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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
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 7 月 6 日电 中共中央印发的 《中国共产党党

徽党旗条例》 单行本， 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新
华书店发行。

该单行本收录了 《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 全文、 中央
组织部负责人就印发 《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 答记者问和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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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张舟 ， 上海杨浦区市东医

院副主任医师 ， 日喀则市拉孜

县卫健委副主任 、 拉孜县人民

医院院长 。2016 年作为杨浦区

市东医院首批 “组团式 ”医疗队

队员援藏半年 。2019 年作为上

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 ，二

次进藏 ， 投身为期三年的援藏

工作。

张舟：二次援藏，使命升级
世界屋脊，一去已是艰难，何况二上高

原。市东医院医生张舟两次援藏，去而复返，

心中无悔。在他看来，援藏寄托着去远方建
功立业的理想和悬壶济世的医者初心。

每次抢救都是拓荒

5年前的一天， 距离日喀则市150公里
处，一名张力型气胸患者出现重症肺炎以及
中重度肺动脉高压，全身发紫，需要立即接
受胸腔闭式引流穿刺术。但当地医院从未开
展过类似救治， 缺少全套设备和科室支持。

张舟和队友临时组装了一个引流管，凑齐了
手术设备。

无论身在何方、有没有专业器械，拯救
生命都是医生的初心。

对张舟来说，每一次抢救，都是带领当
地同行一起拓荒。首例急诊胃镜下消化道止
血术、 首例规范化大隐静脉高位结扎抽剥
术、首例股静脉穿刺术、首例外伤清创探查
骨折复位肌腱吻合术……他们让一例例不
可能变成了可能。首次援藏半年，张舟与队
友共接诊门诊患者约150人次， 主刀手术约

30例，参与大型车祸批量伤者急救，抢救危
重病例十余例。

成功晋升二甲医院

2019年，张舟再次请缨，入选上海市第
九批援藏干部人才。二次进藏，使命不同。张
舟近年来参与了市东医院的管理工作以及

等级评定事项， 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现
在，他对拉孜县人民医院的整体运营、财务
管理、人员结构、医疗技术、科研能力等进行
了全面调研优化提升。翌年9月，拉孜医院成
功创建二级甲等综合医院。这在日喀则地区
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拉孜县人民医院的医生次多，1986年生
人。两人在张舟首次援藏时成为好友，张舟
喜欢次多积极上进、肯吃苦能扛事，次多钦
佩张舟高超的医术。 分别三年后再次见面，

次多的变化是巨大的，借助援藏平台，赴上
海市杨浦区市东医院参加了培训，后通过自
己的努力，评上了副高级职称。

次多的进步让张舟欣慰。他认为，医疗援

藏不仅要改善民生、解除病痛，还要提升当地
医生的能力、信心、职业热情，营造长期向好
的医疗环境。为此，张舟积极应用新技术，上
海医生先做一遍，当地医生耳濡目染，很快也
能做了。去年，拉孜医院完成68例手术，同比
增长210%，三四类手术数量均有提升，同时
开展了全县首例腹腔镜手术、 首例全麻术等
新项目， 创设新生儿氧疗、 颅脑外伤诊治流
程，切实提升了医院的诊疗质量水平。

跨越时空情牵沪藏

远离宝贝女儿的日子里，张舟遇见了藏
族女孩达娃吉拉。

达娃吉拉患有脊柱侧弯，她又黑又小，和
很多藏族孩子一样， 初见时很害羞， 不爱说
话。她的年纪与张舟的女儿相仿，她的病情刺
痛了张舟的心。 通过拉孜医院与市东医院建
立的远程医疗中心， 张舟邀请上海同事以及
长征医院的骨科专家对达娃吉拉进行会诊。

在初步会诊后，张舟带着达娃吉拉来到
上海。由于家境贫困，小吉拉没有一件像样
的衣服，到了上海，张舟嘱咐妻子给她买身
新的。现在，沪藏两地医生为她制定了长期
治疗方案以及未来的手术计划。 在这个时
代，援藏工作者的热情得以打破空间、时间
的限制。张舟期盼着，藏族姑娘能和自己的
女儿一样健康成长。

雪域礼赞

赞美上海的新理由：足不出“沪”与艺术大师相会
浦东美术馆明起向公众开放，将打造与世界级金融城相匹配的世界级美术馆，吸引更多世界优秀艺术作品首展亮相

浦东美术馆昨天举行开馆仪
式 ， 这座位于小陆家嘴滨江核心区
的艺术新地标定于7月8日正式向公
众开放。

一座城市最有味道 、 最具魅力
的，就是她的文化。开馆之年，浦东美
术馆与国际顶尖艺术机构与艺术家
合作，包括泰特美术馆、米罗美术馆，

知名艺术家蔡国强等，为中外观众呈
现“光：泰特美术馆珍藏展”及展中展
“奥菲利亚”，“蔡国强： 远行与归来”

及展中展“与未知的相遇”“媒材的远
行”，“胡安·米罗： 女人·小鸟·星星”

等数个重磅展览。

未来三年内 ， 浦东美术馆将打
造与世界级金融城相匹配的世界级
美术馆 ， 吸引更多世界优秀艺术作
品在这里首展亮相 ， 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艺术生活需
要 ，助力浦东新区在做强 “码头 ”、激
活 “源头 ”、勇立 “潮头 ”中 ，打响 “上
海文化”品牌。

高起点起步，一馆一
次集齐数个重量级展览

由陆家嘴集团投资、建设和运营
的浦东美术馆 ， 硬件设施堪称国内
“顶流 ”，由法国知名建筑师 、普利兹
克奖得主让·努维尔担纲设计。 馆内
展览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 设有13个
展厅和一个跨越5个楼层的开放式中
央展厅，尤其是中央展厅贯通地下一
层至地上四层， 基底为近300平方米
的正方形 ，高度超过30米 ，可展出大
型装置或画作，观众则可以在不同楼
层观赏同一件艺术作品，获得不同的
视角和体验。

硬件出色的同时，浦东美术馆的
开馆大展也是“高起点”。“光：泰特美
术馆珍藏展”是浦东美术馆与英国泰
特美术馆合作的第一个展览项目，以

“光”为主题线索，精选100多件泰特美术
馆的珍贵藏品，其中不乏名家名作，如康
斯太勃尔、透纳、约翰·马丁、莫奈、西斯
莱、毕沙罗、康定斯基等。旅居国外的艺
术家蔡国强带来了 “蔡国强： 远行与归
来”特展，并在中央展厅内为美术馆开馆
特别创作大型装置“与未知的相遇”。“胡
安·米罗：女人·小鸟·星星”展览则展示
西班牙国宝级艺术家胡安·米罗艺术生
涯成熟阶段的一系列经典之作。

一馆一次集齐数个重量级展览，这
在以往上海的艺术展中并不多见， 放在
十年前更是不可想象。 这一方面说明上
海对高水平艺术展的吸引力近年来正变

得越来越强，另一方面，也是这座城市人
文化气息越来越浓厚的体现。

增强市民文化归属感，
美术馆发挥文化担当

为保证7月8日顺利开馆运营， 浦东
美术馆在6月25日至28日进行了为期4天
的“压力测试”试运营，共接待近万名观
众率先体验，分别完成了小、半、满负荷
的测试。 在测试满负荷运营的6月27日，

工作人员引导客流进入不同的观展动
线，合理限流、分流观众，保证观展的舒

适度和良好的现场秩序。压力测试期间，

浦东美术馆以优美的建筑空间、 高质量
的展览内容和贴心周到的服务， 很快在
网络上出现“自来水”式刷屏。有观众在
网络上评价：“对超级大城市来说， 美术
馆排名很少发生惊天动地的更迭， 最顶
部的几个永远在顶部。 但戏剧性的变化
快要发生了，7月8号开幕的浦东美术馆
会成为上海最好的现当代艺术馆之一。

这是赞美上海的新理由。”

记者在采访压力测试时， 现场有一
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 一群观众结伴在
馆内参观， 此时一名保安小哥过来有礼
貌地对其中一位年轻人说， 请把双肩背

包背在身前。年轻观众有点不解，于是，保
安耐心解释，双肩包背在身后，有可能转身
时不小心碰到展品。 年轻观众马上就被说
服了。应该说，这名保安现场发现问题后，

既有人情味又较专业地提醒了观众， 因而
结果也很圆满。

馆方表示，他们对工作人员进行了专
业培训 ，提出了服务要求和标准 ，最终要
拿出体现上海水平的文化服务。希望通过
精彩的艺术展览和艺术活动触动人心，增
强市民文化归属感，满足市民精神文化需
求 ，提高市民精神气质和文明素养 ，充分
发挥美术馆在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中的
文化担当。

增厚城市人文氛围，
与大师邂逅私聊成为可能

蔡国强此次应邀担任浦东美术馆
第一位委任艺术家， 并为开馆特别创
作作品。开馆仪式上，他感慨 ，浦东美
术馆拥有堪比世界一流美术馆品质和
水准的建筑和展览空间，“我在这里布
展工作一个多月， 越来越体会到设计
的巧思，尤其是展厅之间的公共区域，

让观众在密集欣赏作品后总有喘息 、

停歇和相互交流空间，从而实现饱满、

舒适的观展体验”。

就在前几天， 记者也曾在馆内遇
见正坐镇监制的艺术家。 一名观众发
现蔡国强后，主动上前与他交流，两人
说了好几分钟。随后，又有几位观众希
望与蔡国强合影， 他也一一满足了他
们的愿望， 非常有亲和力。 据馆方透
露，压力测试那几天，蔡国强几乎每天
都要来馆里指导作品制作。这意味着，

观众随时都有可能“零距离”接触到这
位艺术家。

近年来， 随着上海每年举办越来
越多的高水平艺术展， 越来越多的知
名艺术家也纷纷亮相各个展馆， 普通
观众与艺术大师邂逅甚至私聊， 今后
也将变得不是什么难事。 而这样的邂
逅私聊越多， 越能正向激励并增厚这
个城市的人文氛围。不久的将来，或许
你就能随时在上海的街头、 咖啡馆里
遇见某位艺术大师。 这也是上海该有
的都市风范。

作为建设运营方，上海陆家嘴（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而
进表示， 浦东美术馆是陆家嘴集团首
个涉足公共艺术文化领域的项目，“我
们将坚持高质量、高水平运营，助力浦
东新区在做强‘码头’、激活‘源头’、勇
立‘潮头’中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在着
力塑造城市软实力的神韵魅力、 加快
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
文化大都市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①浦东美术馆位于小陆家嘴滨江核心区。 ②中国本土艺术家蔡国强的 “远行与归来”特

展。③蔡国强为中央展厅X特别打造的大型奇观装置“与未知的相遇”。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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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科学家将在亚马逊林畔合作建造大型望远镜
国际合作射电宇宙学项目BINGO全球启动，将揭示宇宙结构、探寻暗能量本质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昨天，国际合

作射电宇宙学项目BINGO宣布全球启动。 作
为射电天文和宇宙学领域内的一项重大国际
合作计划，巴西、英国、法国、瑞士及中国科学
家将在该项目中通力合作， 在亚马逊森林边
建造一架专门用于观测宇宙中性氢气体的大
型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探测来自宇宙深空的
重要信号， 从而揭示宇宙结构和暗能量的奥
秘。该望远镜预计于今年年底建成，明年开始
收集数据。

BINGO的意思是通过观测宇宙中的中性
氢气体来捕捉重子声学振荡信号。宇宙中存在
大量中性氢气体，这些气体中的氢原子基态能
级超精细结构之间的跃迁，会产生电磁波波长
为21厘米的线辐射，即中性氢21厘米线。

2018年， 《自然》 杂志刊文宣布天文学
家成功捕捉到了宇宙再电离时期的21厘米中

性氢原子信号， 探测到了宇宙的 “第一缕
曙光” ———大爆炸后1.8亿年， 宇宙的第一
批恒星诞生了。 这意味着天文学对宇宙 “黑
暗时代” 的研究， 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近年来，伴随着技术进步，对宇宙中性
氢21厘米线进行精确观测已成为可能，“21

厘米宇宙学” 正在国际天文学界兴起。 目
前， 国际上已经建成和正在设计建造的一
系列大型射电望远镜设备都瞄准了这一方
向，一个研究宇宙大尺度结构、暗物质和暗
能量的崭新时代即将全面开启。

BINGO项目是射电天文和宇宙学领域内
的一项重大国际合作计划。 作为国际平方公
里阵项目SKA的探路者计划之一， 该项目得
到巴西、英国、法国、瑞士及中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重点项目支持。 BINGO项目由巴西
圣保罗大学领导，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
学学院、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和中国科研团队
联合推进。

在BINGO项目， 中国团队承担了BINGO

理论模板、 强前景干扰扣除算法以及望远
镜基建等核心任务 。上海交通大学 、扬州大

学 、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组
成了该团队的核心 。 他们的工作将侧重于通
过测量和分析功率谱信号中的重子声波振
荡信息， 优化宇宙学距离的计算方法并精确
确定宇宙膨胀率 ， 揭示暗能量和暗物质属
性 、检验修改引力并测量中微子质量 。

BINGO望远镜将建于杳无人烟的亚马逊
森林边，可最大限度避免人工无线电发射源的
干扰。 项目将采取已在欧美空间项目中使用的
先进成熟技术， 并设计了特殊的信号采集系
统，可最大限度提高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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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中办、国办公开发布《关于依法
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这一重磅文
件对建立健全资本市场执法司法体制机制、

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 推动资本市场
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部署。这意味着，我国对
证券违法的打击力度将明显加码， 各方将形
成更有效合力。

此次发布的意见是第一次以中办、 国办
名义联合印发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专门文
件，重要性不言而喻，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
对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坚定决心。

长期以来， 证券违法成本低困扰市场发
展，各种违法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制约
着投融资良性循环， 更伤害着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意见中，完善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法律责
任制度体系、 建立健全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
法活动的执法司法体制机制等举措， 就是针
对上述市场顽疾开出极具针对性的 “药方”，

形成高效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合力。

此次出台的意见对“治本”之策进行了深
入研究。首先，意见加强了司法专门化建设。

在这一制度下，证券犯罪侦查、检察、审理的
专业化力量得到显著增强。 这体现在优化公
安部证券犯罪侦查编制资源配置， 探索在中
国证监会建立派驻检察的工作机制， 加强北
京、 深圳等证券交易场所所在地金融审判工
作力量建设等。

意见还部署加强证券执法能力建设。大
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利器”将
发挥威力，通过强大的监测预警功能，对严重
违法隐患有效预防、及时发现、精准打击。

意见提出， 要 “依法严厉查处大案要案”

“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查处欺诈发行、虚假陈述、

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以
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重大违法案件”。

除了加大对大案要案惩治力度，意见中“进一步加强跨境监
管执法司法协作”也是各方关注的重点。意见提出要加强跨境监
管合作，加强中概股监管，建立健全资本市场法律域外适用制度。

市场主体的诚信建设，事关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此次重
磅文件对加强资本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无论是夯实资本市场诚信建设制度基础， 还是建立健全信
用承诺制度，或是强化资本市场诚信监管，一项项举措无疑将进
一步提升市场诚信水平。这背后，一个由行政处罚、刑事追责、民
事赔偿及诚信监管等组成的多层次追责体系也将加快形成。

新华社记者 姚均芳 刘慧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