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青蒿素
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步，也是
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人类的一份礼物。”
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得主屠呦呦说。

青蒿素的发现，为世界带来了一种
全新的抗疟药。如今，以青蒿素为基础
的联合疗法（ACT）是世界卫生组织推
荐的疟疾治疗的最佳疗法，挽救了全球
数百万人的生命。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
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
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
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
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20世纪60年代，在氯喹抗疟失效、人
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屠呦呦接受了
国家疟疾防治研究项目“523”办公室艰巨
的抗疟研究任务。屠呦呦通过整理中医药
典籍、走访名老中医，汇集编写了640余种

治疗疟疾的中药单秘验方集。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

服之。”在青蒿提取物实验药效不稳定的
情况下，正是这句出自东晋葛洪《肘后备
急方》中对青蒿截疟的记载，给了屠呦呦
新的研究思路。 通过改用低沸点溶剂的
提取方法，富集了青蒿的抗疟组分，屠呦
呦团队最终于1972年发现了青蒿素。

屠呦呦说，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
库，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
势互补，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发展前景。

屠呦呦：

青蒿素是中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责任编辑 谢卓芳 肖丽娟 2019年1月1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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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过硬才能守住情怀
谢卓芳

前不久，“故宫淘宝”发微博称，为了提升产品从
内在到外观的质量，故宫淘宝系列彩妆全线停产。自
2018年12月11日上线到2019年1月5日停产， 故宫系
列彩妆上线不足一个月便“夭折”，加上此前故宫淘
宝和故宫文创关于故宫口红“出身”之争，无疑再次
给故宫这个大IP蒙上阴影。

尽管官方称， 故宫彩妆系列并非因质量问题停
产，但其产品表现欠佳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少消费者表
示，故宫口红膏体不够顺滑，眼影飞粉，外包装缺乏质
感……此外， 故宫彩妆在专业性表现上也不如人意。
比如口红颜色命名碰瓷国外大牌，外包装设计疑似抄
袭其他品牌，颜色文字介绍出现常识错误。

近两年来，故宫文创一路高歌猛进，从“朕知道
了”胶带走红网络，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刷屏社交
平台，到与农夫山泉合作推出“故宫瓶”……有数据统
计，2017年故宫文创年收入已达到15亿。依托故宫传统
文化的超级IP，故宫已经搭建起自己的文化矩阵。

事实上，故宫文创的生意一直停留在售卖周边的
层面，即将故宫元素搭建到各种各样的品牌商品上。但
彩妆门槛相对较高，从设计、生产到品控，都需要专业
的团队，对资金的要求也更高。依赖外部工厂的故宫彩
妆，品质还达不到市场上其他成熟品牌的水准。

此次故宫彩妆下架， 大部分消费者都显示出了
宽容。不少人认为故宫彩妆初出茅庐，应该给予试错
空间；更多人则是对故宫彩妆的改进充满期待，表示
要继续支持的不在少数。

消费者的善意源于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情
怀，这也是故宫文创能持续保持生命力的深厚土壤。但
文创产品不能只讲情怀，没有过硬品质，情怀也只会在
坏口碑中消耗殆尽。正如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所说：
“故宫文创越是畅销，越要不断升级品质。”故宫紧急下
架彩妆系列，是及时止损的明智之举，今后故宫文创更
应该放慢脚步，用更高的品质回馈这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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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

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
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
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
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升对公共交通安
全秩序的法律保障力度。

为依法惩治妨害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起草印发了意见。

意见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的妨害安全驾驶和
公共秩序的有关违法犯罪行为， 进一步明确法
律适用要求。对于乘客实施“抢夺方向盘、变速
杆等操纵装置，殴打、拉拽驾驶人员”等具有高
度危险性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 按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并强调即使尚未
造成严重后果，一般也不得适用缓刑；具有“持
械袭击驾驶人员”等几类特定情形的，予以从重
处罚。乘客针对其他人员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妨
害交通运营秩序、影响行车安全的，根据具体情
况分别适用寻衅滋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意见强调，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依法处置妨害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
为、维护公共交通秩序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
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
从重处罚。同时，鉴于实践中少数驾驶人员与乘
客发生纷争后不能理性应对， 而是违规操作或
者擅离职守与乘客发生冲突， 严重危害公共安
全， 意见规定对实施此类行为的驾驶人员按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此外，为鼓
励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务人员和乘客与妨害安全
驾驶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及时制止侵害驾驶
人和乘客的行为， 采取紧急措施避免严重危害
后果发生，意见还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作出了
原则规定。

天下微评

人民日报记者 杨 彦 侯琳良

时值冬日，武陵山深处，天寒地冻，脚下
的炭盆恨不得抱在怀里。

身穿蓝色工作服的田儒兵，手拿一把银
色剪刀，走路带风，“就聊一会行吗？等下要
去果园修剪猕猴桃枝。”

田儒兵口中的果园，位于湖南省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
习近平总书记曾于2013年11月3日来到村里，
看望慰问乡亲们。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要同做
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结合起来，同发展基本公
共服务结合起来，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向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整体素质要效益。

那一年，田儒兵还是贫困户。靠种柚子、
种猕猴桃、育果苗，他于2016年成功脱贫，
如今年收入七八万元。

2016年，菖蒲塘村也有喜事：与周边的
马王塘村、长坳村、樱桃坳村合并，成立新的
菖蒲塘村。

“老菖蒲塘村有技术优势，但人多地少，
发展空间有限。长坳地多，可开拓基地；马王
塘自然环境好，利于育苗；樱桃坳有水果加工
龙头企业。四村合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共同发展。”菖蒲塘村党委书记周子钧说。

“依靠科技，开拓市场，做大做优水果产
业，加快脱贫致富步伐。”2014年至今，菖蒲
塘村有119户摘掉了贫困帽。2017年， 全村
九成果农年收入3万元以上、九成农户建起
了楼房，菖蒲塘脱贫之后迈向振兴。

产业提质，发展不愁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
丁清清念叨的果业发展经验， 屡试不

爽。从种无核蜜桔到种湘西椪柑，再到种绿
心猕猴桃，直至种红心猕猴桃，他总是菖蒲
塘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总书记讲过，扶贫开发，要向增强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和整体素质要效益。” 丁清清
说，这又何尝不是菖蒲塘村发展的真实写照。

如今，蜜柚和猕猴桃已成为菖蒲塘村两
大经济支柱。全村水果种植面积3750亩，年
产水果1300万斤，农民人均纯收入8600元。

可是，世上没有常开不败的花。
“以蜜柚为例，现在人们都爱吃红心柚、

黄心柚，白柚早就是上一代产品了。”专做电
商平台供货商的村民田建军坦言。

主动转型，菖蒲塘人及时号准市场的脉搏。
引入新品种。“2018年9月，我们组织产

业党支部的成员去福建考察学习黄金柚种
植技术。”周子钧说，这种柚子品相更好，口
感更甜，成熟期更早，市场价格更高，“村民
王安全试种了四五棵，已经成活。”

延伸产业链。2016年， 村民周祖辉返回菖
蒲塘村，成立了周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加工
生产猕猴桃果脯、 蜂蜜柚子膏等产品。“熬制蜂
蜜柚子膏的原料是柚子皮，我们收购柚子次果。
以往果农都是直接丢掉，现在却能变成钱。”

转变销售方式。“以前坐在马路边卖，现
在坐在屋里卖。” 丁清清的儿媳田香群，从
2017年开始通过微信朋友圈卖红心猕猴桃，
2018年卖了10万元。 田建军收购了全村七八
十万斤猕猴桃，供给国内一些电商平台。

农旅结合，更是一条新路。合并过来的长
坳村里，有一景区名为“飞水谷”。一溪碧水在
峭壁沟壑中飞驰奔腾，怡情养眼。记者看到，
景区提质改造工程正在实施， 果园游步道与
通往景区的旅游观光道已连接建好； 村口新

建的水果展示厅、游客服务中心，已见雏形。
行走菖蒲塘，许多民居外面罩着绿色的防

护网，竖起褐色的脚手架。周子钧说，这些房子
要进行坡屋顶改造。“你们看，那是改造好的。”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栋小楼远远地矗
立小山坡下，白墙青瓦，田园风光。

技艺傍身，致富有底
“雷队，你回来啦。”村道上，迎面走来

的乡亲，热情地向雷志平打招呼。
“为什么叫你‘雷队’啊？”
雷志平爽朗大笑：“村里有个‘女子嫁

接队’，她们开玩笑，喊着喊着，喊顺口了。”
也不全是玩笑，在这支队伍里，雷志平

因为技术好、 人脉广， 逐渐成为“领军人
物”。但十多年前，雷志平初嫁到菖蒲塘村
时，对苗木嫁接一无所知。

家对面住着丁清清。 丁清清说：“你不
会嫁接，嫁到菖蒲塘来做什么？”雷志平赶
紧拜丁清清为师。如今，她一分钟就能嫁接
两三棵苗木，一天能挣200多元工钱。

“女子嫁接队”成员也从组建之初的16
人，发展到了200多人。

“总书记来菖蒲塘村之后，‘女子嫁接
队’的名气更大了，足迹从周边乡镇扩大到
贵州、重庆、陕西等地，一年创收200多万
元。”廖家桥镇党委书记麻喜成说。

在菖蒲塘村， 像雷志平这样的技术能
人很多。全村有省级科技示范户2户，州、县
级科技示范户11户，中级农技师21人，初级
农技师48人。

“这些‘土专家’不断引种、试种新品
种，并在种植过程中克服技术难题，成功之
后再带动其他村民。”周子钧说。

“有一技在身， 就不怕没钱赚。”2017
年，当地出现冰冻灾害，水果大幅减产，田儒
兵家的水果只卖了不到一万元，“但靠着育
苗技术，收入也有七八万元。”

精神脱贫，幸福不远
这几天在村里找人采访，路上和果园里

空荡荡的。本以为天冷村民都在屋里围炉烤
火，谁知村党委副书记王邦忠连打了几个电
话，都说没在家。

去哪了？有的去了贵州，有的进了县城。
“农闲了，村民却闲不下来，就去外面打点零
工。”王邦忠解释。

田建军的手机里，存着一段视频：猕猴
桃收购现场，两位老奶奶忙着包装猕猴桃，
一位74岁，一位82岁。“她们说，人不能闲，
闲了老得快。哪怕挣上5元10元也是好的。”

周祖辉的手机里，有这样的画面：工厂
处理鲜果时，务工的村民们围坐一起，用刮
皮器麻利地削着猕猴桃皮，高兴了，还有人
亮开嗓子唱上一段苗族歌曲。

“在菖蒲塘，村民的精气神好。”村党委
副书记申宸说，得益于此，各项工作推动起
来比较容易。

申宸是复旦大学博士毕业生，2017年7
月被定向选调到菖蒲塘。一年多的工作，菖
蒲塘村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里产业
发展早，经济基础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让村民看到美好蓝图，感觉更有奔头。”

“勤快才有好日子。”说起自己的脱贫之
路，畅想未来的生活，田儒兵深有感触。

人勤春来早，功到秋华实。菖蒲塘人说：
总书记给我们加油鼓劲， 乡村振兴的路上，更
要奋力前行！（原文载1月10日《人民日报》1版）

湖南凤凰县菖蒲塘村———

硕果满枝销路广 农旅结合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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