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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

6月26日， 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
头组织研制、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动
车组在北京正式亮相。该动车组被命
名为“复兴号”，寓意迈向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复兴号”标志着中国动车技术
站在新的制高点。相比以往的“和谐
号”，“复兴号”速度更快、配套功能更
齐全、 乘客更舒适， 更关键的是，它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复兴号”

是中国制造的骄傲，或者讲，它正在
承载中国制造一起上路，承载“中国
制造2025”一起上路。

“复兴号”是中国制造向中高端
发力的标志性成果。毋庸讳言，中国
制造向中高端迈进还需继续艰苦努
力： 不少企业缺乏自主研发技术、缺
乏自主品牌、还在生产附加值低的产
品， 有的还处于为人代工的低端。但
承认差距，就是为了跨越差距。类似
“复兴号” 等代表中国制造水平的品
牌，就是我们向制造强国进军的信心
与动力。

坐在“复兴号”上，可以看到中国
制造的明天。掌握核心技术，是由中
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的关键所在。
中国制造已站在创新的风口，量身定
制的“中国制造2025”正在扎实推进，
鞭策与激励制造类企业， 积极谋求
“创新、转型、升级”之路，尤其在自主
研发方面要 “舍得”———有投入才有
产出，有技术才有前途，有产权才有
未来……“复兴号”的成功足以说明
这一点，中国制造业要从中得到深刻
启发。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

家强”。近年来，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
平的科技成果在中国陆续亮相———
神舟飞船 、天宫空间实验室 ，首颗X
射线天文卫星“慧眼”发射成功，“墨
子”卫星率先实现千公里级的量子纠
缠；“神威·太湖之光” 超级计算机蝉
联世界超算冠军……这些科技成果
成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亮丽名片，
而科技创新的背后亦是综合国力的
提升。

人们期待，我们能在更多的领域
涌现出更多的“复兴号”，助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湖南湘江新区肩负着建设 “三
区一高地”、打造中部新引擎的神圣
使命，新区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必
须不忘初心、不负重托，以更加过硬
的作风推动新区发展向纵深突破、
朝高位攀登，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 长沙创建国家中心城市贡
献更加强大的“新区力量”。

———强化“一叶知秋”的敏锐意
识。在新区第一次周工作碰头会上，
我们要求各级各部门以问题为导
向，常态化开展“敏锐性、主动性、责
任心”大讨论。什么是敏锐性？就是
用心察觉问题，深入思考问题，做到
“落一叶而知秋”。 为什么要把敏锐
性摆在第一位？ 因为敏锐是干事成
事的先决条件， 如果我们遇事反应
迟钝、凡事慢半拍，就难以及时找到
工作切入口和突破口， 主动和负责
也就无从谈起。 广大干部要当见微
知著、举一反三的“有心人”，敏锐捕
捉问题矛盾的苗头， 精准把握政策
形势的走向。

———弘扬“一往无前”的改革精
神。新区如果不改革，就不能称为新
区；新区干部如果没有敢闯敢试、敢
为 人 先 的 勇 气 、锐
气 、朝气 ，就挑不起
推动新区崛起这副
重担 。 面对改革攻
坚 、流程再造 、效能
提升、征地拆迁等难
点工作，我们不能瞻
前顾后、 畏缩不前，
必须勇于求新、锐意
创新、 破旧立新，用
新状态、 新思维、新
举措诠释 “新区干

部”这四个字。对于想改革、敢改革、
善改革的干部，党工委、管委会的态
度很鲜明， 就是 “为改革创新者担
当、让改革创新者有位”，以正确导
向激励同志们放胆去闯、放手去干。

———彰显“一线作为”的务实本
色。务实是成事之基，只有脚踏实地
才能了解实情、 推出实招、 取得实
效。 新区正在大力推行 “一线工作
法”，要求干部在一线工作、领导在
一线指挥、问题在一线解决、能力在
一线提升、绩效在一线考核、奖惩在
一线兑现， 引导广大干部做担当干
事、 主动干事、 扎实干事的 “实干
家”。 同志们要经常性地把办公室
“搬出”机关、“搬向”基层、“搬到”一
线，面对面地与群众沟通，点对点地
促项目提速，实打实地为企业服务。

———亮明“一丝不苟”的较真态
度。凡事最怕“较真”，工作最需“较
真”。于干部而言，较真是一种负责
态度、一种宝贵品格、一种“工匠精
神”，较真就是要像工匠一样“锱铢
必较”、毫厘必究，做到不马虎大意、
不搞形式主义、不当“差不多”先生。
在项目安排、工程招投标、土地招拍
挂、安全稳定、环境保护、干部选用
等敏感工作上，在各类文件、会议、
活动的组织安排上， 必须做到实之
又实、细之又细、严之又严，切实把
住每一道关口、抓牢每一个环节。

———保持“一抓到底”的坚定决
心。发展必须注重延续性，干工作如
果不能一以贯之、一抓到底，就很难
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认准的方向、
定下的事情，就要坚持坚守、保持韧
劲，不达目标决不松劲。当前，新区
的目标任务和战略重点非常明确，
重在执行，贵在坚持。接下来，要高
度聚焦既定部署，精准对照路线图，
坚定不移、 锲而不舍地抓好各项工
作，步步为营、久久为功地推动发展
提速提效。

白杨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
院首席研究员李连达日前呼吁：医生
的首要职责是治病救人， 要警惕做
1000台手术和救100个病人不如发１
篇论文现象。

“救100个病人不如发1篇论文”
绝非戏言，而是真切存在的现实。《人
民日报》就曾发文尖锐指出，在现行
的医生评价体系下，论文多少、职称
高低和临床水平并不相称。会看病的
医生或许不擅长写论文，会写论文的
医生可能不擅长看病，这样的情况并
不鲜见。 很多医生临床水平有口皆

碑，由于没有精力搞科研，无法在核
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直到退休也评不
上高级职称。

客观地说， 医学论文是临床实
践的总结升华， 其最终目的是指导
临床实践。重视学术论文，本来无可
非议。 但是， 任何事物都不能走极
端。特别是在医学领域，撰写论文固
然能体现出某些创新与探索的能
力， 但对医生更本质的工作———看
病和预防方面的能力评价， 却显得
有些苍白 。前不久发生的 “107篇中
国医学论文被撤稿事件”，也从一个
侧面折射出医疗领域“论文崇拜”的
问题所在。

但是，在当前形势下，要破解“救
100个病人不如发1篇论文”怪象说易
行难。一者，如果不用论文考核医生
的专业能力，那么更有公信力的标准
是什么？在没有寻找到这个替代物的
时候，这种“论文至上”的现象不可能
完全消除。二者，考核一个医生的治
病能力，是考核其治疗疾病花费的时
间短，还是耗费的医疗资源少；是患
者的主观感受好，还是同行的专业评
价高。 一旦不能设置合理的考核标
准，拿捏不好考核尺度，就可能坠入
“关公战秦琼”的困惑。简言之，医学
领域的人才评价，如果不能跳出这样
的思维， 就可能被在弱化论文的同

时，出现一些新的僵化的标准，这是
同样值得警惕的。

医疗，包括教育等行业的业务评
估要探索出一套科学可行的办法。必
须改变一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推出
科学的等级评价体系，让论文成为真
正货真价实的论文，让医生成为真正
治病救人的医生，这既是业内人士的
心声，也是社会的迫切需求。

� � � �君子对青天而惧，闻雷霆不惊；
履平地而恐，涉风波不疑。

———陆绍珩、陆绍琏《醉古堂剑
扫》概括君子的特质。

所有的胜利都是价值观的胜利。
———《那些感情的实话你想听

吗》序。
过去， 我与很多与我同时代以

及前五代的知识分子一样， 认为西
方之所以强大一定有他的道理 ，把
那些道理学会了以后， 就可以贡献
于国强民富，也抱着 “西天取经 ”的
想法。其实，作为发展中国家 、转型
中国家的知识分子， 就应该自己根
据发展中国家的现象， 了解其背后
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教授林毅夫在 “庆祝林毅夫教
授回国任教 30周年学术研讨会 ”
上的感言 。

“复兴号”，载着中国制造一起上路 新声

新区要有新作风
长沙市委常委、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主任 曹立军

� � � �曹立军 通讯员 摄
■你言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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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救100个病人不如发1篇论文”怪象

新闻漫画
“神医”共同体
不能逍遥法外

“神医”刘洪斌的“走红”，让一个由供货
商、中间商、广告商与电视台构成的利益链
浮现出来。

位居台前的 “神医 ”只是 “玩偶 ”或
“名片”，绝非最大赢家。记者调查发现，
这是一场集体失守———从该生态的源头
开始， 一些生产商即承诺可找专家做养
生节目、提供“话术”，并配合虚标成分。
而在节目播出的最后一环， 部分媒体机
构亦“委身”利益，对违规内容未严格审
核，导致违规广告误导患者，贻害社会。

说到底， 他们就是在一个利益的共
同体中相互配合、图谋不轨。对此，应该
出台相应的法规惩处， 不能再让无良获
利者逍遥自在。

画/ 王铎 文/江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