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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期
间，一项针对20国青年的调查显示，高铁、网
购、支付宝、共享单车，成为这些在华外国人
心目中的中国“新四大发明”！

“新四大发明”不仅改变中国，而且深刻
影响着地球村时尚，吸引着五大洲目光。

古老中国创造的指南针、造纸、火药、印
刷术四大发明曾经改写世界历史。 如今的“新
四大发明”正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也为解决
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从中国走向世界
“新四大发明”中，高铁与网购并非始于

中国，但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创造，矗立起
“新发明”的世界高峰，并将其打造成闪亮的
“中国名片”。

中国高铁———通车里程全球第一， 并走
向世界。

高铁技术起源于日欧， 如今中国却一马
当先。 从追赶到引领，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标
准， 中国高铁走过了高效而辉煌的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之路。

“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在研制过程
中大量采用中国国家标准，在254项重要标准
中，中国标准占84%。”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
陆东福说。

截至去年底， 中国累计投入运行的高铁
动车组达到2595组，超过全球总量的60%，通
车高铁里程长达2万多公里。预计到2030年将
超过4.5万公里，比绕地球赤道一周还要长。

从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 从莫斯科到喀
山，从匈牙利到塞尔维亚……本土之外，中国
高铁加速走向世界。

网购———“动动指尖”，商店饭店搬回家。
一根网线改变中国。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

的到来， 如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网络零售
市场，网民超过7亿。

中国网购为世界经济输出“互联网商
机”。 从中国本土到越南、泰国等亚洲邻国，到
远在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 巴西……“剁手
党”全球网购嗨翻天。

支付宝———二维码取代卖菜大妈的零
钱筐。

鲜有人想过， 有一天中国人可以玩一种
“魔法”，跨越物物交换，取代各种货币，轻松
“扫一扫”交易即完成。

“魔法”无边，支付宝的应用迅速扩散开
来。 截至2017年7月31日，移动支付活跃账户
和日均支付交易笔数均超过6亿。

共享单车———绿色出行“说走就走”。
2017年6月， 摩拜完成6亿美元新一轮融

资；7月初，ofo也宣布完成7亿美元新一轮融
资。 短短两年时间，多彩的共享单车迅速占领
了中国的大街小巷。 目前摩拜单车在全球运
营超过500万辆， 日订单量最高超过2500万
辆，注册用户超过1亿。

“席卷”中国大江南北之后，共享单车的
身影出现在了“英国单车之都”剑桥。 街头看
到一片片共享单车， 那是从中国飘来的橘红
色云彩。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飞速发展
的共享单车是中国引领世界创新的一个例
子。

从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到分享知识、技
能、劳务……“分享经济”的概念发端于上世
纪70年代的美国， 如今在中国土地上迅速生
长，并带来生活方式的巨变。

国家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
分享经济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03%。 未来几年，中国共享经济仍将保持年
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长。

科技创新，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总能创
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

如果说高铁是中国人织就的联通中国各
地、联通中国与世界的一张有形的网，那网购则
是中国人缔造的联通中国各地、 联通世界每个
角落的一张无形的网。支付宝则是全球生产者、
经营者和消费者， 超越地缘限制在这张无形的
网上轻松交易的金融血脉。 共享单车就是解决

“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健身“小伙伴”。
“新四大发明”织就了一张张有形无形的

网。“发明创造让中国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也让中国成为一个对世界有积极贡献的国
家，一个让世界感到温暖的国度。 ”中国工程
院院士邬贺铨说。

缘何“创响”在当代中国
20世纪60年代， 日本的新干线就开通运

营。 中国是在21世纪初才开始走出高铁之路
的。 支付宝、网购、共享单车所赖以生存的网
络在中国起步也较晚。 那么“新四大发明”为
什么会在当代中国“创响”？ 世界求解中国答
案，期待破译这“东方密码”。

一些专家指出，无
论是高铁，还是网购、支
付宝、共享单车，其兴起
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于中
国广袤的国土、 巨大的
市场和庞大的人口数
量。

国土越大， 经济半
径的束缚力也就越大，
突破速度的需求也就越
大。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需要“八纵八横”连
接贯通。

13亿多中国人日益
丰富多元的物质文化需
求，13亿多中国人蕴含
和待释放的庞大生产能
力和消费能力， 在遭遇
经济半径、 支付限制的
阻碍后， 产生强烈的脱
困动力。

出行累、银行挤、交
通堵……打破百姓生活
的痛点堵点纠结点，让
百姓生活得更幸福更便
捷， 是刺激“新四大发
明”在中国“点亮”并“光
耀”世界的又一大动因，
而且在短时间内形成强
大扩散力。

如果说高铁“坐地
行千里”，解决的是快速
远行的难题， 那么共享
单车则“说走咱就走”，
解决的是庞大人口随时

随地完成“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庞大的市场、众多的人口、较低的人力成

本，让中国“新四大发明”，一旦落地就会呈几
何级数增长。

问题的关键并不仅限于此， 更重要的决
定性因素在于中国科技创新力量的迸发与技
术基础设施的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里， 中国形成从
“小众”到“大众”，人人皆可为“创客”的时代
洪流。“人的因素越来越多被激活，多方协作
汇聚力量实现攻关突破的例证比比皆是，科
技创新正加快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科技
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说。

这5年里， 中国科技人才队伍迅速壮大，
全国科技工作者达8100万；回国人才超过110
万，是前30年回国人数的3倍。

“别小看红包摇一摇，没有庞大的云计
算、新一代移动通信、大数据等技术条件强
有力的支撑，春节时候上亿人同时抢红包是
难以实现的。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
刚说。

“别小看共享单车扫一扫，背后离不开导

航、移动支付、物联网来帮忙。 ”中国科学院院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说。

凡此种种，构成了中国发明“喷涌”而出
的土壤与气候。 于是， 我们看到一个立体多
维、接地气、有人气的中国的“新四大发明”。

《华尔街日报》评论：中国曾经以廉价劳
动力闻名于世， 现在它有了其他东西来贡献
给世界———创新。 中国“智造”的结晶，犹如一
张张名片， 让中国重新找到了全球发展中的
坐标， 也让世界重新定位了经济版图中的崭
新中国。

携手世界创未来
从古老的四大发明到“新四大发明”，沉

沦与抗争交织，奋斗与崛起辉映，再现了泱泱
华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 古老的四大发明曾
是中国强盛的标志，“新四大发明” 是中国复
兴路上的精彩篇章。

500年来，世界科技、经济、文明的中心几
度迁移，但科技创新这个主轴一直在旋转、在
发力，支撑着经济发展，引导着社会走向。

中国“新四大发明”正在呈现出中国创新
走向世界的“百景图”。

“印度版支付宝”“泰国版阿里巴巴”“菲
律宾版微信”“印尼版滴滴” ……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许多在中国热门的移动应用实
现本土化，让当地民众体会到“互联网＋”的
方便与实用。

中国发明，世界受益。 支付宝已覆盖7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万商家， 微信也已在19
个国家和地区落地。

在“新四大发明”火起来的十年前，外国
人眼中的中国制造形象仍然是山寨iPhone等
外国先进产品的仿冒品。

如今，在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看来，中国
已不再满足于扮演“跟跑者”角色。 事实上，中
国公司在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方面正在引领
全球趋势，特别是在超级计算机、智慧交通、
数字支付等领域。

从基础建设到消费方式， 从商业理念到
经济业态，“新四大发明”折射出“中国式”创
新的澎湃动能。

国家力量牵引的重大工程， 在世界面前
书写下“中国式”创新的浓墨重彩。 源于社会
生活的那些发明， 也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
卷轴上描绘出万紫千红。

中国， 成为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唯一进入
前25名集团的中等收入国家；世界上第三个国
内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百万件的国家； 国际合
作论文发文量跃升为全球第三的国家……

美国《连线》指出，未来的机会属于中国。我
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改变对中国创新的成见。

应该认识到，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总
体技术水平与创新实力仍有较大差距。 但中
国在快速跨越，并在一些重要领域实现超越。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四大发明”涌现。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新四大发明”：

标注中国，启示世界

王丹青 徐亚平

8月10日午间， 刚从蛇口脱险的张用
明从岳阳市二人民医院出院了。 他说：“要
不是二医院的医护人员， 我可能几天前就
没命了！”

意外，村民耕田时被蛇咬
8月5日7时许， 华容县插旗镇54岁的

农民张用明，趁早上凉快，到自家水田里耕
作， 不料被蛇咬伤。“当时只觉得左脚上一
疼。”他慌忙低头去看，发现一条黑褐相间
的蝮蛇扭动着半米来长的身子， 很快隐入
田边的草丛里，不见了踪影。

不大一会儿， 老张发现自己的左脚脚
背已经肿得老高，意识到蛇毒已经发作，他
忙从兜里掏出捆绑野菜的绳子， 紧紧绑住
了脚腕处， 随后打电话叫自己的儿子过来
帮忙。他被送进了插旗镇卫生院治疗。

注射救命药，出现过敏性休克
根据老张的描述， 镇卫生院医生立即

为他注射了抢救生命用药———蛇毒血清。
谁知蛇毒血清才滴注几分钟， 老张就昏迷
了。老张被紧急转送至华容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医护人员为老张一边用了抗过
敏药，一边小剂量使用蛇毒血清治疗。结果
没过多久，老张再次陷入昏迷状态。该医院
立即联系岳阳市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准备转
院。

当天16时整， 老张被转往岳阳市二人
民医院， 直接通过绿色急诊通道送入了
ICU救治。

“一入院，我们在给他做心脏复苏等抢
救措施的同时， 又用抗蝮蛇毒血清做了皮
试。”医护人员称，遗憾的是，老张对血清
的皮试结果呈阳性， 不能采取一般人使用
的普通疗法。

救治，多种疗法挽回生命
“老张入院时，人已经处于休克状态，

神志模糊，吞咽困难，睁眼乏力，全身肌肉
无力，蛇毒已经进入血液，从左足部直至小
腿膝盖以下部位全都是青紫的， 肿胀变形
得厉害。”岳阳市二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祝
立勇告诉记者，“普通疗法， 可以直接用生
理盐水和抗蝮蛇毒血清进行静脉注射，但
对于老张这种严重过敏性体质的患者就完
全不能使用了。”

人命关天！在急诊 ICU，提前到此待命

的专家们紧急会商后拿出了治疗方案，立
即对伤口进行清创、引流，并密切观察老张
的身体反应， 还备好了其他抗过敏和急救
药物。 同时运用中医结合的方法对症予以
拔罐、内服外敷治疗。

幸运的是，经过医护人员的彻夜抢救、
观察，老张没有不适现象。13小时后，老张
的病情趋于平稳，顺利脱险。

提醒，外出游玩做好防护
“最近外出的人多，但这个时候正好是

蛇产卵的时节，蛇的警惕性特别高，也更容
易伤人。 ” 医护人员建议， 市民在外出时
要尽量穿长衣裤，减少暴露；尽量避免到杂
草茂盛的地方去， 同时要“打草惊蛇”，用
长的枝条先拨弄一下草丛， 确定安全了再
通行。

如不慎被蛇咬伤， 要拨打120求救；不
要剧烈奔跑， 以减慢人体对蛇毒的吸收和
蛇毒在人体内的传播速度。与此同时，要用
绳子或布条之类的东西在伤口的近心端绑
住，记住蛇的形态，详细告知急救的医务人
员，以便医务人员及时、正确地给以治疗。
还可以就近找洁净的活水清洁伤口， 挤出
毒素，但不能乱涂抹药物或酒精。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跑步，能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舞蹈，能
拥有一种优雅的气质……中南大学青少年
视力保护与训练研究中心主任周小翔，却发
明了一套能提高视力的体育锻炼方法，他称
之为“倍明目”，这套锻炼方法在暑假受到上
千学生的追捧，并有效提高了他们的视力。

通过体育锻炼提高视力
8月9日，记者走进“倍明目”课堂，学生

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包括头颈运动、
呼吸运动等一系列动作的练习，看起来更像
是在做体操。

这些能提高孩子的视力？面对记者的疑
问，周小翔解释，传统的医学认为，视力下降
是由睫状肌疲劳引起的， 但他通过研究发
现，视力下降是整个视觉系统的问题，而“倍
明目”正是针对视觉系统加强供氧、营养输
送等设计的一套锻炼方法。

这里的孩子只通过短短3天的锻炼，视
力均能有所提升，而长期参加锻炼，有不少
孩子甚至能摘掉眼镜。德馨园小学二年级刘
静远同学患先天性散光， 两眼视力只有0.3
和0.4，在这里锻炼了一年多，视力居然提高
到1.0和1.2，并一直保持。

在中南大学第二附属小学，“倍明目”正
在全校推广， 上午和下午的眼保健操时段全
部改做新的锻炼方法， 每天进行一次集中学
习锻炼活动，周小翔每天来到学校义务指导。
上学期， 该校经长沙市中心医院眼科在学期
前后检测，视力提高的有486只眼睛，占总眼

数45%。 一年级二班易展鹏同学原来左眼视
力1.0,右眼视力0.8，练习后都提高到1.5。“倍
明目”得到了家长和学生们的普遍欢迎。

想让学校参与其中
周小翔1982年考上湖南师大， 就读武

术专业，他的视力本来不太好，但在武术训
练一段时间之后， 他发现自己视力提高很
快，便开始潜心研究其中的原理，并逐步开
始实践。

大学毕业后，他来到长沙铁道学院当老
师，将这套锻炼方法完善，并应用在自己的
学生上，成效很明显。上世纪90年代，周小
翔还在贺龙体育馆上过大型公开课；2000
年左右，周小翔在国际眼视光学学术论文报
告会上正式发表“倍明目”理论，指出提高视
力应着力改善整个视觉系统功能，获得大会
奖；2014年，“倍明目” 获两项国家专利，中
南大学青少年视力保护与训练研究中心正
式成立。

“倍明目”将体育锻炼与提高视力结合
在一起，很适合大面积推广。然而，周小翔进
学校寻求推广的过程却并不那么顺利。近些
年来，周小翔去过10多所中小学校，免费进
行班级授课， 虽然每次课堂效果都出奇的
好，但是却都没有下文，“这相当于是给学校
加一门课，虽然我很乐意免费推广，但对于
学校来说，组织工作显然并不轻松。”

周小翔现向社会征集10所学校进行义
务推广“倍明目”，希望有更多的中小学生受
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倍明目’走进
更多学校，造福更多学生。”

湖南日报8月11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廖晓菲）舞蹈《雪·精灵》活泼可爱、笛
子独奏《春到湘江》悠扬婉转、课本剧《将相
和》引人入胜……今天，省第十六届“三湘蒲
公英”奖评选活动优秀节目展演暨颁奖典礼
在省文化馆举行，13个精彩的展演节目赢
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三湘蒲公英”奖已举办30年，本届比
赛亮点纷呈。 首次引入了互联网比赛模式，
即初赛、复赛都在网上进行，参赛者通过网
络报名，将节目视频或作品图片上传即可参

赛。比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共收到2680
个（幅） 节目（作品）， 网络总访问量超过
1100万人次，最高日访问量超过20万人次。
比赛设置了音乐（乐器、声乐）、舞蹈、戏剧曲
艺、美术、书法、摄影7个类别，儿童组（6至12
岁）、少年组（13至18岁）2个组别，参赛作品、
演员、门类的数量皆为历史之最。

颁奖典礼上，颁发了优秀组织奖、创作
奖和金奖。

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厅主办， 省文化馆、
各市州文广新局承办。

农民张用明被蛇咬伤，却对救命药过敏，经两次转院救回一条命

产卵时节，谨防蛇出没

体育锻炼能提高视力，有孩子视力从0.3和0.4提高到1.0
和1.2———

“倍明目”能否得到大面积推广

省“三湘蒲公英”奖优秀节目展演

!"#$%&'()*+,$%-./0123456)*+,789
:-;<=" !"#$> %? #%@ABC DEFGH2IJKLMNIO9
PQRSTUV)*W,XYZ:[\]B^_`ab2c(de)*f
$Fghijkl:[mnB^9op;<` qrb2)*W,stu
vw9ghijx\yDEF\]z{mnh|}mnB^kl:[m
nB^9op;<`~��r^"�;<���Js��X !&#$ > % ?
#%@���s�;<9mnB^�� !&#$� %? #%@����C �T
����j��op;<`��j���B;<`�;DEF&)*W,
�P9�<��`x�bDEF9<�`�yDEF ¡&tuP�<i
j`s�yDEFK)*W,�P&tuP�<ij`����;<¢£
9¤¥¦�£§x¨©LMNIOª«£9DEF¬n®R¯yDEF/
U9°±²³2T´C µ¶Ry�·¸9a¹�º�»¼K½¾9¿ÀÁ
Â`Ãy)*+,ÄÅC

!"#!ÆÇÈ !"$%!#$&'%#'$(!#
&'()*+,-.
!"#$ / % 0 #! 1

2345
! ! " "#$%&'()*+ #$! , %$&'"#($ -./0123456

789:)*+,-. $;$<=>?@AB4CDEFG7HI4JKLMNGOP
QRS4TUVWXYWZ[\\]^_`a@ "b#cd:eY;Ofg4h
i\jkl\\]4mno9j:)*+,-$;5p> $ <=4Cqrst1O
u2vIwxyz{|@ !!""

!"#$%&'"(

}~4�����NG���:��f���[����4������
�;���O:���N�����;�� ¡¢e@

���7£¤��¥¦ ¡§¨���©ªNG«¬ ¡§®¯°b
±²³´µ¶�·¨¸�µ¹º¶�·��»¼¢e4½¾·��¿ÀÁÂ¨
ÃpÄÅ4�KÆÇ¾È¶�·ÉÊ»¼?Ë /''' =4ÌÍ $' Î��¦Ï
)ÐÑÒÓÔ?P /'' =@ NG«¬Õ��Ö×)Ø¨Í��ÙÑ¨ÚÛ
ÜÝ4ÞNG«¬Oßàáâ4��ÖããäåÁæç@���NGèéê
��Pë��»¼¢e4_ìí0jNîGï:ðñò74óñò7;OÑª
Ùô4õöj÷øPùOúûüý@ !#$%" #&'()#

)*+,-./012345678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