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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易 通讯员沈高
瀚）运行长达 15 年的洋山船舶交通管

理系统 （VTS）经过全新升级改造后 ，

于昨天从小洋山岛海事大楼搬迁至上

海临港地区，上午 10 时正式启用。

据洋山港海事局副局长郭锦春介

绍 ， 洋山船舶交通管理中心 （洋山

VTS）自成立运行以来，为洋山港和临

港地区提供 15 年无休 、24 小时不间

断的水上交通安全保障和信息、 搜救

等服务。 随着上海临港地区 （上海南

港）沿岸码头和洋山港的持续发展，原

有系统容量有限、渐趋老化，旧船舶交

通管理系统已不能满足海事监管服务

的需要。此次全面升级改造，应用全球

最新技术，融合最新固态雷达、高频、

AIS、CCTV、 气象水文等监控系统，大

大扩展了信息源， 在航运数据融合与

共享方面开展积极探索， 已实现上海

VTS 联网，并接入部分江苏、浙江海事

VTS 雷达站数据，打破信息瓶颈、扩大

监控区，增强监管能力和服务范围，船

舶监管、 服务和应急保障能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

“洋山港海事局自从成立以来，

始终与洋山港、 临港地区发展同呼吸

共命运， 时刻守护洋山深水港及临港

地区的水上交通安全。”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

会专职副主任武伟表示 ， 此次洋山

VTS 中心升级改造并入驻临港， 将有

效提升临港新片区海事服务与监管能

力 。 洋山 VTS 一直走在便利化服务

前端， 通过各种举措提高通航效率、

优化营商环境。 随着新的 《上海洋山

深水港区及其附近水域通航安全管理

规定 》 付诸实施 ， 洋山 VTS 中心可

以更有效发挥 “大脑” 作用， 共同维

护好临港新片区水上交通安全。

上海海事局表示， 在临港新片区

核心地带启用全新船舶交通管理系

统 ， 是上海海事局继船舶登记便利

化、 放开船舶法定检验之后的又一创

新举措， 是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揭牌运行以来， 上海南港和洋山港

加强水上安全监管、 保障外贸物资安

全进港的重要举措。 上海海事部门将

以洋山 VTS 中心升级改造投入使用

为契机， 为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建设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作出

新贡献。长三角首条跨区域配电网线路投运
青浦-嘉善10千伏互联线路贯通，提升交界区域电力供应末端保障能力

本报讯 （记者占悦）跨越上海、浙江两地

的青浦-嘉善10千伏互联工程昨天正式建成

投运， 该线路从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通达上

海市青浦区， 将有效提升上海青浦区与浙江

嘉善县交界区域电力供应末端保障能力。

根据今年6月发布的《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能源互济互

保”是七大重点领域之一。国家电网就此在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两区一县展开相应工作。

目前， 我国省级行政区内各级配电网基

本形成互联互通，但各省（区、市）间配电网特

别是10千伏及以下配电网间并无互供保障机

制；一旦发生故障，无法通过故障隔离恢复末

端电网供电，以至影响供电可靠性。位于上海

青浦区与浙江嘉善县交界的练塘镇， 以及上

海与江苏交界处，都面临类似困境。 鉴于此，

上海青浦区、浙江嘉兴市、江苏苏州市三地供

电公司打破两区一县供电分区的限制， 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 优化供电分区各级配电网

间的立体保障，共同探索两区一县电网“互济

互保、互联互通、互供互备”，为青浦区练塘镇

供电的10千伏线路与就近的嘉善县线路新建

了联络———倘若青浦线路前端发生故障，来

自嘉善的电源会给予供电支撑； 而嘉善的供

电线路也会得到来自青浦的电源保障。

据国网上海电力介绍， 青浦-嘉善10千伏

互联线路的贯通， 是以最小经济代价让电网更

加坚强可靠， 是长三角一体化电力资源优化配

置的一次有益尝试。线路贯通后，在管理、运维、

调度等方面形成的制度体系， 也为长三角地区

电力一体化协同创新提供了参考。

目前，上海青浦区、江苏吴江区交界区域跨

省10千伏互联工程仍在实施中， 待三地边界区

域10千伏电网联通后，将形成线路末端联络、负

荷转供灵活、网架结构坚强的一体化配电网。此

外，长三角泛在电力物联网也正在规划建设中。

全球顶尖企业加速在中国医药创新步伐
第二届进博会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新药集聚

作为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人

气展区，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将云集

一大批全球顶尖医药企业， 包括辉瑞生物

制药集团、罗氏集团、医科达等。 他们将在

第二届进博会上展示多款尚未在中国上市

或大规模应用的创新药， 包括治疗流感的

“新达菲”、 专门针对晚期乳腺癌患者的创

新药爱博新等。

通过进博会这一平台， 这些全球顶尖

医药企业希望能进一步提升药品在中国市

场的可及性、可负担性，让更多中国患者以

最便利方式购得“平价药”，助推实现“健康

中国”目标。

辉瑞创新抗癌药已进入医
保谈判阶段

不久前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年）》专门将癌症防治列入重大专项行

动， 并提出到2022年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

要不低于43.3%的目标。

记者从全球处方药销售额最大、 市值

最高的制药企业———辉瑞生物制药集团获

悉， 该公司将在第二届进博会上展示的创

新药品爱博新， 是辉瑞正在进行医保谈判

的三款药品之一，去年7月31日刚刚在中国

获批上市。如果谈判顺利，中国的晚期乳腺

癌患者有望通过医保支付购得这款药品。

辉瑞生物制药集团中国区总经理吴琨

介绍， 爱博新可显著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

存期， 大大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截至目

前， 中国已有超过 4000 名患者接受该药物

治疗。

罗氏第三个全球战略中心落沪

罗氏集团曾在首届进博会医疗器械及医

药保健展区占据最大展位。今年，罗氏将把展

区面积进一步扩至700平方米，免疫肿瘤新药

Tecentriq以及乳腺癌、 流感领域的新药都将

亮相。

“Tecentriq+安维汀 ”方案是首个获得美

国食药监局（FDA）突破性疗法认定的针对晚

期不可切除性肝癌的一线免疫联合疗法。 在

日前刚刚公布的三期试验中，10%的晚期肝

癌患者可见肿瘤灶经过治疗后全部消失，还

有71%的患者肿瘤出现了缩小或得到有效控

制。 针对流感的升级版达菲也将在第二届进

博会上登场———“新达菲”已得到国家药监局

批准，进入三期临床试验。

记者还获悉，罗氏创新中心预计于下月

竣工 ， 数百名科学家将入驻开展研发工

作———继瑞士巴塞尔、美国旧金山之后，上海

将成为罗氏旗下第三个全球战略中心，聚焦

研究免疫、炎症及抗感染疾病领域的创新药

品。 未来，它将成为罗氏集团与本地科研机

构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并助力创新药品从

“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默沙东意欲每年在华上市两个新品

许多医疗企业去年初尝进博会红利，今

年早早预定“入场券”，并带来更多创新药品、

技术。 记者留意到，今年进博会医疗器械及

医药保健展区将出现一些重量级的 “新面

孔”，默沙东便是其中之一。 默沙东在第二届

进博会的展台面积约800平方米，将全方位展

示其高质量的创新药品、疫苗及动物保健产

品和服务。

虽然对于进博会而言 ， 默沙东是一张

“新面孔”， 但中国消费者对它并不陌生。 受

益于中国大力推进创新药物引进和加速新药

审批， 默沙东近年来有多款创新药物和疫苗

进入中国市场。 仅2018年一年， 就有九种默

沙东创新药物及疫苗获批； 九种创新药物及

疫苗正式上市， 涉及包括肿瘤、 丙肝、 抗病

毒在内的多个治疗领域。 默沙东中国区副总

裁、 战略业务规划负责人张丽坤表示， 中国

已成为默沙东全球增长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

大市场 。 默沙东为自己定下的目标是 ： 到

2021年， 要造福1亿中国患者、 每年上市两

个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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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中医流派在顶尖西医院焕发新生
瑞金医院魏氏伤科历经70年传承，从家族嫡传到惠及海内外患者———

走进上海瑞金医院伤科，病家络绎不绝，他

们都是为魏氏伤科而来。 这个古老的中医门派

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在这家以西医见长的三

甲综合性医院中焕发新的生机， 并被列入上海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7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 使得祖国传统的中

医文化有了更加丰厚的发展土壤， 并与现代医

学体系和现代医学文化融合。因此，传统医学的

临床意义、对中医文献的贡献、对疾病理论的研

究得到了真正的保护、挖掘和发展，并惠及海内

外更多病患。

而魏氏伤科与新中国共奋进的70年历程，

正是传统中医文化在现代医学体系中传承发展

的缩影，而魏氏传人以及魏氏伤科，也早与时代

融为一体。

融入新中国建设， 在顶尖
西医院创建中医伤科

瑞金医院伤科病区似乎永远热火朝天 ，

月门诊量超过 5000 人次 ， 一些名家 “一号

难求”。

魏氏伤科是上海 15 家最高级别中医传承

研究基地建设项目中唯一落在著名综合三甲医

院中的伤科流派， 在全国也属罕见。

起源于山东曹县魏氏世医之家的魏氏伤

科 ， 传到魏指薪已是第二十一代。 1925 年魏

指薪来到上海， 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魏氏伤

科已经扬名上海滩， 位列沪上 “伤科八大家”

之一。

1955 年， 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 ， 魏指薪

毅然放弃私人诊所， 率全家及诊所众人进入上

海第二医学院 （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及其

附属广慈医院 （现瑞金医院）、 仁济医院等工

作， 他们在上述医院创建中医伤科， 并将祖传

秘方无私奉献给国家。

正是这个 “放弃私利 、 一心为公 ” 的决

定， 让魏氏伤科走上一条不同于传统中医流派

的发展道路， 成就了如今的非凡发展。

2011 年， 魏氏伤科成为第三批上海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 2012 年起至今，

已连续三次入选上海市中医药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 ， 并被评为上海市第三批中医临床优势学

科—魏氏中医骨伤科建设项目单位。

碰撞交汇，中西医并蓄滋养绝技

“魏氏伤科的生命力首先直接得益于瑞金

医院等 ‘开放’ 的文化氛围， 同时， 也是因为

在瑞金医院 、 仁济医院这样的老牌西医医院

里， 魏氏必须直接与西医骨科等学科磨合、 竞

争 、 交融 、 合作 ， 最终赢得尊重 ， 赢得生命

力。” 瑞金医院伤科主任、 魏氏伤科第二十四

代传人奚小冰说起这些， 不无自豪。

瘫痪病人经魏氏伤科的独特手法、 汤药等

治疗成功康复， 髋关节脱位病人经魏氏伤科徒

手复位成功……魏氏伤科这样的传奇病例实在

太多， 而让奚小冰更自豪的， 是获得西医同行

由衷的认可与尊重。

这份尊重与认可来自一次次实战疗效考

验 。 魏氏伤科在这种中西医并蓄的氛围下发

展、 成长， 纵观国内整个古老中医流派传承工

作体系， 这份独特确实耐人寻味。

在投身现代西医综合医院之时， 古老魏氏

伤科就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1958 年， 上海市伤科研究所在瑞金医院

成立， 魏指薪是该所首任副所长之一， 与瑞金

医院骨科名家叶衍庆教授合作， 悉心研究中西

医结合骨伤科业务， 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魏家

家传秘方和治疗手法， 将魏氏伤科上升到中医骨

伤科学术体系， 编写出版了大量论文、 专著。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魏氏伤科在瑞金医院获

得独立的病区， 并开展手术治疗。 这也是当时国

内推进 “中西医结合” 发展的时代印证。

进入新世纪， 魏氏伤科第二十三代传人李飞

跃， 也是瑞金医院伤科主任， 综合考虑这份家学

传统的未来后坚定提出： 坚持走中医道路。 他开

始系统整理魏氏伤科的学术思想。

如今， 经第二十二代传人李国衡、 施家忠，

第二十三代传人李飞跃 、 施荣庭 、 胡大佑等传

承、 创新， 魏氏伤科已成为中国独树一帜的中医

骨伤科流派。

传医传德，“侠医”俯首治病，

家风代代相传

在这棵百年传承的大树上，魏氏后人从未缺席，

祖祖辈辈守着这门以武看病的技艺，传医也传德。

“祖辈没有给我们留下万贯家财，却留下了最

宝贵的财富———为人治病的本领。”施荣庭说起外

祖父魏指薪，最佩服他的一双手，摸到哪，就知病

在哪。

魏指薪育有三女，却从不把女儿当温室里的牡

丹，要求她们在完成学业之余，还要在家中读古文、

练功，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随父习武，风雨无阻。

严父在上，对患者却如春天般温暖。女儿魏淑

英曾撰文回忆，因魏氏伤科医术精湛，邀诊的达官

贵人不少，魏指薪对待病人一视同仁。 “父亲诊业

鼎盛时，每天就诊病人约400人，出钱挂号的仅占

半数，另半数减半收费或免费。 父亲收入并不高，

但在他的医德天平上，砝码总倾向道义。 ”新中国

成立初期，三轮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全市三轮车

工人很多，他们收入低，受伤却多，魏指薪除了免

费为他们诊治，还每日清晨赠送伤膏100张，并在

诊所外为他们提供茶水。

奚小冰对十多年前的一幕记忆犹新。当时，李

国衡已近80岁，他是全国名老中医、瑞金医院终身

教授，在门诊大厅单膝跪地为一位患者治疗脚伤。

后来， 奚小冰偶然和李老提起这事， 李老淡淡地

说：“医生见病就要治， 跪下只是为了看清脚部的

伤情，更好地做出判断，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奚小冰闻之肃然起敬，李老去世后，奚小冰在

整理资料时发现了一张魏氏伤科创始人魏指薪老

先生单膝跪着为患者治病的照片， 再次想起李老

的那句话———“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对弟子不仅传授一技一能，更在乎一行一德。

正是如此的身体力行， 魏氏传人勉励着一代代后

学沿着祖辈的道路对患者始终尽最大心力， 钻研

技艺日夜不敢懈怠。

“德行为先，传医传德，术、技是在此基础上自

然衍发的。”奚小冰感慨，魏氏伤科来到上海，经历

了山东齐鲁文化与海派文化的融合， 也经历了中

医文化与西医文化的交融， 两次交汇让魏氏伤科

的理念内核愈发清晰，其中一点要义即“致中和”，

关注调复平衡，不求打败任何一方，而是注重调整

到“最佳状态”，不论对人，还是对事，这大概也是

魏氏伤科活跃于当下的一大秘诀。

荨魏氏伤科传人

问诊病人。

茛 在 广 慈 医 院

（现瑞金医院） 的大草

坪上 ， 魏氏伤科门人

沐浴在清晨阳光下习

武练功 ， 人称 “武林

医生”， 当年堪称一道

风景。

（均瑞金医院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占悦

位于陆家嘴的医科达研发中心。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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