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交大医学院与附属医院实施临床研究计划，论文接连亮相《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沪上三大医学成果十天内连登名刊
■本报记者 徐瑞哲

近日， 影响因子超过 70的国
际临床医学顶级刊物《新英格兰医
学杂志（NEJM）》在 10 天内连续发
表 3篇重磅临床研究论文，分别报
道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肾脏内科陈
楠团队牵头的 2 项和附属仁济医院风湿科叶
霜团队牵头的 1项原创性研究成果，被业界认
为属于“历史性突破”。此番中国医师临床研究
爆发的背后，是上海交大医学院与附属医院共
同实施临床研究计划，形成了医学研究从实验
室转到病床边的实战派新模式。

三甲医院与普通医院的区别
上月先发表的那篇间质性肺病相关论文，

可以说是“救命论文”。在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20年前间质性肺病患者半年内的死
亡率在 80%左右；近年来，因全科对这一疾病
的集中攻关， 半年病死率逐步降至 40%左右；

早期患者生存情况相对好些， 病死率约 20%，

但仍是死亡率极高的凶险疾病。

“我们的研究进展，是解决这一临床难题、

跨越重要门槛的关键一步。” 仁济风湿科副主

任、南院执行主任叶霜说。普通病患或许还不明
白，为什么一种自身免疫性的肺病，竟然由风湿
科不断降低其死亡率。原来，叶霜团队经过十余
年努力， 通过一系列生物标志物和发病机制研
究，逐步锁定原适应症为类风湿关节炎的“托法
替布”，创新性地将其用于间质性肺病相关治疗，

18例患者在治疗后 6个月全部存活。

“三甲医院或研究型大学医院，与普通医院
差别应该在哪里？”十多年前，时任上海交大医学
院副院长的陈国强教授就在全院年度会议上这
样设问。在他看来，恐怕不是床位多少、收费高
低，而应当是诊断和治疗疑难杂症的高超能力。

学科第一与培养名医的关系
临床医学排第一的根本标志是什么？“取决

于是否有一批名医。‘病人不看不死心，同行不问
不放心’的就是名医。”在组织系统内医务人员接
受临床研究专题培训时，陈国强说，培养一批名

医，靠的是真正能为病人诊治疾病解决问题的医
生，更是能从临床中凝练科学问题开展多中心临
床研究，形成拥有引领性诊治标准的队伍。

令人欣慰的是，医生们基于临床的扎实研究
已经直接促成临床良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此
次在线发表两篇肾病治疗相关论著，公布了罗沙
司他在中国的两项Ⅲ期临床试验结果。试验由上
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教授陈楠、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教授郝传明等一线医生主导，这也
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首次发表由我国大陆医
生作为第一和通讯作者的新药Ⅲ期临床试验。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副主编、《NEJM医学前沿》

执行主编、教授肖瑞平评价认为，这是首次“背靠
背”发表中国团队的临床试验，也是发表的首个
中国率先批准的国际原创新药。

5年前上海交大医学院就依托上海市高原高
峰学科建设计划，在临床医学学科中全面启动基
于临床资源的前瞻性多中心临床研究计划。

基础与临床研究机制的改变
事实上，不仅在《新英格兰医学

杂志》连发 3 文，交大医学院附属医
院实打实的临床研究成果正迎来收
获期。去年，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李青

峰团队实现 1.2亿元独家转让项目， 创下交大医
学院迄今临床科技成果转化金额的最大单。

作为救死扶伤的医疗机构，将创新应用投入
临床是其本位。因此，在全院架构搭建和流程再
造中，通过布局 30多项“多中心临床研究项目”，

大力促进多医院协同联动的临床研究。从全国主
委大咖们领衔大规模医学研究，到初出高校的小
医生们在临床诊疗中小试牛刀研究，这些项目在
各附属医院激起层层涟漪，从一个单位的单培育
项目，到覆盖交大医学院 3家医院以上的校内多
中心项目，乃至联合上海市甚至全国兄弟院校的
大型临床研究，形式多样。

譬如，罗沙司他治疗慢性肾脏病肾性贫血的
多中心、大规模全国临床研究，由瑞金肾内科陈
楠团队牵头，确定全国合作单位，讨论并制定临
床研究方案、指导各单位进行临床研究、收集和
分析数据， 以及大量学术分析再讨论等， 历经 8

年之久的艰辛过程。

全民健身日“沪动今夏”

近千处体育场馆免费开放
本报讯 （记者 秦东颖）8月 8日“沪动今夏”全

民健身日当天，沪上千余处公共体育场馆和社区公
共体育设施以及市民体质监测中心（站点），将向市
民免费开放。部分经营性场馆也将积极参与，为市
民提供免费开放时段。

具体场馆和体质监测开放信息，市民可登录上
海体育网（http://tyj.sh.gov.cn/）、关注“上海体育”政务
微信或拨打上海体育公共服务热线965365查询。

读懂瓷器史就是读懂中国史

《中国陶瓷大系》收录经典

本报讯 （记者 施晨露）国家“十三五”出
版规划项目 《国家馆藏珍宝———中国陶瓷大
系》（15卷）历经多年筹备及编辑，近日由上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将在今年上海书展亮
相。这套凝结中国几代陶瓷艺术研究专家及几
代出版人努力的皇皇巨著，可谓我国当今陶瓷
专著中工程最浩大、收录瓷器数量最多的一套
中国陶瓷大系。

《国家馆藏珍宝———中国陶瓷大系》前身
为国家“九五”计划重点图书出版项目《中国陶
瓷全集》。对于《中国陶瓷全集》，当年为该书作
序的启功先生曾感慨，它起到了现有任何博物
馆及任何文化艺术史的论著都无法取得的对
人民的启发、教育作用。遗憾的是，由于当年这
部全集规模极大，成本高昂，普及有限，故知之
者甚少， 且限于当年图版制作及印刷技术水
平，图书表现力尚需提升。同时，随着社会生活
变化， 书中颇多器品的关键信息已有改变，修
订出版成为业内外读者需求。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社组织编辑力量，在最大程度尊重和完善原
有著作前提下， 将书中文字谬误及文物出土、

馆藏归属进行勘误校正；同时对原有内容进行
重新编排和设计，采用图版制作、印刷新技术，

全方位、多视角地再一次将中华陶瓷文化的精
华呈现给陶瓷爱好者。

作为一部研究中国陶瓷史的经典巨著，《中
国陶瓷大系》 收录距今最为久远的裴李岗文化
的陶小口折肩双耳壶， 最近的则是清代宣统二
年的墨彩竹笋图瓶， 上下跨度达 7000余年，内
容涵盖了裴李岗文化、 马家窑文化、 红山文化
等，涉及越窑、汝窑、哥窑、官窑、钧窑、定窑、建
窑等各种制器风格的典型特征。 收藏家马未都
认为，陶瓷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大课题，读懂了
陶瓷的历史，就是读懂了中国的历史。

打造长三角足球赛事新品牌

五星荣耀冠军赛专注低龄段
本报讯 （记者 秦东颖）历时两周的“第二届五

星荣耀青少年足球冠军赛” 近日在苏州市太湖足球
运动中心落下帷幕。 赛事共吸引了来自全国13个城
市和日本的共69支队伍、1088名球员和教练员参与。

为完善国内青训体系，打造良好赛事生态，“五
星荣耀” 在设立之初就确立与全国青超联赛在年龄
上的差异化定位，以填补青训市场 U13以下年龄段
专业化赛事的空白。 第二届赛事涵盖了 U8、U9、

U10、U11、U12五个年龄组别。组委会在第二届比赛
中效仿美国的“USA CUP”，进行赛事层级的向下延
伸，为广大爱好者俱乐部开设了“银盘组”赛事；同时
确立银盘组各年龄组的冠军免费晋级“金盘组”的赛
制，为佼佼者打开和一流队伍同场竞技的通道。

此次参赛球队中， 有 60%的球队来自苏浙沪。

这也是赛事设立之初的一个目标， 以足球为纽带，

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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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洁芸

昨天，第二届全国青年运
动会短道速滑比赛在河北正
定结束，代表上海组队参赛的
飞扬冰上运动俱乐部收获颇
丰：在最后一天比赛中，李坤
获得男子乙组 1000 米决赛金
牌。首次参加青运会，飞扬冰
上运动俱乐部就收获两金两
铜的好成绩，特别是男子甲组
5000米接力冠军的金牌，含金
量十足。

作为青运会历史上的首
次短道速滑比赛， 跨界选材、

多路径参赛和大面积覆盖，是
本次比赛的特点。在体校组比
赛之外，今年的比赛特意设立
社会组比赛，吸引到了全国众
多开设短道速滑项目的俱乐
部参与。

中国滑冰协会主席李琰
说：“二青会短道速滑比赛共
设 36 个小项， 产生 36 个冠
军。近几年通过跨界选材等措
施， 北冰南展西扩已见成效。

从覆盖面看， 西部的新疆、陕
西，南方的安徽、四川等均组
队参赛，具有特别意义。”

此次比赛， 飞扬共派出 5

名男孩、2名女孩的阵容参赛。

2013年，冬奥会冠军杨扬来到
上海，在三林创办飞扬冰上运动中心。杨扬的愿望
很简单：“培养短道速滑的未来之星。” 而这 7位小
运动员，正是飞扬成立之后培养的首批小运动员。

这里面，来自于浦泾中学的学生李坤，已成为
一颗冉冉升起的希望之星。在二青会上，他一人拿
下男子乙组 1000 米冠军和男子乙组 1500 米的第
三名。去年，李坤获得全国青少年联赛冠军并入选
国家集训队，迈出上海在冰雪项目社会化办训上的
第一步。此外，樊梓琪、宋嘉华、马小琳、赵佳成、王
淇、薛贵祥、李佳奇、蒋有志 8位上海短道速滑“第
一代”去年 10月也顺利入选国家集训队。

当年，杨扬“领”下组建上海短道速滑队的任
务，如今，在二青会上硕果初显。这次二青会上海短
道速滑队的领队、教练李秀明说：“虽然此次比赛分
为体校组和社会组， 但我们飞扬运动员的成绩，特
别是进入国家集训队的一些队员，成绩已经完全可
以和体校组的运动员相抗衡。”

2015年，杨扬启动“冰上运动进校园”项目，冰
场附近的三林地区中小学成为上海首批参与者。目
前，全市共有 25所学校参与了滑冰启蒙课程。杨杨
说：“作为国内唯一一个商业化模式运作的专业冰
场，我们希望能尝试新的人才培养方式：小孩子不
需要过早地进行专业化训练，我们和浦东教育局携
手，用这样的方式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孩子走上冰
场，并从中选拔人才。”

对于南方城市上海来说，冰上运动的普及发展
历史还不到10年， 上海飞扬冰上运动中心自2013年
成立，致力于推广冰上运动，如今上海短道选手入选
国家青年队，在全国青年运动会上崭露头角，这对于
从“破冰”起步的南方城市上海，是个可喜的势头。

在上海植物园、辰山植物园等生物基地，暑期夜游名额一推出即被秒抢

夜游畅享自然，学会热爱生命

■本报记者 李宝花

上周五 18时 30分，被夜色笼罩的世纪
公园蝉鸣声声，一群来自上海各区的家长和
孩子聚集到公园，参加今年在这里举行的最
后一次夜游活动。小学生张可涵刚从补习班
下课，就马不停蹄地来参加夜游了。“孩子一
直非常期待这次活动！”张可涵妈妈说。

小小荷叶藏着诸多秘密
参加夜游的孩子们首先收到了一套装

备，包含夜游手册、徽章、头灯、背包等，然后
预习了可能会在夜游中遇到的有关生物知
识。当晚的讲解员之一、城市荒野工作室老
师郭燕青给孩子们抛出不少问题：蜘蛛是节
肢动物吗？昆虫有什么特征？鳄鱼是不是两
栖动物？并一一解答。

夜游开始， 孩子们站在一大片荷塘前，

他们被考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雨水
落到荷叶上就会滚落，不会把荷叶打湿？”原
来，荷叶上有一层细细的“绒毛”，绒毛之间
的密度非常大，水滴的表面张力无法渗透下
去，所以不会打湿荷叶。而且，这样的结构也
可以将灰尘等污染物排除在外，下雨时灰尘

被冲走， 清爽的荷叶由此保持呼吸通畅。小
小的一片荷叶，原来还藏着这么多秘密！

学习知识之外收获勇气
更令孩子们兴奋的环节，是在夜间观察

到各种活生生的小动物。

在一株高大的白杨树上，郭燕青发现一
只成人手指那么长的云斑白条天牛。比起书
本上的图片，这只挥动着长长触角的云斑白
条天牛显然非常吸引人，不仅孩子们急着把
小脑袋凑过去盯着看，一些家长也对着天牛
拍起了照片。郭燕青指着杨树底部好几个圆
形洞口告诉孩子，这些都是云斑白条天牛的
羽化孔，所以这种天牛是害虫。

夜游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世纪公园随
处可见的生物防治措施。比如，被讲解老师
称为“美食陷阱”的捕虫装置，就是通过在一
块粘板上涂上各类蛾子喜欢的味道，吸引它
们飞来，然后就被粘板粘住；被称为“美蛾
计”的生物防虫装置，则是通过在捕虫装置
内部涂上人工合成的雌蛾性诱素，吸引雄蛾
前来。当雄蛾被吸引，从塑料筒的缝隙中飞
入时，就再也无法逃开。

带着孩子第二次参加夜游活动的叶女
士告诉记者，孩子从小喜欢看法布尔的《昆
虫记》，对这些生物非常感兴趣。在现实中看

到天牛、螳螂等，印象会深刻得多，也更容易激
发孩子的兴趣。一位带着女儿来参加夜游的家
长则表示，孩子之前很害怕各种虫子，但是在
夜游中和许多孩子一起玩， 她显得胆子大多
了。相信如果能多参加几次这样的活动，对锻
炼孩子的勇气会很有好处。

自然教育活动越来越普及
除了世纪公园，上海植物园、辰山植物园以

及分布在上海不同区域的生物基地， 都在举办
类似的自然教育活动。去年，上海植物园推出的
40个“暗访夜精灵”名额上线 3分钟即被一抢
而空， 世纪公园今年的 480个夜游名额在开通
第二天即全部告罄，还有家长抱怨抢不到。

在郭燕青看来，无论对家长还是对孩子，

身体力行的自然科普教育在让他们学到知识
的同时， 也更能真正认识到每一种植物和动
物都是有生命的，都值得
被尊重。

专业的科普工作者
将相对枯燥的知识用孩
子们听得懂的语言说出
来，可以进一步激发他们
的兴趣和好奇心，未来在
孩子们中或许就会出现
中国的“法布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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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首展、跨界文创……今年缩小图书销售区域，将更大空间用于阅读活动和主题展陈

上海书展向读者展示“大出版产业”魅力
■本报记者 施晨露

凭借一幅灰袍甘
道夫的画像， 彼得·杰
克逊说服了投资方 ，

《指环王》 三部曲的世
界得以在银幕展开。这幅一锤定音的神奇画像
现身昨天开幕的 “中洲旅人———约翰·豪艺术
展”。蜚声世界的插画艺术家、电影《指环王》

《霍比特人》六部曲艺术指导约翰·豪将作为今
年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嘉宾，于 8月中
旬亲临现场与上海读者见面。

包括约翰·豪艺术展在内，今年上海书展主
会场和各分会场出现了许多新奇的空间与内
容。距离书展主会场最近的嘉里中心分会场，上
海译文出版社的“日常之外，遇见好奇心”书展
主题活动先声夺人。 记者从多家沪上出版社获
悉，今年书展有意缩小图书销售区域，而将更大
的空间用于阅读活动和主题展陈。咖啡占卜机、

大米扭蛋等跨界文创玩法将让读者大开眼界。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
炯说，面对新时代、新技术、新的产业融合趋势，

上海出版业正在努力构建新的产业格局。书，仍
然是出版最核心的内容，而围绕“书”展开的“大
出版产业” 将成为整个文化产业链条上的重要
一环，为文化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意母本。即
将开幕的上海书展正是 “大出版产业” 徐徐展
开、向读者展示魅力的一个窗口。

从新书首发到大师首展
如果你曾沉迷于《指环王》的魔幻史诗巨

作，如果你曾惊叹于中洲世界的模样，那么一定
不会对约翰·豪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他笔下的
《魔戒》主题系列作品，将强烈的戏剧冲突凝结
于一瞬， 曾为读者的想象打开瑰丽奇绝的视觉
大门，描绘出摄人心魄的中洲世界风情画卷。

在思南公馆举行的 “中洲旅人———约翰·
豪艺术展”是约翰·豪作品首度来华展览，也是
其海外展览中展品数量最多的一次。展览入口
处右侧的墙壁上，参观者可以看到一条龙围绕
字母“J”。这是约翰·豪特别为此次中国个展手
绘的龙，进而成为展览的主视觉。上下三层空
间共展出 100多幅约翰·豪插画真迹， 展示了
其在托尔金构建的世界基础上所创作的作品
以及其他主题画作，有约翰·豪创作于 1979年
甚至更为早期的作品，中洲主题画作汇集众多
的著名场面，比如甘道夫对战炎魔、恩特摧毁
艾森加德；有人气角色芬国昐、格罗芬德尔、莱
戈拉斯、 斯毛格等。 约翰·豪为尚未发售的
《2020年冰与火之歌官方年历》新作的插画“冰
蜘蛛”也将首次公开展示。从不同阶段的画作、

手稿、个人用品、家庭影集的陈列中，参观者可
以一路追溯约翰·豪如何从一个学画少年蜕变
为今日风格奇绝浓烈、广受爱戴的艺术大师。

“多年来，上海书展以新书首发为力推重
点，形成了鲜明气质和全国影响力。从新书首

发到大师首展，既是出版机构充分发掘丰富的
艺术文化资源，不断激发文化发展动力，满足
读者精神文化需求的探索，也是文化创意产业
与实体经济融合，以文化创意为引领，实施文
化创意内容牵引和传播渠道再造的尝试。”世
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总裁王岚表示。

从平面出版到立体传播
在静安嘉里中心，以上海译文出版社《夏

洛的网》《挪威的森林》《聊天记录》等三本书展
主打书为概念的艺术装置吸引往来市民的目
光。这同样是出版机构与商业地产“联名”的一
次尝试，让上海书展分会场从实体书店走向更
广阔的社会空间。出版方将在这里投放 300本
精品好书供读者免费翻阅，同时在商场公共空
间举办多场阅读分享活动。

从平面的书到立体的艺术装置，在媒介融
合的趋势下， 知识内容生产的边界逐渐消减，

图书不仅是内容的载体， 更成为连接作者、读
者和出版者的入口。在业内人士看来，大众出
版正在从一次性售卖转向对内容的深度、长线
开发，产业链不断延展，带来越来越多跨界合
作，从纸质书到电子书、有声产品、影视、游戏、

动漫等产业，从内容载体到传播渠道再到阅读
方式都在全面多元化。 充分挖掘内容价值、版
权价值和品牌价值，成为融合发展的重要突破
口。 约翰·豪艺术展的幕后推手世纪文景，从
2012年推出托尔金新品《霍比特人》后，七年来

陆续推出《霍比特人》《魔戒》《精灵宝钻》等 18

种产品。在整体引进纸质出版物的同时，从影
视、文创等多个角度进行产品开发，成为出版
机构新的追求。约翰·豪艺术展现场，读者可以
买到 7种原创文创品，包括长柄伞、项链等。

“今年，我们将有意减少部分书架数量，拿
出一定空间做概念。” 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
为松认为， 从满满当当的书到舒适的阅读空
间，在展陈思路上的调整也是“大出版产业”的
一种折射。上海人民出版社今年成立新的文创
部门， 推出寓意为逗号的自有文创品牌 “逗
好”，目前的产品包括与一大会址纪念馆、韬奋
纪念馆合作的红色文创， 以 《叔本华与梵高》

《棉的全球史》《高山上的小邮局》 等社科文艺
重点书为设计元素的杜邦纸包等，都将在书展
上展示；“咖啡占卜机”为读者提供与书对应的
挂耳咖啡等新鲜的玩法也将在现场呈现。

在前几届书展上以“山脚下的书店”“24小
时阅读空间：竹居”“Roadway”等品牌书店概念
设计夺人眼球的上海三联
书店，今年也有新动作。以
大米、蘑菇、绿豆苗、薄荷
叶为元素的 “稻田上的书
店” 将预告与光明集团合
作、有望在 2021年落户崇
明岛的新书店， 成为文创
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新
案例。

暑假，不一样的“补课”

今日看点自然科普教育让孩子们认识到，每种动植物都值得尊重首届中国原创游戏大赛揭晓

10部国产艺术游戏获奖
本报讯 （记者 张熠）第 17届 ChinaJoy迎

来大客流， 前昨两日共接待入场观众超 23万
人次。除了大厂商的知名游戏外，一批由中小
游戏团队设计的小而美的艺术游戏同样受到
关注。首届中国原创艺术精品游戏大赛昨天在
沪颁奖，《绘真·妙笔千山》《文嘉》《艾彼》《第五
大发明》等 10部国产艺术游戏夺得各类奖项。

大赛历时一年多，共征集参赛作品 179款，

其中包括参赛企业 64家、高校 11所。经过多轮
评审，评选出艺术大奖、最佳美术奖、最佳音乐
音效奖、最佳设计奖、最佳院校奖。获得原创艺
术大奖（移动端）的《绘真·妙笔千山》是一款以
国宝《千里江山图》为灵感，联合故宫博物院推
出的精美游戏。由于名画本身的珍贵，近百年来
只公开展出过数次， 很多人无法近距离观赏这
幅惊世之作。《绘真·妙笔千山》 使用分层手绘、

3D建模和特有的渲染技术， 在移动平台上完
美还原了传统国画中青山绿水的唯美意境。在
游戏中， 玩家可以一边欣赏国画中的山水美
景， 一边揭开画中谜题。

获得最佳设计奖的《第五
大发明》是一款基于“榫
卯” 的原创空间解谜游
戏。游戏中，玩家扮演木工
坊的一名匠人， 通过学习
榫卯的基础知识， 逐步挑
战复杂的木艺结构，解锁
精美的木艺制品。

明崇祯素三彩龙凤牡丹纹碗。 （资料）

上周六晚，在夜间野生动物园，一只红脸蜘蛛猴在山林间“上蹿下跳”。 老虎展区吸引游客。本报记者邵剑平 杨可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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