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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健康

本报记者仇逸

人均期望寿命 83 . 37岁，常住人口孕产
妇死亡率 3 . 01/10 万，婴儿死亡率 3 . 71
‰……上海市民三大健康指标连续十多年保
持世界领先水平。

在本地居民受益的同时，上海已经成为
全国异地患者流入最多的省份，服务长三角、
服务全国的能力不断增强。

如何为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打下扎实的
健康基础？面对新的重任，上海将遵循卫生事
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能
级和核心竞争力，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
发展。

供给侧改革：大医院要强，医

疗点要广

“从过去资源短缺造成看病贵、看病难，
到之后医疗费用攀升导致看病贵成为焦点，
再到现阶段依然一定程度存在的看专家难、
住名医院难、医患缺乏信任……在不断呼应
百姓需求进行改革的进程中，上海健康管理
的模式日益清晰、成熟。”医改专家、上海市红
十字会原副会长张钢说。

问题就是导向。上海大力推进医疗卫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市 5272家各级各类医
疗卫生机构建立体系完整、布局合理、分工明

确、功能互补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率
先建设医联体，每个郊区至少有一所三级大
医院。

不仅大医院强，基层医疗网底也要强，上
海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网络覆盖全市。作为
全国率先推进家庭医生制度建设的城市，上
海如今共有注册家庭医生 8291 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市民满意度连续两年居“沪上十大
行业服务质量测评”首位。630 万居民与医疗
机构“1+1+1”签约，区级医院和社区门急诊
总量占全市的 60 . 1%，居民就医重心下沉。

坚持公立医院姓“公”，近年来，上海推进
医改进入深水区，着力形成公益性为导向的公
立医院改革模式：实施医药分开，全面实现公
立医疗机构药品价格零加成；创新监管，建立
大数据支撑、科学合理的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
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正向激励；推行综合预算
管理，加强成本控制、预算约束和绩效考核，提
升现代医院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预防为先：资源用在刀刃上

应对甲肝，抗击非典、人感染 H7N9 禽
流感，在全国率先消除血吸虫、丝虫病、脊髓
灰质炎、疟疾等疾病……经历一次次重大传
染病疫情的考验，上海 15 年来连续四轮建设
为公共卫生体系不断“强身健体”。

目前，上海市民可免费获得 12 大类 42

项基本公共卫生项目服务。儿童免疫规划疫
苗接种率保持在 99% 以上。甲乙类传染病发
病率降低到 2017 年的 161 . 31/10 万，持续
处于历史低位。

为争分夺秒抓住患者的黄金抢救时间，上
海构建水陆空立体化医疗急救体系；急救站点
平均服务半径 3 .6公里，每 3万人口拥有 1辆
救护车，平均反应时间 12分钟，并拥有了通过
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国际应急医疗队。

上海在卫生资源配置中不断向“老”和
“小”等特殊群体倾斜。全市大力加强医养结
合和老年护理，积极推进康复医院转型，在
283 家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设立临终关
怀和安宁疗护模式，让生命终点充满温情。

为保障每一位母婴安全，上海建立市级
危重孕产妇、危重新生儿会诊抢救中心，编织
妇幼生命救治网，实现母婴保健、妊娠风险干
预、疾病筛查等均等化服务。

“为什么上海能创造优异的卫生产出？”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
表示，“关键就在于预防为先，把卫生投入和
优质资源用在了刀刃上。”

抓住“龙头”：“顶天立地”培

养卫生人才

上海优质医疗资源集聚，拥有三级医院
50 家，18 家三甲医院名列全国医院排名榜

前一百位，一批国际医院应运而生；以牢牢抓
住学科和人才为龙头，把医学科技创新和推
进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紧密结合。

“顶天立地”培养卫生人才，上海通过多
轮梯队建设计划和重点培养，培育了 35 位两
院院士，造就了血液病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学、心血管病学等 16 项优势学科和 38 个临
床医学中心，以国内乃至国际一流的技术诊
治来自国内外的疑难疾病患者。

怎么使基层医生可亲更可信？上海连续
实施“社会人”模式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在
全国推广，从制度上保证临床医师培养的规
范化、标准化、同质化。8 年来，超过 1 . 3 万名
住院医师获得培训合格证书，1500 余名全科
医师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

分时预约挂号、移动支付、智能导诊、排
队叫号……信息化带来的就诊方式改变，正
在闵行等区域成为现实。上海各区纷纷建设
影像、临床检验、心电三大诊断中心，组建“互
联网+”区域集约化医疗服务中心，引导居民
在社区检查再由上级医院诊断，方便就医、减
少奔波，降低负担。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上海卫生事业跨越式
发展，织牢织密一张城市健康守护网。为激励
全市卫生系统改革开放再出发，由上海市卫
生健康委等联合开展并层层遴选出的“上海
卫生改革发展 20件事”，均在全国具有创新、
引领意义。

看，大上海这样守护“大健康”

新华社“沈括”号电(记者张建松)国际海
洋界把海面 6000 米以下的地方称为深渊区。
中国“彩虹鱼”2018 马里亚纳海沟海试与科
考团队首席科学家刘如龙日前告诉新华社记
者，尽管深渊区面积仅占全球海底总面积的
1% 到 2%，但巨大深度构成了独特的海洋生
态系统，有许多科学之谜尚待探索。

刘如龙介绍说：“深渊区主要有海沟和海
槽两种地形。目前全球已发现 46 个深渊区，
包括 33 条海沟和 13 个海槽。33 条海沟中有
26 条分布在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是全球最
深的海沟。”

科学家过去曾以为，海面 6000 米以下
的地方，由于超高的静水压力、缺乏阳光和
食物供给，加之特殊的海底地形、剧烈的构

造活动等多种极端环境因素，是一片死气沉
沉、与世隔绝、毫无生命活力的世界。然而，
随着人们对深渊展开科学调查，这些认识正
在被颠覆。

据刘如龙介绍，早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
代，苏联和丹麦的科考调查船就曾经对全球
13 条深度超过 6000 米的海沟开展了一系列
调查。科学家在其中 8 条海沟发现了 300 多
个新物种，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新物种都只
存在于深渊环境。这些发现使科学家认识到，
黑暗的深渊世界生活了极其独特的“深渊生
物群落”。

随着深海调查技术进步，全球近年来又
陆续开展了多项大型深渊调查活动，发现了
更多深渊新物种，深渊生物量和生命活力也

远超预期。例如，在深度超过 10000 米的汤
加海沟，科学家发现了成千上万只端足类
生物；在最大深度约 8000 米的阿塔卡马海
沟，小型底栖生物的密度可达每平方厘米
6378只；在深 10542 米的千岛海沟，中小
型底栖生物的丰度甚至高于附近较浅的海
底平原。

随着深渊考察不断深入，“鱼类分布的
最大深度”这一科学悬案也不断有新的发
现。目前，鱼类的分布最深记录一次次被刷
新。科学家在马里亚纳海沟 8145 米深处已
发现鱼类分布，在波多黎各海沟 8370 米深
处还采集到鱼类样品，这是目前所知的鱼
类分布最深记录。

深渊微生物的研究结果，同样也出乎
科学家预料。研究发现，深渊生物圈中微生
物的丰度、多样性以及活性均非常高，绝非
想象中的“死气沉沉”。通过对马里亚纳海
沟沉积物分析，科学家发现，地球海洋最深
处的微生物群落保持着极高的代谢活性。

在深渊海沟，科学家还观察到一些令
人诧异的生命现象。例如，生活在深渊环境
的端足类生物，“个头”明显比浅海中的同
类大得多。人们曾在克马德克海沟 7000 米
处捕获到体长达 35 厘米的端足类生物，而
在浅海区生活的亲缘物种，体长仅几厘米。

又如，科学家过去曾认为，在“碳酸钙
补偿深度”以下的海域，因为碳酸钙以溶解
态存在，以碳酸钙为主要结构组分的生物，
如有孔虫、珊瑚、甲壳类等都无法生存。然
而，科学家却在深渊调查中，在“碳酸钙补
偿深度”以下发现了类似生物。

“在庞大的海洋生态系统中，海面
6000 米以下的深渊生物特立独行，”刘如
龙说，“在充满未知的深渊，还生活了哪些
种类的海洋生物？它们如何适应巨大的海
水压力？有哪些独特的生理机制和特殊基
因？这些都是海洋生物学家要解开的科学
之谜，也是我们此次前往马里亚纳海沟开
展科学调查的目的。”

深渊生物量和生命活力远超预期

深渊海沟科学之谜知多少

▲在近 6000 米深的西太平洋海底，一条类似鼬鱼类的鱼和一只类似十足目的虾从“彩虹
鱼”着陆器附近游过（12 月 6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摄

据新华社洛杉矶电(记者谭晶晶)美国航
天局 7 日宣布，不久前登陆火星的“洞察”号
无人探测器捕捉到了火星风的声音，这也是
人类首次通过探测器了解火星风声。

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当天公布了
一段“洞察”号传回的、约 20 秒的火星风音
频，听上去是低沉的“隆隆”声。这是“洞察”号
上的传感器于 12月 1 日在艾利希平原上捕
捉到的，风由西北往东南方向吹，风速约为每
秒 5至 7 米。这与火星轨道上观测到的着陆
区沙尘条纹方向一致。

捕捉到火星风声的传感器分别是位于
“洞察”号内部用于气象数据搜集的气压传感
器和位于探测器甲板上的地震测量仪。两者
记录风声的方式不同，气压传感器直接记录
了空气振动，地震仪则记录了风吹过“洞察”
号上太阳能板引起的探测器振动。

“洞察”号首席科学家布鲁斯·巴纳特表
示，“这些声音听起来既像是风声，又像是大
海咆哮的背景音，让我感觉既像身在地球，又
像是在外星球”。

新华社洛杉矶电(记者谭晶晶)刚在火星
艾利希平原着陆没几天，美国“洞察”号无人
探测器就一显身手，捕捉到了火星风的声音，
这也是人类首次通过探测器了解火星风声。

于 7 日发布的上述成就只是“洞察”号的副
业，其主业是在未来 2 年内探究火星“内心深
处”奥秘。

“洞察”号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它与火星
“谈心”对于人类研究火星有何意义？新华社
记者就此连线“洞察”号项目首席科学家布鲁
斯·巴纳特，获得权威讲解。

首探火星内核

今年 11月 26 日登陆火星的“洞察”号，
并非首个造访火星的“地球来客”，但却是首
个深入探究火星内部的探测器。

巴纳特说，“洞察”号的主要任务是了解
火星的内部结构，探究火星震和火星内核。

他说，尽管距离人类第一次探测火星已
有数十年，但人类对火星内部结构仍知之甚
少。此前的数十次火星探测都是研究火星表
面、大气和磁场等。而“洞察”号将首次深入火
星内核，相当于用 CT 扫描对这颗红色星球
进行“45 亿年来的第一次体检”。

与“勇气”号和“机遇”号等移动探测的火
星车“前辈”不同，“洞察”号是固定式探测器，
大部分科学任务将通过原地的钻探实验完
成。巴纳特表示，“原地不动”正是“洞察”号的

独特之处，探测器只有长时间固定在同一个
位置，才能准确搜集大量科学数据。

“洞察”号的设计工作年限约为两个地球
年(一个火星年加 40 个火星日)。巴纳特表
示，希望“洞察”号能追踪火星内部在“一年四
季”间的变化。

三大先进仪器

“洞察”号搭载了三部主要科学仪器，分
别是地震测量仪、温度测量装置以及“旋转和
内部结构实验仪”。

据巴纳特介绍，可防风的地震测量仪灵
敏度极高，足以“感知”尺度为氢原子半径的火
星表面运动，记录“火星震”或陨石冲击引发的
震波；温度测量装置可通过锤击到达火星地
下 3 米或更深处，测量火星内核释放的热量；
“旋转和内部结构实验仪”可通过火星与地球
间的无线电传输，来评估火星绕轴旋转产生
的扰动，用以提供火星内核大小的线索。

上述三大仪器中，地震测量仪由法国研
制，温度测量装置由德国提供。巴纳特表示，
此次“洞察”号火星探测任务堪称国际合作的
典范。他说，这三部先进仪器使得此次任务
“与众不同”“意义非凡”。这些仪器将帮助人

类探究红色星球的核心深处，包括内核大小、
成分、物理状态、地质构造，以及火星内部温
度、火星震活动等情况。

助力火星研究

巴纳特说，“洞察”号对于人类未来对火
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至今，科学研究已
经掌握了火星现在的表面、大气层、电离层状
态等外表信息。‘洞察’号的使命是通过仪器深
入火星内核，探测火星的各种‘生命迹象’。”
据他介绍，对于火星如何形成和演变，科

学家有很多推断。“‘洞察’号搜集和反馈的数
据，能帮助人们了解更多信息来印证科学推
论，如火星形成时究竟是经历了全部融化还
是部分融化，岩浆冷却和结晶时形成了哪些
物质，火星的形成经历了多长时间，这个过程
是剧烈还是平缓，地热是如何散发出来的。”

通过地震仪探测火星的“脉搏”，通过热
流探头测量火星的“体温”……这些“生命迹
象”，既是火星亿万年的成长记录，也是打开
太阳系类地行星演化之谜的钥匙。系统“谈
心”后的收获将帮助科学家获得迄今最完整
的火星全貌，增加人类对地球起源的认识，对
未来人类登陆火星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洞察”号让人类首次听到火星风声

和火星“谈谈心”：“洞察”号探秘火星内核

据新华社武汉电
(记者黄艳)中船重工武
船集团为中国大洋矿产
资源研究开发协会打造
“深海一号”8 日在武汉
顺利下水。这是我国自
主研制的第一艘载人潜
水器支持母船，为我国
大洋调查再添一利器。

中国大洋矿产资源
研究开发协会办公室主
任刘峰在下水仪式上介
绍，“深海一号”是我国
首艘按照绿色化、信息
化、模块化、便捷化、舒
适化和国际化原则设计
建造的国际先进水平的
全球级特种调查船。作
为我国“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专用母船，建成后
可以充分发挥“蛟龙号”
的技术性能，显著提升
我国精细探索大洋资源
环境的能力与水平，对
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具有
重要意义。

中船重工武船集团
船舶公司董事长陈涛介
绍，“深海一号”船长
90 . 2 米，型宽 16 . 8 米，
设计排水量 4500 吨，续
航力超过 12000 海里，
自持力达到 60 天，可在
全球无限航区执行下潜
作业。

这一型号的船是根据“蛟龙”号载人潜水
器的特点专门设计，既定位为综合科考船，又
服务于深潜，不仅可为“蛟龙”号深潜作业提
供合适的水下、水面支持，还具备数据、样品
的现场处理和分析能力，同时配备“蛟龙”号
多种专用设备，能极大提升“蛟龙”号有效下
潜次数，持续高效地应用于深海资源勘察、深
海研究等科考任务。

据悉，“深海一号”还可搭载“海龙号”无
人缆控潜水器和“潜龙号”无人无缆潜水器，
具备“三龙”系列潜水器同时作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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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2017 年末，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邀请中国
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份国家发展战略规划。除了信任，更多是对
中国发展的认可和对中国道路的认同。

今年年初，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以《具有中国特色
的发展》一文，详细阐述中国发展模式为当今世界带来的启示。

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瞩目中国。正如国际舆论所评价，当
世界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
球治理观，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注入
持久信心。

自信之源

——— 植根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始终不变的时代主题

“北有小岗，南有顶云。”
40 年前的初春，贵州关岭，顶云公社。灰暗的煤油灯下，

陶家寨生产队的 7 个农民悄悄签订包产到户“合约”。到了秋
天，各家不仅吃上饱饭，还存下了粮食。丰收的景象，很快引发
了全公社“跟风”。

“那一年我都没有睡好觉，心里忐忑得很，生怕出事。”当
时的领头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陈高忠说，但那是“人心所
向”。

路走对了，就不怕荆棘密布、风急浪高。
中国自信，源自道路的日益宽广———
40 年来，改革开放面临无数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小到集

体土地能否承包到户、个体户雇工能否超过 7 人，大到国有企
业能否破产、社会主义能不能发展市场经济……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0 年来，
改革开放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
改旗易帜的邪路。

道路好不好，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最有发言权。衣食住行的
巨大变化，社会面貌的天翻地覆，国际地位的今非昔比……当
我们循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次次创造中国奇迹，升腾
的是与日俱增的信心。

中国自信，源自真理的科学引领———
“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来说，她的前行要

靠一个思想来引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曲青
山说。

穿越岁月洪流，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国情相结合，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激荡时代风云，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出璀
璨的真理光芒，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迈上新境界。
中国自信，源自深沉的文明沃土———
11月 14 日，法兰西艺术院。中国雕塑家吴为山接过就职

聘书，成为继画家吴冠中之后第二位就任该院通讯院士的中
国艺术家。

“对我艺术的认可，主要源自作品中深刻的中国精神。”吴
为山说，我们有深厚博大的民族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改革
开放以来的创造精神，应该保持自信。

能够向下扎得多深，才能向上长得多高。悠悠中华文明，
每一块铸就民族血脉的基石上，都深深镌刻着文化自信，为国
家和民族发展积蕴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中国自信，更源自党的坚强领航———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以上率下、率先垂范，引领

全党作风之变；正风肃纪、利剑出鞘，处理问责数十万党员干
部；一系列党内规章制度相继出台，不断扎紧制度之笼……

人们看到，一个在革命风雨中浴血奋战的政党，在改革开
放新的伟大革命中依然生机勃勃，以无畏的勇气、坚定的意志
重塑肌体、淬火成钢。

11月，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钱引安和江苏省副省长缪
瑞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彰显反腐败斗争不变的决心和力度。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泱泱大国，气象万千。
“真的自信，是刻在基因，源自灵魂的；真的自信，是直面

问题，给出答案的；真的自信，是道路与理论互证，是制度与文
化交融。”《我们为什么自信》一书作者刘哲昕说。

自信之力

——— 以更加自信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

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走过 40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启崭新局面，改革
开放再出发的动人图景跃然纸上。

向着复兴梦想进发，需要更加坚定“四个自信”——— 道路
自信指明实现方向，理论自信提供理论指引，制度自信提供根
本保障，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动力。

向前进，道路的方向愈发明晰———
雪后初晴，青海省民和县桥头村的村民们已经忙活开

了——— 覆膜机缓缓驶过田地，卷起一股股泥土的芬芳。
“脱贫攻坚的路很艰辛，只要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敢

想敢干、勤劳吃苦、共同奋斗，我们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桥头
村驻村第一书记李玉兰说。

当前，全国 12 . 8 万个贫困村的基层干部、3000 余万贫困
人口，正在党的领导下向深度贫困发起最后的冲锋。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人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就没有迈不过的山、跨不过的坎。

向前进，理论的光芒更加璀璨———
5月 5 日，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
在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周年、改

革开放 40周年之际，全球 30 多个国家的 120 多名马克思主
义领域知名专家济济一堂，共同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
功密码。

“改革开放 40 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运用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的过程。”北京大学教授顾海良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展现
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向前进，制度的优势不断凸显———
11月 3 日 9时许，随着最后一跨红色钢桁梁安装到位，

汶川到马尔康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 汶川克枯大桥双幅
合龙，实现贯通。

距离大桥约 50 公里的映秀镇，进入灾后重建的第十年。
曾经满目疮痍的废墟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从蓝图付诸
实施：加快万株古茶树博览园建设，加快渔子溪乡村振兴示范
点建设，加快映秀爱国主义影视基地建设……

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鲁甸地震……危机面前众志成城、
万众一心；危机过后八方支援、高效协作。中国制度的独特优
势，正写下更多时代注脚。

向前进，文化的伟力源源释放———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明自信的璀璨星光跨越时空，正唤起更广泛的认同、更

坚定的守望，照亮中华民族未来前行之路。
自信中国，中国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犹在耳畔：“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

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 5000 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
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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