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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十年攻坚克难，质子治疗系统走通

国产化科创进程、获批上市！昨天记者从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获悉，首台

国产质子治疗系统将在瑞金医院肿瘤质子

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就在前天，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上

海艾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质子治疗

系统”创新产品注册申请，标志着我国迈入粒

子治疗这一尖端医疗技术国际先进行列。

独特“布拉格峰”，对肿瘤实
施精准“打击”

质子治疗属于放射治疗的一种，是目前

全球最先进的肿瘤治疗技术之一。瑞金医

院放疗科主任陈佳艺介绍，因质子治疗独特

的“布拉格峰”现象，简言之，就是对肿瘤组

织实施精准“打击”，不伤及周围正常组织，

又称“定向爆破”——这一技术成为全球相

关团队竞相追求的学科制高点。

瑞金医院作为临床试验承担单位，自

2021年底开展国产质子治疗系统固定束和

180度旋转束治疗室临床试验。在为期半

年的临床试验期间，瑞金团队克服上海疫情

困难，验证了质子射线射程的精准性和稳定

性，探索建立了符合中国人群的质子治疗技

术和临床标准化操作规范，形成质子治疗系

统应用于肿瘤治疗的系统性、标准化、规范

化的“瑞金方案”。

根据瑞金医院披露的临床试验情况：共

涉及头颈、胸腹、盆腔和脊柱等部位的11个瘤

种，治疗后，前列腺癌患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水平迅速降至正常水平；颅底脊索瘤患

者视力大幅度改善；侵袭性垂体瘤泌乳素水

平持续下降，病态肥胖改善；骶尾部脊索瘤患

者尿控恢复正常，肿瘤得到有效控制。

临床试验结果证明，受试者经质子束照

射治疗后，肿瘤症状、体征和标志性肿瘤指

标明显改善，肿瘤控制率达到100%，近半数

受试者的肿瘤病灶完全消失，一成受试者肿

瘤病灶明显缩小。同时，质子束“精准爆破”

的特点，有效控制了其对正常组织的照射剂

量和体积，减少放射治疗对正常组织的副作

用和因治疗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掀开我国质子治疗临床科
研与产业体系新局面

为拿下这一全球仅个别国家掌握的尖

端肿瘤治疗技术，让国人享受到这一先进治

疗技术，质子治疗系统的国产化科研攻关凝

聚多方心血，突破多项核心技术。近期，瑞

金医院将正式启动国产质子系统临床治疗

肿瘤患者阶段，患者可前往瑞金医院官网预

约咨询就诊。

哪些肿瘤患者可以寻求治疗？谈及具

体适应症，陈佳艺介绍，依据国家药监局获

批信息，本次获批的质子治疗系统“用于治

疗全身实体性恶性肿瘤及某些良性疾病”，

换言之，对肿瘤种类的覆盖面很大。同时，

她也提醒患者，当前肿瘤治疗手段很多，要

根据具体病情来选择。

瑞金医院院长宁光院士也谈到，历经十

年努力，质子治疗系统的成功国产化，意味着

给患者提供更多元、多维度肿瘤治疗康复体

系，更多选择与获益，瑞金医院将及时就此

总结肿瘤预防、治疗、康复的“瑞金方案”。

同时，这一先进系统的国产化有望将相关治

疗费用进一步降低，对我国质子治疗临床科

研与产业体系新格局的构建也意义非凡。

质子治疗费用有望进一步降低

首台国产质子治疗系统将在瑞金医院投用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昨天，随着一名
鼻咽癌患者顺利完成治疗出院，上海市质

子重离子医院累计治疗出院患者突破5000

例，在提质增效的“快车道”上继续领跑。

开业七年多以来，重离子医院专家团

队持续优化粒子诊疗“中国方案”，积累了

丰富、成熟的粒子放疗“中国经验”，更多的

国内肿瘤患者在家门口即可接受国际水准

的粒子放射治疗。据统计，重离子医院单

台质子重离子设备治疗量达到第一个1000

例历时30个月，实现第二、第三、第四个

1000例分别用了18.5、15.5和12个月。疫

情之下，仅时隔11.5个月，医院粒子患者服

务总量突破5000例，粒子诊疗效率居国际

领先水平。经检索对比公开发布的数据，

较早开展质子重离子放疗的日本同类机构

完成5000例患者治疗则用了15年。

截至目前，重离子医院已治疗出院的

5000例患者中，头颈部肿瘤2602例、胸部肿

瘤860例、腹盆腔部肿瘤1538例。医院充

分发挥从德国引进的设备同时拥有质子和

重离子两种放疗技术的优势，聚焦国内发

病率靠前的鼻咽癌、颅内颅底肿瘤、肺癌、

肝癌、前列腺癌、乳腺癌等6个重点病种开

展临床治疗，并对胰腺癌开展重点临床研

究，这些重点病种出院患者数超过3600例，

占医院治疗出院患者总数的近四分之三。

有关前瞻性临床研究的持续追踪结果

表明，医院重点病种的粒子放疗效果已达

到或超过德国、日本等国际同类机构先进

水平。除重点病种外，医院的收治范围还

包括头颈部腺样囊性癌、食道癌、胸腺瘤、

手术后复发直肠癌及湿性眼底黄斑变性等

40余种肿瘤疾病，较好满足了国内肿瘤患

者的粒子诊疗需求。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可治疗40余种肿瘤疾病

累计治疗出院患者突破5000例

“你们慢慢往前走，我从后面拍视频

哦！”昨天上午，老城厢梦花街上，一位阿姨

用手机记录三位小姐妹行走的背影。

视频背景里，梦花街一侧窗门紧闭，贴

有完成旧改征收的示意牌，另一侧的杂货

铺等照常营业，居民们坐在家门口谈天。

视频拍摄者说：“多年前就从旧改中获益搬

走了，这次回来逛逛梦花街和文庙，这是我

们成长的地方。”

很快，她们发现了一个粉刷一新的院

子，门口摆着旧箱箧、鸟笼、躺椅等收集来

的老物件，也让回忆更鲜活。梦花街65号，

一个集党群服务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零

距离家园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阵地——黄

浦区老西门街道零距离家园实体阵地昨天

正式启用。这里一方面欢迎旧改居民“回

娘家”参观打卡，另一方面在老城厢焕新过

程中充分听取民意，主动回应居民诉求、破

解发展难题、创新基层治理，努力打造全过

程人民民主实践之地。

常回“娘家”看看，乡情在这
里传承

梦 花 街 65号 一 至 三 楼 分 别 对 应

“梦”——百年梦回、“花”——治理之花、

“街”——街区发展3个主题，通过丰富接地

气的展陈展示街区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如今，梦花街大片区域已完成旧改征

收，人去楼空，这样的实体阵地为谁而建？

第一批参观者和使用者，是学宫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吴炎翔邀请来的。彼时恰逢

中秋佳节，已搬离梦花街晋德里的居民们

从四面八方赶来，团聚在“娘家”。在宽敞

明亮的商品房住了几个月后，再回看曾经

的老屋，大家除了合影留念，还有许多肺腑

之言要倾诉。吴炎翔领着大伙来到梦花街

65号，踏进堂屋，首先便是一张长桌，刚好

够一行人坐下畅聊。

很快，大家发现再往里走还有天地，从

一张老城厢地图开始，分门别类介绍了西

门的历史、人文和红色印记；西门人家的展

台上，摆放着许多居民捐赠的老物件，如算

盘、暖壶、搪瓷杯等，代表了时代的缩影。

“我们还会继续在这里坚守，梦花街永

远都欢迎你们！”吴炎翔希望居民们可以常

回来看看，有了这处综合性服务阵地，未来

“回娘家”活动将以更丰富的形式延续下

去，让居民们回到出生、长大的地方，将乡

情一代代传承下去。

解决急难愁盼，帮留守居民
过好日子

梦花街上，仍然居住着“踮着脚尖”盼零

星旧改的居民。吴炎翔感受到：“看到邻居搬

走了，他们心里也着急”，梦花街65号作为加

强基层治理、推进治理创新的重要阵地，可以

邀请居民共商共议社区治理、想方设法解决

急难愁盼，帮助这些居民把眼下的日子过好。

走上二楼，空间被划为两半，既可小圆

桌对谈，也能召开小规模会议，俨然一个

“街区议事厅”。墙面上展示了近年来加强

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各种探索，比如一度被

认为是老旧公房小区管理最大瓶颈的“自

治能力弱”问题，尝试将公房所有权人部分

管理权让渡于实际居住的承租人后，居民

们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

来。已经退休的居民王爱华，就是在这时

候主动当起志愿者，一举改变了楼栋垃圾

乱堆乱放的顽疾。

如今，她已是老西门街道的“社区治理

达人”。对于这样一个综合体阵地，王爱华

充满了信心，不管是旧改征收中的纠纷协

调，还是垃圾分类、占道堆物等社区治理问

题，居民们都有了一个可以坐下来商量的

地方，人人享有话语权，各方资源与力量在

此汇聚，把问题逐个破解。

营造怎样的街区，大家彼此
沟通协商

一位来参观的居民感叹，就在两年前，

老西门街道内连一家星巴克咖啡馆都没

有。这句“吐槽”，道尽了居民的复杂心态：

尽管梦花街位于市中心，但居民生活品质

并不高。

旧改征收，居民搬迁只是一个开始，未

来这里将营造出怎样的街区，是一项浩大

而长久的工程。单就组织架构来说，区域

涉及6个居委会，然而有很多工作又是共同

的，现在有一个集中议事的空间平台，有助

于彼此沟通协商，集中力量办大事。

老西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姚恒衡说，梦

花街以及文庙改造的消息，社会关注度非

常高，“是保留老一辈吃惯了的那爿面店，

还是打造年轻人喜欢的二次元文化街，要

更多倾听大家的意见。”与此同时，在对老

城厢区域功能升级的同时，注意历史风貌

和文脉留存，也离不开文化、历史、建筑等

方面专家的专业指导。

各方意见既要有地方表达，也要经由正

确途径变成可行的现实，人大代表工作室就

此在梦花街65号安家，未来将常态化开展调

研活动。

据悉，文庙区域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已

制定完毕，未来将建成一个以文化教育为

主的休闲商业街区，最大程度保留老城厢

的烟火气。

在已完成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旧改征收的老城厢，一座综合性服务阵地启用

梦花街的未来，大家一起说了算

“你在船上看风景，岸上看你是风景”。

苏州河旅游水上航线不久前开通试运营，串

联起沿线天安千树、M50、创享塔等网红打卡

点的同时，也让一个最新IP——“半马苏河”

进入大众视野。

昨天，在2022“苏州河论坛”上，专家学

者围绕“‘半马苏河’活力秀带——打造长三

角的普陀会客厅”主题，为普陀区加快建设

“创新发展活力区、美好生活品质区”，更好

承载上海城市核心功能献计献策。论坛提

出，到2035年将“半马苏河”打造成为世界级

滨水区域的远景展望。

苏州河普陀段拥有苏河最长岸线，约21

公里，相当于半程马拉松，因此称之为“半马

苏河”。“半马苏河”，蕴含着“年轻、活力、健

康”等元素，彰显了面向未来的特征，将成为

普陀区在承载苏州河历史标记的基础上，展

现创新蝶变的区域标识。

“我们要把苏州河旅游打造成为品牌IP

的聚集地。”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裁董珞表示，“苏州河就像一幅具有浓郁生

活气息和上海特质的城市‘清明上河图’，生

动诠释了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和红色文化，

这种兼容并蓄正是苏州河的魅力所在。”

董珞透露，由久事参与的苏州河旅游水

上航线正在进行紧张的压力测试，希望与沿

线码头最多的普陀区加强合作，不断提升

“半马苏河”知名度和美誉度。

“‘半马苏河’是属于苏州河普陀段的

IP，希望未来它将成为整个苏州河的超级

IP。”上海睿途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创始人彭婷

婷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她看来，打造

成功的IP，首先要围绕品牌内涵去设计一系

列体验场景和消费场景；其次要建立共情，

通过互动营销、事件营销，让大众对品牌产

生共情力。具体围绕打造“半马苏河”IP，她

建议通过滨河快闪公园、超级岸线公园、桥

下冥想公园、运动乐园等场景建设，串联现

有苏州河沿线资源，吸引居民、游客等参与。

为推动“‘半马苏河’活力秀带”建设，

普陀区政协组织相关智库专家和区政协人

才库委员，历时数月研究，形成了具有较

高参考价值的调研报告 《“半马苏河”活

力秀带——打造长三角的普陀会客厅》。

报告建议，连通沿河岸线、持续优化河

岸生态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凸显滨河生

态的辐射渗透效应，将“半马苏河”的水、绿、

景与沿岸腹地的科、旅、文紧密联动起来，形

成业态互联、空间互通的网络结构，将滨水

区及其腹地打造得更加多元、复合、有活力。

苏州河普陀段约21公里，相当于半程马拉松

普陀：做大“半马苏河”IP，打造世界级滨水区

大学，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不少新兴领域，最新的变革发生在

企业，而非素有学术“金字塔尖”之称的高

校；从就业市场看，大学教给学生的很多知

识、技能，与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岗位要求不

相适应；甚至，高校的既有知识体系和课程

构架，已落后于科技和产业发展……

“我们希望毕业生要具备大约15项技

能，其中超过一半的技能无法在课堂中习

得，包括情商、领导力、社会影响力、韧性、

灵活性、谈判技巧、沟通技巧等。”与会的英

国拉夫堡大学副校长拉切尔 ·汤姆森的一

席话，更是激发不少高教界同行的热议。

大学应该怎么办？高等教育该如何适

应科技进步和产业的快速迭代？日前，在

上海大学举行的“全球大学校长论坛”上，

多位中外大学校长共同探讨大学变革之

路。“变革”成为此次论坛中的一个高频词。

不断适应主动求变，人才培
养要有新规划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薛其坤

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大学的印

象基本停留于学术“金字塔”，而现在，大学不

仅仅承担人才培养的使命，还要对人类社会

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重新设计。到

2050年或2060年，人类社会将进入碳中和

时代，科学技术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

将“重构”，人类的生活方式，包括社会对人

才的需求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大学发展的

主要驱动力，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作

为学术机构、人才培养机构，我们要提前做

好准备，人才培养要提前布局。”

东华大学副校长邱高直言不讳指出，

当前，多数高校的专业教育过于固化，仅仅

基于现有的一些学科体系、将现有的甚至

已经陈旧的知识传达给学生。然而，随着

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发展，专业领域的

知识更新日新月异，大学教育在顶层设计

层面也要有所“升级”，要在有限的时间里，

为学生提供更动态、灵活和多元的选择。

“大学要对教育的新形态和教学的新

模式开展研究。”上海大学校长、中科院院

士刘昌胜指出，诸如元宇宙驱动的泛在教

育以及虚拟教育等，大学要高度重视这些

可能引领技术革新发展的教育领域、不断

适应新变化。

更多社会所需的“能力”，在
大学课堂外习得

步入互联网时代，信息领域的变化使

得许多新的职业产生，同时，许多职业也将

濒临“消失”。“大学必须要采取全新的策略，来应对学生可能面

临的多样化职业发展道路。这需要老师和学术界共同思考。”里

斯本大学校长费尔雷拉提出的这一现实问题，也是多位中外大

学校长关注的人才培养命题。多位校长谈到，未来社会对人才

的评价，更大程度上是对其社会适应性、对社会的贡献度，以及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能力的综合评定。

费尔雷拉认为，大学生不仅仅要在学校、教室中获得一些具

体的知识或技能，各种各样社会所需的“能力”，其实都是在大学

课堂外习得的。因此，我们要重新设计学校，高等院校应该具备

全新的知识要求和发展战略，这需要高校在社会大环境中寻求

合作。“因为没有一个模式可以符合所有的需求，大学必须找到

最好的方法，为社会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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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储舒婷

首台国产质子治疗系统将在瑞金医院投用。图为180度旋转放疗室。(瑞金医院供图)

居民正在参观零距离家园实体阵地中

的记忆博物馆。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本报讯 （记者李婷）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多方努力下，已有300余批次、

15万余件流失文物回归祖国。前天在闵行区博物馆开幕的

“盛世回归——海外回流文物特展”，便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该

展汇聚的47件精美文物来自保利艺术博物馆和北京市海淀区

圆明园管理处，均为海外回流精品。它们的故事无声诉说着：文

物的聚散，与国家兴衰息息相关。

以十二生肖铜兽首为例，它们原是清代圆明园西洋楼海晏

堂前大型水力钟上的喷水口，每一种生肖对应一个时辰，轮流喷

水。1860年10月，圆明园被侵华的英法联军焚烧、洗劫，十二生

肖铜兽首也未能幸免。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十二铜兽首天涯四

散、颠沛流离。进入21世纪，在日渐崛起的中华民族强大的“向

心力”牵引下，铜兽首陆续踏上“家”的归途。

从本次展出的牛首、虎首、猴首、猪首、马首来看，十二生肖

铜兽首采用宫廷中专用的铜铸制，色泽深沉；制作极为讲究，动

物绒毛等细部皆清晰逼真。造型则兼有东西方的特点，其中牛

首角部的曲线，与中国北方习见之黄牛的角形及南方习见之水

牛的角形均不尽相同。虎首更与中国传统的构图有别，面目居

狮虎之间，尤以颈部密生鬃毛为异。猴首所勾出的桃形脸庞，却

是中国工艺家的手法，在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晁俊秀所

作的圆明园铜版画中，此申猴像且手持一棒，更令人想起《西游

记》里的孙悟空。猪首铜像造型与中国传统的猪的造型差别较

大，尖嘴长吻，獠牙外凸，颇似野猪的形象，但蒲扇般伏贴的大耳

又有浓郁的中国传统审美趣味。马首铜像造工精美，毛发的刻

画也是纤毫毕现，而鬃毛的自然铺叠和流利的条理更是一绝，这

在其他兽首上是很难见到的。

“海外流失文物的回归，从一个独特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闵行区博物馆馆长刘静

介绍，除了备受关注的铜兽首，本次展出的42件商周、春秋战

国、两汉时期的珍贵青铜文物，也曾流落海外。

海外回流文物特展近日揭幕

五件生肖铜兽首亮相上海

观众在观看展出的兽首。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