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荩 均刊第二版

■“解锁网约护士”系列报道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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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9年 10月 日 星期五

农历己亥年九月小十三 九月廿六 霜降

今天多云，下午起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短时小雨 温度:最低21℃ 最高26℃ 东南风
转东北风3-4级 明天多云到阴 温度:最低21℃ 最高25℃ 偏北风3-4级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文汇报社出版 第26283号
今日12版 文汇学人16版

党中央追授黄文秀“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把学习她先进事迹纳入主题教育重要内容

激励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中共中央

关于追授黄文秀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的决定

（2019年10月10日）

2019年6月26日， 习近平总书记对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

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同志的先进事迹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黄文秀同志研究生

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

回到家乡， 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

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

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

之歌。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

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

路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

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以蓬勃的朝气和昂扬

的锐气奋斗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党中

央决定，追授黄文秀同志“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

茛 下转第五版

向海外传递更好的中国作品，
网络文学的空间在哪里？

经过逾20年的成长，中国的网络文学不仅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
重要一块，而且也已成为在海外很有传播力的一种文学样式

根据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 《甄嬛

传》《琅琊榜》《天盛长歌》等在海外多家视频网

站上线并受观众欢迎，《全职高手》《诡秘之主》

等网络文学作品在国外也有相当高的人气。

在日前举行的第五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

家“西湖论坛”上，与网络文学有关的这些现

象引发了与会人士的高度关注与讨论。 不少

学者和专家表示，经过逾20年的成长壮大，网

络文学不仅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重要

一块，而且取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影响。当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网络文学已经

展现出极大的传播影响能力以及更好的拓展

空间，它将助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表达方式上的世界性，使得网
络文学更容易被海外受众接受

全球化大背景下，网络文学展现出越来

越显著的跨文化融合优势， 这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网络文学作家拥有表达方式上的天然优

势———他们使用的世界性语言很容易被海外

受众接受 。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郑焕钊说，

网络文学中常见的“穿越”“重生”等情节，实际

上就是对应我们生活中“线上”“线下”两种状

态。这种类似平行世界的体验是互联网时代全

人类所共有的，几乎不存在理解上的门槛。

另一方面，在网络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到，

将取材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与欧美想象文

学、魔幻文学的元素融合的作品不在少数。就

拿被网友评为到目前为止的今年最佳网络小

说《诡秘之主》为例，小说以中世纪维多利亚

为时代背景， 融合了当前在海外拥有大量粉

丝的蒸汽朋克和“克苏鲁”等元素。不过正如

17K小说网创始人刘英所分析的那样：“尽管

在文化元素上趋同， 但其故事的核心思想还

是中国式的， 妙在它将中国元素和网络文化

里流行的世界元素融合起来，让欧美读者在阅

读和理解上不会有困难。” 茛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周敏娴

保护种源，让“老味道”重返我们的餐桌
祝学军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中国人的

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

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自古农以种为先，种质资源被称为农业

的“芯片 ”，是国家的战略资源 。世界各

强国都把做强种源产业作为发展国民

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 ，并给予大

力支持和研发投入。

现在， 上海市民的餐桌日益丰盛，

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食材纷纷涌

现。可是对不少“老上海 ”来说 ，很多本

土食材却消失了，同样的稻米、蔬菜、水

果、肉类、水产，因品质水准或水土不服

等缘由，鲜香美味远远比不上记忆中的

老味道。

举箸思源，种在何方？

就上海的种植业而言，水稻种源基

本产自本土， 蔬菜瓜果有约50%的种源

来自外省市或进口； 就养殖业而言，除

河蟹、崇明山羊等种源来自本土外，猪、

鸡、牛等种源大部分来自其他国家或地

区。不少曾经有名的本地农产品 ，有些

面临异地“保种”的困境，有些面临即将

“断种”的绝境。

如何看待本土种源传承和保护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怎样借助种源产业的

发展， 保护和传承上海的本土种源？归

根结底 ， 我们怎样面对种源流失的问

题，要留什么样的种源给后人 ？带着这

些疑问，笔者进行了一番调研。

一方面 ，政策 、资金 、科技 、人才和

成熟的法律监管体系，是发展种源产业

的重要基础。上海作为金融产业和高科

技人才集聚地、 先进科学技术应用地、

制度环境软实力新高地，完全可以依托

基因编辑技术 、生物检验监测 、人工智

能等已有的产业布局，发挥科创板资本

市场对接科技创新的助力，发挥农业科

技人才优势，建立健全从知识产权保护

到市场监管的法治保障体系，做强做大

种源产业和种业公司。 尤其在气候、土

壤、 人文等地缘相近的长三角地区，引

领种源产业一体化发展。

另一方面，种源保护是动态的生命

传承，需要繁衍的基地与相当的种群数

量，与种养殖业发展密不可分 。上海现

代化都市农业的基础、条件和市场需求

都比较扎实。比如：城郊农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股份合作等规模化农业经营实

体数量不在少数；本土农产品地产地销

的市场空间广阔， 在食材的新鲜度、运

输成本、监管保障和疫情安全等方面竞

争力明显 。仅以猪肉为例 ，上海每年猪

肉需求量大约在1200万头，但本土保有

量仅150万-200万头， 若能适度开发本

土优品猪肉的养殖供给 ， 市场前景可

观。发展现代化种养殖业 ，进而带动本

土种源的保护 、传承和推广 ，将成为上

海绿色生态都市农业的可靠选择。

一方水土育一方种。本土种源保护

和传承，是种源保护的基础 。根据调研

结果，笔者对保护和传承上海本土种源

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重视种源公益研究，切实做好

全国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收集

行动。建议增强普查队伍力量 ，为进一

步开发利用上海本土种源的基因资源

打好基础。

二是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支持培育

立足长三角、着眼国际市场的实力型种

源企业。一方面 ，要促进种源企业成为

商业化育种主体，而不是简单的种子交

易方；另一方面 ，要推进科研院所和高

等院校着力打造公益型、基础型种源利

用平台，潜心于种源收集 、保护 、分析 、

基因登记等公共性基础研究。 此外，要

鼓励种源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组

建技术研发平台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以市场为导向开展技术育种和商

业化运作。

三是建设坚实的种业基础，发展都

市型现代化种养殖业 。建立种 、养不分

家，动物、植物、微生物三者循环平衡发

展的现代都市农业，为本土种源保护打

基础、创条件 。建立濒临灭绝本土农产

品的保种场。引导种源企业培育具有地

方特色的高精尖品种， 树立高品质、市

场认可度高的上海种源品牌，在都市农

业中推广应用。引导种养基地保有一定

比例的本土种源种养数量，实现一定范

围的地产地销。

四是给予更大的发展空间，建立并

完善种源产业配套。充分保障公益型、基

础性种源研究用地， 支持种源企业建立

稳定的种源生产基地。对标国际规则，研

究助推种源产业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更

新，推动“品种审定制度”向“品种注册制

度”转变，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和力

度。加大种源研究、产业方面的政策宣传

和成果宣传。 培养和吸引更多种源产业

专家学者汇聚上海、扎根上海创造创业。

通过软、硬两方面条件的塑造，探索走出

上海种源产业示范发展之路。

种源保护，保护的是防御风险与损

失的可控力。既然我们已经开始怀念记

忆中的难忘味道，就让优良的地方品种

重返我们的餐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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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

天下午会见了来沪出席2019亚

太邮轮大会的嘉宾代表，并为中

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揭牌。

李强说，当前，我们正在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上海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加快建

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

和科技创新中心。 大力发展邮

轮经济、 建设国际一流邮轮母

港是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

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重要内

容。本届亚太邮轮大会聚焦“邮

轮之城、魅力之都”主题，契合

上海发展方向， 期待与会嘉宾

多提宝贵意见建议， 为加快上

海邮轮经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

量。 中国和上海邮轮市场发展

潜力巨大， 欢迎世界各大邮轮

公司在上海加大投资、 拓展业

务、布局产业，同中国企业开展

全方位合作交流， 为做大做强

上海邮轮经济发挥积极作用。

上海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完善相关政策制度， 助推邮轮

企业在沪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2019亚太邮轮大会外方主

席、 英富曼集团海事总裁安德

鲁·威廉姆斯，嘉年华集团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阿诺德·唐纳德，

地中海邮轮公司执行主席瓦

戈， 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全球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贝勒，

云顶香港集团总裁区福耀等嘉

宾表示， 上海发展邮轮经济拥

有坚实基础条件， 为邮轮企业

在沪发展提供了良好服务。中

国邮轮市场潜力巨大、 前景光

明，将积极把握发展机遇，深耕

中国市场，把更多新邮轮、新业

务、新产品放在上海，携手中国

伙伴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共赢

发展。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

员王晓峰、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

参加会见并在揭牌活动上致

辞。上海市领导诸葛宇杰出席。

2019亚太邮轮大会在上海

宝山举行， 来自34个国家和地

区的1000余名嘉宾参加本届大

会。根据会上发布的《中国邮轮

旅游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示

范区将依托上海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 聚焦邮轮旅游、 邮轮消

费、邮轮市场、邮轮运营、邮轮

产业， 积极探索建立适应中国

邮轮市场发展特点的管理模

式、 同国际邮轮发展规则相适

应的制度体系、 邮轮经济全产

业链发展体系和邮轮发展服务

配套体系， 增强全国邮轮旅游

发展核心引擎功能， 建设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邮轮旅游消费新

高地。

邮轮经济新“黄金十年”
将在中国上海再次启航

空中再添“飞虹” 地下连通“枢纽”

记者探营国家会展中心二层步廊东延伸工程（二期）及地下通道———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还有不到

一个月就将开幕，主场馆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周边一批配套工程建设情况如何？本报

记者昨天探营展馆前的二层步廊东延伸工

程（二期）以及地下通道，它们均已进入收

官阶段，将成为参会客流的重要疏散通道。

还记得首届进博会前，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与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之间架起的一

条“飞虹”吗？第二届进博会前夕，北横泾上

再现一条新的“飞虹”———即将竣工的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二层步廊东延伸工程（二

期），能进一步缩短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与

虹桥枢纽之间的距离。

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这条总长305米

的“飞虹”施工作业已全部完成。跨越北横泾

段的步廊部分，以“浪潮”为造型设计，而跨

越申滨南路段的步廊部分， 则是大跨度桥

梁。“步廊白天看起来简洁时尚， 到了晚上，

配合灯光效果，流光溢彩，更为迷人。”二层

步廊东延伸工程（二期）项目经理耿彪说。

东延伸段空中廊道的建设速度飞快。

耿彪介绍，项目于今年6月1日开工，只用短

短4个月就完成建设，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是

“抠”出来的。 茛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徐晶卉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二层步廊东延伸工程（二期）施工作业已全部完成。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网约护士”的双向安全如何破题
“首诊评估”保障护士人身安全

■ 医疗机构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前，要
对申请者首诊，对其疾病情况和健康需求等全面
评估后，方能考虑派出具有资质的护士

■ 试点方案的许多规定对 “网约护士 ”的专
业技术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但如何做到“懂老
人”并给予精准服务，是一门新课题

■ 确保医疗安全，要从源头上筛选出适合居
家护理且需求量大、医疗风险低、易操作实施的
服务项目

守护患者要懂护理更要懂老人 低风险服务项目确保医疗安全

荩 详细报道刊第六版

全国首个邮轮数据库投用

■ 2019年 ， 全球邮轮游客量将达到
3000万人次 ，2025年将达到3760万人次 ，

其中亚太地区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