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祖申1943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六
歲跟隨父母去了台灣，之後加入

美國國籍。黃祖申出生在空軍世家，
在台灣讀的是空軍學校。因為受家庭
的影響，他對中國近代史有濃厚的興
趣。到四川大學讀書之前，黃祖申在
台灣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讀了三年，後來還曾在廣州暨南大學
歷史系旁聽過三個月。四年前，經過
台灣四川同鄉會的介紹，認識四川大
學的陳廷湘教授，決定要拜他為師。

為了入學即場表演功夫
當黃祖申向川大申請讀博士的時
候，陳廷湘教授和學校都有顧慮。
「畢竟這麼大年齡了，我們擔心他
的身體承受不了。」陳廷湘回憶
道，黃祖申一聽大家擔心他的身體

狀況，急了，當即給大家表演了一
段功夫，以證明他的身體很棒。最
終學校經過權衡，同意接受黃祖申
為歷史文化學院的博士生。他主要
研究中國近代史，研究方向確定為
《國民黨政府空軍建設》。
「目前，大陸還沒有學者系統研究

抗戰時期美國援助國民黨空軍建設的
情況，老黃的這份研究可謂是填補這
個領域的空白。」陳廷湘教授說，讓
他非常感動的是，每次上課黃祖申都
會坐第一排，做筆記非常認真。在他
的帶領下，有些學習懈怠的同學也不
好意思了。
黃祖申這四年博士讀得真不容易，

他的右眼青光眼非常嚴重，2013年入
學的時候右眼青光眼損壞率達70%，
現在的損壞率已經達97%了。據陳廷

湘說，黃祖申在讀書期間回台灣做過
一次心臟手術，但他依然堅持查閱資
料，通過郵件與老師交流。
由於黃祖申研究的領域在大陸基本

上還是空白，所以在大陸沒有現成的
資料供他參考，他經常自己掏錢到美
國、台灣等地查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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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國網絡文學年度好作品評選活動前日
於上海揭曉，今次評選中首次出現了童話作品《小飛
魚藍笛》而且一舉奪得年度好作品優秀獎的第一名，
另有9部作品獲得佳作獎，19部作品獲得入圍獎。
隨着網絡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滲透，網絡文學已被

越來越多的讀者所接受。今屆獲得冠軍的作品《小飛
魚藍笛》是評選中首次出現的童話題材網絡文學，評
委們一致認為它的清新風格在一眾「穿越文」和「宮
鬥文」顯得格外脫俗。
上海網絡作協會長陳村表示，這次參評的網站和作品
均為歷年最多的一屆，共有16家網站協辦，參評作品
達148部。從作品篇幅來看，重點推薦的62篇作品中，
30萬字以下的短篇共13部，其佔比為歷屆最高，而短
篇作品的得獎率也為歷屆最高，這都反映出網絡文學發
展欣欣向榮。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廣西梧州市蒼梧縣人和龍舟隊昨日
在西江黃金水道潯江梧州段成功挑戰
「一小時一艘龍舟行駛的最遠距離」
的健力士世界紀錄，並創造了新的健
力士世界紀錄——一小時13,518米。

一小時來回划行13518米
當日上午9時30分許，隨着一陣鏗

鏘的鼓聲，龍舟隊隊員們整齊劃一地
猛力揮槳划水，江面上激起陣陣水
花。合着嘹亮的口號聲，狹長的龍舟

如離弦之箭在水面上飛快前行。10時
30分許，龍舟在一小時內用一個來回
划行了13,518米。
此次挑戰的隊員共計22人，參賽的

龍舟使用傳統龍舟，長18.3米、寬
1.2米。按照健力士公司有關規則，
為確保參賽龍舟不受影響，不允許有
其他龍舟隊陪同划行，要求順水、逆
水滑行各50%，在規定的一小時內連
續划行10公里以上即為挑戰成功。此
前是國外運動員創造了龍舟一小時划

行10公里的健力士世界紀錄。
梧州市體育局局長馮建中說，蒼梧縣
人和龍舟隊是本地一支自發形成、實力
強勁的龍舟隊，隊員平均年齡38歲，都
是來自蒼梧人和片區的農民，在往屆的
龍舟大賽中都保持着前三的好名次。
該龍舟隊隊員李東強說：「我從小

就開始接觸龍舟，全隊也為今次的挑
戰準備了很長時間。儘管今天水位有
點上漲，但挑戰成功感到非常開
心！」 ■新華社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昨日進行論文答辯，75歲的黃祖申成為全場焦點。在完成了《國民

政府空軍建設》的博士論文後，黃祖申順利取得學位。黃祖申的導師陳廷湘評價說：「他的博士論

文絕對是貨真價實的，盲審環節得到了專家的一致認可！」 ■《華西都市報》

川大75歲博士生
詮釋活到老學到老

廣西龍舟隊破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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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小飛魚藍笛》網絡文學折桂

■■蒼梧人和龍舟隊經過刻苦訓練後蒼梧人和龍舟隊經過刻苦訓練後，，創造了新的創造了新的
世界紀錄世界紀錄。。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7575歲的黃祖申與同學在一起交流歲的黃祖申與同學在一起交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黃祖申與校長謝和平合照黃祖申與校長謝和平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伊瑪堪代表性傳承伊瑪堪代表性傳承
人口述史人口述史》》採用文字和採用文字和
影像資料相結合而輯製影像資料相結合而輯製
成書成書。。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吳千記者吳千攝攝

■■黃祖申昨日參加博士論文答黃祖申昨日參加博士論文答
辯辯，，並順利獲得學位並順利獲得學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黑龍江省
非遺保護中
心為「伊瑪
堪」傳承人
贈書。
香港文匯報
記者吳千攝

記者昨日從黑
龍江省非物質文
化遺產保護中心
獲悉，代表黑龍
江省赫哲族「伊瑪
堪」歷史和文化的
書籍《伊瑪堪代表
性傳承人口述史》
出版，首次採用文
字與視頻影像相結
合的方式，借助人
工智能（AR）增
強現實技術，展示

出赫哲族瑰寶「伊瑪堪」的藝術魅力。
「伊瑪堪」是東北地區赫哲族獨特的說

唱藝術，是一種古老的民間說唱文學，被
譽為「北部亞洲原始語言藝術的活化
石」，於2011年被聯合國列入「急需保護
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該書歷時三年整理而成，記錄了六位

「伊瑪堪」傳承人與「伊瑪堪」的淵源和
歷程，兼在腰封上特意製作了「伊瑪堪」
傳承人表演的視頻影像資料的「伊瑪堪
APP」二維碼，生動呈現了赫哲「伊瑪堪」
的魅力和風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欣欣、實習記者吳千哈爾濱報道

甘肅將振興老工業基地
構建現代產業體系 提高城鄉居民收入

年投2億補助商業便民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

道）北京市發改委和商委近日聯合
發佈了《關於市政府固定資產投資
補助商業便民服務設施項目的暫行

規定》。根據《暫行規定》，未來 3
年，北京市每年將安排2億元人民幣，
用於補助商業便民服務設施項目。其
中，今年補助重點包括蔬菜零售網點、
早餐店、便利店等基本便民服務項目，
以鼓勵生活性服務業企業擴大規範化、
連鎖化、品牌化便民商業網點覆蓋率。
據了解，2015年以來，全市基本便民

商業服務在城市社區覆蓋率達86.7%。
今年底前，北京將建設提升1,000個便民
網點，其中蔬菜網點力爭完成300個。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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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專家學者聚西安 研「帶路」人文交流新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岳 蘭州報道）甘肅省委書記林鐸日前於全省第

十三次黨代會上表示，未來五年將大力振興甘肅老工業基地，為此將堅持

工業強省戰略，推進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構建多元化綠色現代產業

體系。據了解，甘肅確定今後五年的奮鬥目標是：城鄉居民收入等主要經

濟指標增速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達到全國平均水平，貧困縣

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內地首家「生育力保存中心」啟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由上海長征醫院與原能細胞
科技集團共建的「長征—原能細胞
臨床研究中心」，日前在長征醫院

正式啟動，這是內地第一家全自動深低
溫細胞存儲中心，可實現活體細胞程序
降溫、存儲、復甦、使用全過程自動化
控制。依託上述先進的細胞存儲技術，
由長征醫院生殖中心建立的內地首家
「生育力保存中心」亦在同日揭幕。
據悉，生育力保存不僅適用於欲推遲

生育年齡的健康人，也適用於包括從事
有生殖系統意外風險的高危從業者、以
及因某些疾病影響生育的病人，特別是
對育齡期腫瘤患者，開展腫瘤治療前的
生育力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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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個社區聯合啟動鄰里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

報道）歡快動感的文藝表演、感人
至深的民族團結典型故事宣講、愛
心企業送上端午節香囊、社區各族

居民接受義診……新疆烏魯木齊市沙依
巴克區經一路167號民族團結大院內人
潮湧動，歡聲笑語。在這裡，百個社區
近日聯合啟動了「民族團結一家親 共敘
和諧鄰里情」2017社區鄰里節活動，開
展「送健康」、「送服務」、「送文
化」等各類活動，鼓勵各族居民共敘鄰
里情，營造和諧鄰里氛圍，以便於深入
社區基層組織。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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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

據悉，今後五年甘肅將利用傳統老工業
基地的優勢，打造國家能源戰略儲備

基地，進一步提升甘肅省國家重要的油氣
煤電綜合運輸通道地位。建設一批國家和
省級科技創新中心、重點實驗室、工程
（技術）研究中心，在新能源、有色金屬
新材料、先進裝備和智能製造、生物醫
藥、信息技術等領域，突破一批關鍵核心
技術和共性技術。

設新興產業集聚區
甘肅今後將大力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實施
優勢產業鏈培育發展行動，加快大數據、雲
計算、物聯網應用，以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
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提升石油化工、有

色冶金、先進裝備製造、新型煤化工、農產
品加工等產業水平。以新能源、新材料、高
端裝備和智能製造、生物醫藥、信息技術、
節能環保、公共安全等領域為重點，建設一
批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集聚區。
從提高城鄉居民經濟收入的實際出發，

甘肅將大力發展縣域經濟，打造一批特色
鮮明、輻射範圍廣、發展潛力巨大的產業
集群，壯大縣域經濟總量，提升發展質
量，努力走出一條城鄉統籌、產城融合、
各具特色的富民強縣之路。

實現貧困縣全摘帽
過去五年甘肅經濟建設堅持基礎設施先

行，實施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和交通突

破。五年新增公路通車里程1.9萬公里，新
增鐵路運營里程1,592公里，蘭新高鐵、蘭
渝鐵路開通運行，寶蘭客專即將建成運營，
甘肅進入高鐵時代。建成引洮一期等一批重
大水利工程，解決了958萬農村人口飲水安
全問題，農村自來水普及率達到85%。
未來五年，甘肅將努力實現農村貧困人

口如期脫貧、穩定脫貧，貧困縣全部摘
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在全面建設小
康社會目標基礎上，努力實現更高水平的
發展。據悉，甘肅省貧困人口由2011年底
的842.2萬人減少到2016年底的227萬人，
貧困發生率由40.5%下降到10.9%，易地扶
貧搬遷82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
「一帶一路」人文交流新模式研討會近日
在陝西西安開幕，來自全國的300多位專家
學者、政府及文化企業代表齊聚隋唐絲綢
之路起點大唐西市，圍繞新國際形勢下的
新機遇，探討如何利用西安深厚的絲綢之
路文化資源優勢，推動與「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經濟合作與人文交流的新模式，實
現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的有機結合。
著名經濟學家遲福林在主旨發言時表

示，「一帶一路」承載推動經濟全球化的
歷史使命，在經濟全球化新的背景下，需
要客觀把握「一帶一路」在經濟全球化中
的內涵外延、定位、目標任務等。而「一
帶一路」經濟內涵的升級，就需要以「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為重點，加快建
設跨國跨地區多層次自由貿易網絡，這樣
有利於發揮中國在全球自由貿易過程中的
作用，「一帶一路」不僅僅是國家的區域
戰略，更是一個開放包容共享均衡的經濟
全球化的大戰略。

建自由貿易網絡
遲福林亦希望和大家一起探討建設「一帶

一路」自由貿易網絡這個設想，他認為，該
設想就是按照開放包容共享的原則建立新的
全球化觀。務實推進「一帶一路」對外貿易
網絡的建設，比如說加快推進多邊自由貿易
交流，推動某些產業向下的貿易進程，同時
建立多種形式的「一帶一路」經濟合作圈，

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建跨境區域合
作。
作為本次研討會的主辦方之一，絲綢之路

國際總商會主席呂建中在大會發言時表示，
在1,400多年前商人雲集、匯聚八方的大唐
西市遺址出席「一帶一路」人文交流新模式
研討會具有特殊的意義，既是對「一帶一
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精神和習近平主席講
話的快速反應，也是對國家賦予陝西探索
「一帶一路」人文交流新模式課題的一次解
讀。下一步，絲綢之路國際總商會將攜手各
國商協會和各國各界，積極發揮民間力量作
用，搭建務實合作的機制和平台，為推動
「一帶一路」人文交流新模式的建設和創
新，實現包容性增長作出更大的貢獻。

■■蘭州至加德滿都的國際貨運班列已於蘭州至加德滿都的國際貨運班列已於20162016年開通年開通。。 香港文匯報蘭州傳真香港文匯報蘭州傳真

■「帶路」人文交流新模式研討會吸引眾
多專家學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攝

神州大地地方視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