 周年对话会。 他在会上表示， 中美建交

与中国改革开放几乎同步， 这绝非偶然。 这

两大历史进程交织向前， 给中美两国人民和

世界人民带来巨大利益。 尽管中美在历史、

文化 、 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 ， 但过去

40 年， 两国关系的主流始终是合作和互利

共赢 。 40 年来中美两国发生了很大变化 ，

但两国关系的主流不应改变。 崔天凯说， 现

在有些人渲染中美竞争， 甚至鼓吹中美经济

“脱钩”， 这让两国有识之士感到忧虑。 中美

之间存在分歧是正常的， 重要的是双方增进

相互了解和理解。

崔天凯指出，“竞争”本不是一个坏词，竞

争在国家关系中也普遍存在。 但现在有人将

竞争解读为零和游戏、 胜者通吃乃至预定赢

家，这种想法对中美关系伤害很大。 他说，当

前世界各国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比如恐怖主

义、贫困、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等。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美携起手来， 加强

合作，应对挑战，实现共赢。

崔天凯同时表示， 人文交流特别是两国

教育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支柱。 中美建交

40 年来， 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屡创新高，美

国在华留学生也在不断增多， 这非常令人鼓

舞。留学生是沟通两国的重要桥梁，有利于增

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 中美应对双方人文交

流予以更多支持和鼓励， 不断构筑和厚植中

美友谊与合作的基础。

当天，美国前副国务卿伯恩斯、大急流城

市长布利斯以及美国政商学和媒体等各界人

士约 500 人出席了对话会。

（本报华盛顿 2 月 9 日专电）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 松

“伊斯兰国”最后据点遭围剿
“叙民主军”在幼发拉底河东岸发起进攻

新华社大马士革 2 月 9 日电 （记者汪健）叙利亚库尔德武

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9 日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东部

幼发拉底河东岸地区的最后据点发起军事行动。

“叙利亚民主军”方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新华社

记者，“叙利亚民主军”当天对“伊斯兰国”在代尔祖尔省东部巴

古兹镇的据点发起进攻。 但他并未说明军事行动相关细节。

叙军方媒体援引“叙利亚民主军”媒体中心主任穆斯塔法·

巴利的话报道说， 从巴古兹镇疏散 2 万多名平民后，“叙利亚民

主军”在当晚发起进攻，目的是消灭巴古兹镇剩余的“伊斯兰国”

武装分子。

目前，“伊斯兰国”在叙东部的控制区被不断压缩，除幼发拉

底河东岸地区的据点外，在沙漠区域也仍有活动。

“叙利亚民主军”主要由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领

导。土耳其认为，“人民保护部队”是被土政府列为恐怖组织的库

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美国则把“人民保护部队”视为打

击“伊斯兰国”的有效地面力量。

普吉海域发生快艇撞船事故
致 11 名中国游客和 2 名船员受伤

新华社曼谷 2 月 10 日电 据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馆 10日通

报， 一艘载有 11名中国游客的快艇 9日下午在普吉海域与一艘停

泊油轮相撞，导致 11名中国游客和 2名船员受伤，无人死亡。

据了解，事发时快艇正由皮皮岛返回普吉岛。伤者被送往普

吉两所医院接受救治，无生命危险。截至目前已有 6 人出院或无

需住院治疗，其余 5 人住院观察，个别需要继续治疗。

得知消息后，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机

制，驻普吉领办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两所医院看望伤者，要求院

方全力救治，同时敦促警方、海事等部门尽快调查事故原因，相

关方面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当日，泰方普吉府副府尹、旅游警察、移民局和游客服务中

心的负责人均赴医院慰问伤者，并提供协助。

10 日上午，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驻普吉领办负责人再次赴医

院看望伤员，所有游客均情绪稳定。

11 名中国游客来自浙江省杭州市的两个家庭，以自由行方

式到普吉旅游。

委副总统警告瓜伊多停止武力威胁
为规避美国制裁，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在俄开设新账户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委内瑞拉副

总统罗德里格斯 9 日发表讲话，要求反对派

成员、议会主席瓜伊多停止不理智行为。

瓜伊多 8 日表示，在必要情况下，不排

除“授权”美国或其他国家军事干预委内瑞

拉局势，从而迫使马杜罗下台并缓解委内瑞

拉人道主义危机。

据报道， 美国白宫高级官员 9 日表态

称， 美国正同委内瑞拉军方保持着直接沟

通，以敦促他们放弃支持总统马杜罗。 这位

官员同时表示， 美国正在准备新的制裁措

施，以对马杜罗政府进一步施压。

罗德里格斯 9 日在首都加拉加斯市中

心玻利瓦尔广场一民众集会上说：“正如马

杜罗总统所说，请你想想你做的事，请你站

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她还表示，委内瑞拉人

民已经很清楚地表达希望和平和稳定的意

愿。 她强调，美国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只不

过是“侵略委内瑞拉的借口”。

上周， 美国向哥伦比亚靠近委内瑞拉

的边境地带运去一批物资。 这批物资被马

杜罗明确拒绝。 马杜罗上周五表示， 他不

会允许 “虚假” 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该国。

有分析人士表示， 在物资事件中， 援助只

是表象， 挑拨才是真。 美国对委提供这笔

物资的真正目的是借助马杜罗对美国援助

的抵制态度， 引起民众对接受马杜罗命令

阻碍物资运输的军方的不满， 最终达到向

军方施压的目的。

众多委内瑞拉民众当天自发来到玻利

瓦尔广场， 联名签署一封对美国的公开信，

表达对现政府的支持，反对美国干涉本国内

政，要求美国尊重委内瑞拉主权并停止对委

制裁。

另据报道，为规避美国的制裁，委内瑞

拉石油公司正通知合资企业客户把石油收

益存入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的新

账户。

路透社 9 日援引知情人士所述和内部

文件所含内容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正通

知合资企业客户，把石油收益存入近期在俄

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的新账户。委内瑞

拉石油公司分管财务的副董事长德金塔尔

8 日写信，收件人是下属监督合资企业的部

门，所含内容包括：“我们正式通知启用新银

行的指令，用于所有以美元或欧元支付的交

易。”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几周前

通知客户启用新银行，转账合资企业涉及原

油出口的银行资金。

美国政府 1 月 28 日宣布对委内瑞拉石

油公司施行制裁，冻结该公司在美国的资产

并截留它对美国石油出口的收益，进一步向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领导的政府施加压力。

美方制裁使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与合作伙伴

关系紧张，一些合作企业已经裁减在委内瑞

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工作人员。

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公司还要求

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

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等外国合作伙伴就是

否继续奥里诺科重油带的合作项目作出正

式决定。

美国白宫高官 9 日表示，美国政府认为

欧盟将可能采取更多措施，以防止马杜罗转

移或隐匿委内瑞拉政府在国外持有的财产，

特朗普政府也正准备对委实施进一步制裁。

有欧洲媒体分析称，此前美国针对包括马杜

罗和几十名委内瑞拉政府官员及军队高官

的制裁打击了委石油部门的收入，所谓“进

一步”的制裁可能是惩罚与委内瑞拉和该国

国有石油公司做生意的非美国公司，或是制

裁委内瑞拉政府的重要盟友古巴的一些军

事和情报官员。

美国的制裁还给在委内瑞拉境内运营

的美国企业设定了停止所有业务的最后期

限。 缺乏必要的进口稀释液和原料影响委

内瑞拉原油和成品油生产。 由于制裁禁止

美国供应商向委内瑞拉出口石油， 委内瑞

拉石油公司已经要求与法国道达尔石油公

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合资企业停止超

重油生产。

另外，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与客户出现

付款争议 ，多艘油轮近期停靠委内瑞拉港

口。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要求客户先付款 ，

而后才能装载原油 ，驶离港口 ，运往美国 。

该公司还向多艘油轮出示法庭文件 ，要求

它们卸载原油。

印度假酒事件致死近90人
据新华社新德里 2 月 9 日电 （记者姜磊）据印度媒体 9 日

报道， 印度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事件造成的死

亡人数已近 90 人。

据《今日印度》周刊报道，在北方邦的萨哈兰普尔地区和北

阿坎德邦的鲁尔基地区，分别有 46 人和 20 人死亡。 此外，在这

两个邦的其他地区还有约 20 人死亡。上述死亡人数尚未得到印

度相关权威部门确认。

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的首席部长已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将

向每名死者家属发放 20 万卢比（约合 2 万元人民币）的慰问金。

据悉，假酒事件发生后，印度当局加大了对制售假酒的打击

力度，截至目前已抓捕至少 30 名涉案人员，查获超过 400 升的

假酒，几十名地方政府官员和警员被停职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