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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天河、织女、河鼓和天津这四个名称与中继星“鹊桥”名称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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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技创新中心条
例》立法启动会近日召开。这标
志着，以法治引领和保障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驶入了快车道。

科技创新是“创造性破坏”，

是一个“颠覆超越、脱胎换骨”的
过程，以规范严谨、稳定预期为
特质的法律，看起来与之格格不
入， 如何才能为科创保驾护航？

想来，只有牢牢抓住“保护并激
发想象力”这个牛鼻子，法律才
可以安身立命。

爱因斯坦有言：“想象力比
知识更重要， 知识是有限的，而
想象力可以包容整个世界……”

制度供给，何以保护和激发想象
力？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做不
少文章。

先是营造尊重科学、鼓励创
造的价值导向。 科技发达国家，

之所以大师辈出，频频摘取诺奖
皇冠，与其尊崇科学、鼓励创造
的社会氛围息息相关。而我们大
量的资本， 却热衷于拍宫斗剧，

较少产出激发想象力的经典作
品……“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
外”。上海的科技创新，要站在国
家全局、立足长远，培植尊崇科
学、鼓励创造的社会基因。因而，

此部立法可以对相关媒体施加
公益宣传义务，在校舍和楼堂场
馆，多悬挂科学家照片，影视部
门多投放科幻片， 少些娱乐、宫
斗剧，财政部门加大科技成果的
奖励力度……

再是真诚地尊重科技创新
规律。科技创新，向来不是因循
守旧、循规蹈矩的过程，而是从
无路处寻路、无解处求解，甚至
在破坏中创造的过程。 最后存
活、甚至脱颖而出的，往往都不
是政府规划出来的。 有鉴于此，

须厘清政府有形之手的边界。在
苦心孤诣的科学探索过程中，科
学家看似孤寂，实则内心充实而
丰盈，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为他
们提供安静科研的环境，使他们用志不分、潜心科研。

众所周知， 如果没有普林斯顿大学的宽容与呵
护，一度被认为是疯子的约翰·纳什，连正常生活都无
法维续，何来纳什均衡理论的横空出世？而我们这里，

至少在目前，科研项目申报书中仍然要求列明各科目
支出的主要用途、测算方法及依据等内容，甚至无论
是横向还是纵向课题， 都采取了同样的预算管理要
求，为各种支出设定了严格的比例，国际合作经费也
无法以正常渠道外拨给国外合作机构。重点实验室的
设备采购，招投标程序繁琐，许多大型仪器设备采购，

还必须上校长办公会一事一议……当科学家成天忙
于表格填报、经费核算，而且时时担心逾矩违规之时，

他们仰望星空、 探索未知的时间和精力就大为减少
了。这方面的改革呼声多年不绝于耳，立法其实是个
很好的机会， 可以把有关的繁文缛节真正简化下来，

比如实行“告知承诺”制，给科学家们更大的容错空
间，更给他们安静的科研环境。

还有一条， 就是确立真正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

国际通行的规则， 并由此确定各方的职责和边界。政
府所要做的，是做好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环境，不让创
新主体感到“折腾”———有些让高校、科研院所感到进
退两难的措施和制度，就应该借机有所革新。而对于
研究方向的把握， 国外的政府支持方式是 “量体裁
衣”，根据科学家的需求来提供配套和服务。我们过去
很多时候则习惯于先设定方向，再让科学家去按照方
向完成相关的科研任务，结项时逐一核对当初设定的
任务……这同创新的“规律”，难免是有偏移甚至背离
的，亟待突破的瓶颈，也正在此。

技术迭代，日新月异。相信科学家，尊重他们的专
业判断，允许他们应时而变，不要折腾他们，应当成为
推动科创的基本理念。而制度供给，就当守护这样的
理念，进而保护想象力、激发创造力———立良法、促善
治，意义莫大于此。

（作者为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法学教授）

明确今年民生保障工作目标

将新增就业岗位50万个
本报讯（记者 吴頔）今年，

上海将新增就业岗位 50万个，

大力引进高端人才和关键人
才， 继续制定实施养老金调整
办法……昨天， 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工作会议召开， 明确
今年民生保障工作的目标。

就业是民生之本。过去一
年，上海就业形势始终保持稳
定， 新增就业岗位 58.2万个，

全年共帮扶引领成功创业
11583人，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
人数 19.41万。按计划，今年本市还将新增就业岗位 50万
个，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低于 15万个；帮扶引领成功创
业 1万人，其中青年大学生 6000人；帮助 8000 名长期失
业青年就业创业；为 1万名建档立卡农民提供职业培训等
就业服务，其中实现就业 6000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
在 22万人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在 4.3%左右。

会议透露，今年本市将聚焦重点领域和区域，大力引
进高端人才和关键人才， 全力推进人才高峰工程相关工
作，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畅通海外留学生来沪通
道，积极推进人力资源产业园区“一区多园”建设。同时，还
将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完善职称分级分类评价机制，建立
完善职称行业监管体制机制，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
分配机制，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有关政策。

技能人才发展方面， 上海今年将做好第 45届世界技
能大赛参赛工作，力争再创佳绩，并有序开展第 46届世界
技能大赛筹办各项工作， 继续推进世界技能博物馆建设。

同时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贯通办法，

推进首席技师、技能大师工作室、公共实训基地及高技能
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扩大覆盖范围。

副市长彭沉雷出席会议并讲话。

加强基层对台工作指导
本报讯 （记者 洪俊杰）13日，上海市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学习研讨班举行。

市委常委郑钢淼出席并作专题辅导报告。

郑钢淼指出，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台
工作总体要求， 贯彻中央对台工作精神，加
强基层对台工作指导。一要深入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实质，深刻理解讲话重
大意义。二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
引，准确把握当前台海局势和两岸关系发展
形势。 三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对台决策部
署，全面回顾总结上海对台工作的成绩和不
足。四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统
领，扎实推进新一年度各项工作，推动上海
对台工作取得新突破。

上证G60科创走廊指数将适时推出
在上交所设立“上证 G60科创走廊综合指数”和“上证 G60战略新兴产业成份指数”

本报讯（记者 张杨 李成东）昨天，G60

科创走廊九城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将在上交
所设立“上证 G60科创走廊综合指数”和“上
证 G60战略新兴产业成份指数”。

“上证 G60 科创走廊综合指数”选取九
城市所有在上交所挂牌的上市公司股票作
为指数成份股， 采用自由流通市值加权计
算，反映 G60科创走廊沪市上市 A股的整体
表现。截至 2018年底，G60综指采用的样本
股共计 161 只， 约占沪市全市场股票数的
11.7%，合计市值约 1.5万亿元。

“上证 G60 战略新兴产业成份指数”选

取九城市已在上交所上市以及未来在上交
所科创板上市的 50 家具有科创代表性的
战略新兴产业企业。 相较于 G60综指，G60

成指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集成电
路、 生物医药等高新行业的权重分布有所
增加。

根据最新一期样本股名单，G60指数样
本股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均高于市场平
均水平 。G60 综指和成指平均值分别为
5.86%、5.97%，中位数 4.48%、4.75%，高于上
证综指的 3.34%的平均值、3.99%的中位数，

中证全指 3.54%的平均值、3.67%的中位数。

目前，上证 G60科创走廊指数已完成编

制，待全部程序履行完毕后适时推出。同时
在条件成熟后， 将基于 G60 成指尽快推出
ETF产品。分析人士指出，两个指数的编制，

既是展现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发展建设成
效的重要指标，又是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与
科创板精准对接、 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也
是反映长三角科创活力和竞争实力的晴雨
表和温度计。

据介绍，G60科创走廊已建立拟上科创
板企业储备库， 将九城市中符合国家战略、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
新企业纳入储备库， 首批入库企业已近 200

家。未来双方将着眼战略协同，实体化运作

上交所资本市场服务 G60科创走廊基地，深化
拓展基地服务功能，共建共享资本市场服务区
域协同发展新平台，推动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
科创企业与上交所深度对接、实体经济与资本
市场的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价
值链的深度整合，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先进
制造业产业集群，促进 G60科创走廊在服务长
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上有更大
担当、更大作为。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波，上交所理事
长黄红元出席签约仪式并共同为 “上海证券
交易所资本市场服务 G60 科创走廊基地”揭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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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锟

嫦娥四号着陆点被命名为 “天河基
地”！昨天，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科学院
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联合向全世界
发布嫦娥四号着陆区域月球地理实体命
名。

此前的2月 4日，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批准了我国利用探月工程嫦娥二号和嫦娥
四号高分辨月面影像数据申报的嫦娥四号
着陆点及其附近 5个月球地理实体命名，

除了嫦娥四号着陆点被命名为天河基地
外， 着陆点周围呈三角形排列的三个环形
坑，分别命名为织女、河鼓和天津；着陆点
所在冯·卡门坑内的中央峰命名为泰山。这
是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科学数据成果在月球
地理实体命名上的又一次重要应用。

天河在中国古代是对银河的一种别
称， 其在中文中又可隐喻 “开创天之先
河”， 与嫦娥四号实现世界首次月背软着
陆及巡视勘察，开创人类月球探测历史上

的先河相契合。根据 IAU 的命名惯例，着陆
点名称之前需加一个拉丁词语 Statio， 因此
命名嫦娥四号着陆点的名称为天河基地
（Statio Tianhe）。目前只有美国阿波罗 11 号
着陆点名称静海基地 （Statio Tranquillitatis）

和嫦娥四号着陆点的名称天河基地（Statio

Tianhe）享有基地（Statio）这一称号。

织女、河鼓和天津均为我国古代天文星
图“三垣四象二十八宿”中的星官，其中织女
和河鼓属于二十八宿的牛宿，天津属于二十
八宿的女宿。三个星官分别位于现代星座划
分的天琴座、天鹰座和天鹅座，三个星座所
包含最亮的恒星分别为织女一 （俗称织女
星）、河鼓二（俗称牛郎星）和天津四，这三颗
明亮的恒星构成了著名的“夏季大三角”，命
名的织女、河鼓和天津在月面上近似再现了
这一天文现象。七夕夜晚的星图中，织女星
位于银河的西侧，与东侧的牛郎星隔银河遥
遥相对，天津四则位于北方位置，处于银河
之中。天津作为古代星官其寓意为“银河渡
口，跨越银河的桥梁”，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

中为护送牛郎织女的仙女。天河、织女、河鼓
和天津这四个名称与中继星“鹊桥”名称相
呼应，组成了高度关联、内涵丰富、情节完整
的名称体系。

泰山以我国五岳之首山东省境内的泰
山而命名，位于嫦娥四号着陆点西北方向约
46 公里处，其“海拔”高度为-4305 米，相对
冯·卡门坑面高度约为 1565米。泰山是我国
首次获得的“山”类月球地理实体名称的自
主命名， 这也是自 1985 年后 33 年的时间
里，IAU再一次批准命名“山”这一类月球地
理实体名称。

据了解，月球地理实体命名活动始于 17

世纪初期的欧洲， 后来转移到 20世纪月球
观测和探测活动较多的美国和苏联。 目前，

月球地理实体命名的管理和审批是由世界
各国公认的权威天文学术组织———IAU 负
责。月球地理实体的命名必须遵循 IAU的各
种规则和程序，并且任何研究者都有权基于
科学研究的需要向 IAU 申报月球地理实体
的命名。 嫦娥四号月球地理实体命名的申

请， 是继 2010年 8月和 2015年 10月我国
分别获得 IAU 批复的嫦娥一号和嫦娥三号
着陆区地理实体名称后，第三次获得 IAU批
准，三次自主申请命名获批的月球地理实体
名称共计 12个。

此次嫦娥四号月球地理实体的命名获
得批准，是对嫦娥四号任务开创人类先河的
纪念，是开展嫦娥四号科学研究与应用所取
得的又一项重要原创性成果，也是我国对世
界月球探测的又一贡献，为国内外科学家开
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了位置标准及
基础数据。

另悉，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称，1月
30日和 31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LRO）根据中方此前
提供的信息，两次飞掠嫦娥四号着陆区域并
对着陆器和巡视器进行成像，获得了有价值
的观测图像，其中第二次成像可清晰分辨位
于月球背面的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
巡视器。中美双方期待未来将有更多科学发
现和成果。

中国的“天河”在月球背面奔腾
月球再添五个中国地名，嫦娥四号着陆点被命名为天河基地

沪产剧《老中医》将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展现中医中药博大深远和医者仁心

戏骨云集 再现上海滩“三大名医”

■本报记者 李君娜

20世纪初，“孟河医派” 传人沈蘅之，

博采众家之长学习中医，先在家乡孟河开
诊，后到上海行医。他以高尚的医德和精
湛的医术，成为沪上名医……

由高满堂、李洲编剧，毛卫宁执导，陈
宝国、冯远征、许晴、陈月末领衔主演，南
吉、张志忠、曹可凡、丁嘉丽、倪大红、王
雷、梁丹妮等联袂演绎的年代大剧《老中
医》正式定档，将于 2月 21日在央视一套
黄金档首播。这部由上海儒意影视制作有
限公司、SMG尚世影业有限公司等联合出
品的电视剧， 秉持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

用镜头语言诠释中医中药的博大深远、医
者仁心的清晰面孔。

现实主义的魅力在于真实
《老中医》中，金牌编剧高满堂沿用了

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以小人物经历体现
大历史格局。主人公翁泉海的人物塑造以
江苏常州孟河医派费、马、巢、丁四大名医
为原型，并将故事的发生地搬至十里洋场
大上海，令情节展开更具戏剧空间，同时
刮进更为浓厚的历史风云，加入更多形形
色色的人物，使得整部剧作格外饱满。

在高满堂看来，现实主义的最大魅力
在于真实，“任何一个有追求的艺术家，都
需要打通历史和现实的涵洞” 。在创作过
程中，凡涉及诊病环节，他都极为谨慎，不
仅两次深入常州孟河走访采风，还常年聘
用两位中医顾问， 剧中所涉 60余副药方

全部在中医典籍中有所记载。 不夸张地
说，对照剧中的药方，观众甚至可以到药
房照单抓药。 高满堂说：“我有个心愿，看
完《老中医》，每个观众都会看自己的病。”

《老中医》中贯穿数个医案，望闻问
切、抽丝剥茧、辨证施治，不仅体现了中医
背景和内涵， 也体现着传统文化的传承。

《老中医》 的创作团队希望用一种浅显易
懂的方式，为中医行业正本清源，促使人
们用科学态度正确看待中医。 高满堂直
言：“感谢《老中医》强大的中医顾问，所有
剧中的中药医案都逐篇逐句校对。《老中
医》虽是艺术作品，不是纪录片，也不是教
材，但我们尽力踏踏实实把里面所有的医
案搞得明明白白。”

《老中医》的导演毛卫宁曾执导过《平
凡的世界》《英雄无名》 等多部热播剧集，

并先后获得白玉兰最佳导演奖、中国电视
飞天奖等多个奖项。

2017年 8月，《老中医》在上海正式开
机。拍摄片场，演员带着小字典随手查中
医专业术语，望闻问切都有顾问手把手指
点……为了力求完美，《老中医》的制作也
堪称严苛，除了高度还原坐诊问药的药房
等建筑场景，在饮食、服饰、器物等细节上
也非常到位。

毛卫宁表示，团队坚持以严肃的现实
主义创作手法来拍摄，让观众在人物与时
代的跌宕起伏中，找寻自己对中医与今天
生活的理解。“我们的主人公是中医，但他
们有各自的喜怒哀乐， 有命运的悲欢离
合，这些也是将来观众最关注的。”

展现传统中医文化魅力
《老中医》在塑造亦医亦儒亦侠的名中

医形象的同时，展现了传统中医文化的无穷
魅力。这几年，医疗题材的影视剧层出不穷，

但有关中医的几乎是空白。《老中医》填补了
这一题材的空白。

另一方面，《老中医》 以 1927—1946年
间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江苏常州孟河医派
传人翁泉海闯荡上海滩， 保护中医瑰宝，在
阻碍中步步前行的故事。 演员可谓戏骨云
集，陈宝国、冯远征、曹可凡三人分别饰演当
时上海滩的“三大名医”。其中，陈宝国饰演
的翁泉海是孟河医派的传人，曹可凡饰演另
一位中医吴雪初，冯远征饰演的赵闵堂则是
西医的代表。 为了贴合剧中老中医的形象，

陈宝国向名中医学习把脉、药材辨别等专业
知识，并坚持瘦身。对于这个题材和角色，他
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坦言：“为这个戏这个角
色，拍摄的 120 天不敢休息一天、不敢请一
次假、不敢迟到一次。”

曹可凡做主持人之前就是医学院的学
生，而冯远征本就生于中药世家，自己的爷
爷就是有名的老中医。 当导演找到他的时
候，他无条件应允参演，表示愿意为宣传中
医历史出一份力。

近年来，从《平凡的世界》到《大江大
河》，一批上海出品的影视作品开拓创新，呈
现出了高质面貌。就在不久前，另一部上海出
品的电视剧《大浦东》也登陆了央视一套黄金
档。这些作品的现实深度和宏大立意，进一
步擦亮了海派影视作品这张金字名片。

*示意图

万千游子回程
昨天，万千游子踏上返程之路。为缓解

人流拥挤，上海地铁上海火车站站内专门增
设了大件行李等候区，方便乘客等候购票上
车。地铁工作人员疏导乘客前往大件行李等
候区候车购票。 本报见习记者 孟雨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