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昨日，首屆國家癌症中心（深圳）
胃腸腫瘤診治進展與爭鳴與高峰論壇在
深圳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近百位專家
帶來胃腸腫瘤治療的最前沿的研究成
果，不少人工智能機械人等新技術的應
用讓人大開眼界」，如使用機械人進行
NOSES切除術、3D腹腔鏡腹部無切口手
術等，帶來腫瘤「手術革命」。專家表
示，40歲以上的人做胃腸檢查，以便發

現早期胃腸道惡性腫瘤，如果沒有問題
可3年至5年再複查一次。
據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深圳醫院

胃腸外科主任王天寶介紹，深圳由於是
移民城市，其發病圖譜與全國相似。2017
年深圳市常住人口新發胃腸癌達3,800例，
比 2016 年增加 400 多例，增長率高達
10%。從地域看，廣東省地區腸癌較為
常見，北方地區胃癌比較常見，深圳3,800
例胃腸癌中腸癌達2,000多例，這與人們

的生活習慣相關。

微創無瘢快康復
本屆論壇以「胃腸道腫瘤的預防和治

療」為主旨，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共同探
討在胃腸道腫瘤高發的今天，如何防怎麼
治對病人最好。
其中有腹部無瘢痕的微創手術技術，

指的是使用腹腔鏡器械完成腹腔內手術
操作，經自然腔道（女性經陰道或直
腸，男性經直腸）取出標本的腹壁無切
口手術，術後腹壁僅存留幾處戳孔瘢
痕。據介紹，這項手術被譽為「微創中
的微創」。
而「加速康復外科」的理念則是提
出，通過對患者圍術期優化舉措，減輕
機體的應激反應，促進患者術後加速康
復，達到縮短患者住院時間，減少術後
併發症以及降低再入院風險和死亡風險
的目的。其終極目標是達到手術無痛無
應激無風險。它是一系列有效措施組合
而產生的協同結果，如圍術期營養支
持、重視供氧、不常規應用鼻胃管減
壓、早期進食、應用生長激素、微創手
術等。

■中國醫學科學院
腫瘤醫院深圳醫院
胃腸外科主任王天
寶在論壇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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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漢挾持空姐 國航迫降鄭州

AI機械人帶來腫瘤「手術革命」

日檔案館首公開「731部隊」實名錄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馮雷及中新社
報道，昨日，中國國際航空公司（下稱
「國航」）CA1350航班，從湖南長沙飛
往北京的飛機上發生一名男性旅客脅持乘
務員事件，機組按處置程序備降河南鄭州
新鄭國際機場。當地警方稱，疑犯患有精
神病史，現已被抓獲。該事件無人員傷
亡。
昨日下午，記者從河南機場警方獲
悉，當日發生在國航CA1350航班的劫持
恐嚇乘務人員事件，13時許得到成功處
置，疑犯徐某被警方成功抓獲。疑犯徐
某，男，41歲，湖南安化人，有精神病
史。 經初步調查，當日，疑犯徐某乘坐
該航班飛往北京途中，因突發精神疾
病，手持鋼筆挾持一位乘務人員，導致
該航班 9時 58 分備降鄭州新鄭國際機
場。
事發後，河南公安機關和相關部門迅速

開展處置。經工作，機上乘客於10時50
分全部安全下機；13時許疑犯徐某被成功
抓獲。目前，事件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航班信息顯示，該航班於當日8時40
分從長沙黃花機場起飛，原定於當日上
午 11時到達北京首都機場。中國國際

航空公司通過官方微博稱，國航專門安
排飛機前往鄭州接回滯留旅客。據河南
省機場集團發佈的信息，該航班備降
後，鄭州機場立即啟動應急預案，旅客
全部安全下飛機至候機廳，目前機場運
行正常。

■昨日國航CA1350
航班從湖南長沙飛往
北京的飛機上發生一
名男性旅客脅持乘務
員事件，機組迫降河
南鄭州新鄭國際機
場，交由警方處置。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日本國立公
文書館日前公開了原日軍「731部隊」隊員等
3,607人的實名名簿，這是日本方面首次公開
「731部隊」幾乎所有隊員的實名。據媒體昨
日報道，日本滋賀醫科大學名譽教授西山勝夫
日前在記者會上透露，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相
當於國家檔案館）公開了記載戰時在中國反覆
進行人體實驗的、原日軍「731部隊」隊員等
3,607人實名的名簿。
西山勝夫說：「幾乎所有隊員的實名被披露

尚屬首次。為了對研究發揮作用，今後將公佈
在網頁上。」西山等人的團隊稱，部隊軍醫將
校的學位論文「有可能基於人體實驗」，以此
為由正在開展要求京都大學對學位授予的合理
性進行驗證的簽名活動，近期將向大學方面提
出。
據介紹，該名簿製成於1945年1月1日，記

載52名軍醫、49名技師、38名女護士和1,117
名衛生兵等實名、級別和聯繫方式。此次公開
的是以「731部隊」為中心的「關東軍防疫給
水部」的「留守名簿」。該名簿於2015年起
被請求公開，最初幾乎全部被塗黑，但經過交
涉，除部分聯繫方式外，名簿的幾乎全部內容
均得到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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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錢發論文 考評敗風氣
晉升評獎明碼實價「學術垃圾」比例驚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半月談》

報道，中國學術論文發表數量

已位居世界前列。然而，論文代

寫代發、期刊亂收費等亂象日益

滋生，正成為敗壞學術風氣的

「毒瘤」。《半月談》記者多地

採訪了解到，「唯論文」的學

術考核評價機制是諸多亂象的

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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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民居火災釀5亡4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昨日零

時19分，江蘇常熟市莫城街道一民房發生
一起火災。據官方通報，截至當日下午4
時，送醫救治的9名傷員中，5人經搶救無
效死亡，其餘4人傷情穩定，無生命危險。
據了解，事發小區、湖鶴村湖鶴苑位於

常熟市國際服裝城附近。起火房屋是該小區
的東區23幢——一棟比較新的三層別墅，
係已整改合格的群租房。該房的面積500平
方米左右，過火面積130平方米。經初步查
明，火災是由電路問題引發，沒有信息顯示
是人為縱火。

多年來，在學術期刊尤其是核心期
刊上發表論文，一直是高校、醫

院等單位評職稱、晉升、評獎以及研究
生畢業的必要條件。巨大需求催生無形
的產業鏈。論文代寫、代發、抄襲，中
介機構猖獗，期刊亂收費等亂象嚴重，
期刊版面費甚至脫離灰色地帶，成為明
碼標價的「慣例」。

「進貢」版面費成行規
四川大學博士後小楊說，如今向期刊
「進貢」版面費已是行規，不給的話雜
誌社就不發或長期拖稿。一大批真假難
辨的中介活躍在網上，「幾乎壟斷了期
刊發表渠道」。《半月談》記者走訪了
兩家知名的論文代理公司，其中一家公
司的工作人員介紹，該網站可負責職稱
評定所需論文、專利乃至教材、著作的
發表和署名。另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員
稱，他們與雜誌社編輯有直接合作，還
可安排專人修改論文，確保順利發表。
要發核心期刊，需先付一半定金。
據了解，走中介渠道發表論文幾乎是
明碼標價。普通期刊每版費用數千元
（人民幣，下同），部分核心期刊每版
3萬元至4萬元，甚至達到5萬元至6萬
元。
在這個看不見的「買方市場」上，學

者的職銜也被期刊挑三揀四。「什麼職
稱、是否有基金項目……得是博士、副
教授，有省級以上項目，才能勉強送
審，否則要交很多錢，專科院校的教師
就更難發文章了。」東北一所職業院校
的林老師說。
採訪中，多位年輕學者表示，由於初

出茅廬、名氣不顯、論文引用率不高，
他們的論文越來越難發，有些刊物只發
正教授的文章，副教授都無可奈何，有
些刊物明確規定不發碩、博士論文。迫
於評職稱或畢業的壓力，他們只能跟導
師或其他專家一起署名發表，或自己聯
繫代理。
亂象因何生成？受訪對象普遍表示，

「唯論文」的學術考核評價體系是根
源。目前，教師職稱評定、績效統計、

項目申請都必須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
而碩博士畢業、博士後出站也有可觀的
論文發表要求。「發不了核心刊物，發
幾篇『普刊』也能折算成科研工作量，
於是去低等級刊物『灌水』的也多
了。」博士生李輝（化名）說。
據介紹，學者論文發表量還可能與退

休金掛鈎，畢竟職稱不同，退休後待遇
差距很大，這使得學者們不得不盯緊自
己的發表記錄。一面是龐大的論文發表
需求，一面是有限的學術期刊數量，僧
多粥少，亂象便應運而生。

認真授課反「被落伍」
專家指出，論文發表存在的諸多亂象

敗壞了學術風氣，損害了正直學者的利
益，使學術研究更見浮躁，學術創新的

奏鳴曲有「跑調」之虞。
「現在大學裡老師很難安心上課，

都要挖空心思地發論文，講課不走形
式、發論文不搞關係的反而『被落
伍』，長此以往會毀掉中國學術。」
許多教師指出，有的老師課講得好，
特別受學生歡迎，但從教20多年還只
是講師，只因不肯找人發論文，職稱
評不上。
此外，經不正當途徑刊發的論文往

往水平有限，審稿環節缺失，造成錯
誤頻發。多位學者指出，在國內期刊
發表的巨量論文中隱藏着驚人比例的
「學術垃圾」，多數論文是低水平的
重複。匯集這類期刊的數據庫也被許
多學者列入學生做研究「不宜直接參
考」的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半月談》報道，受
訪學者普遍建議，欲從根本上扭轉學術期
刊發表亂象，斬斷黑色產業鏈，當前學術
評價體系亟待「結構性改革」。對於學術
期刊，應給予其必要資金支持，但必須嚴
肅規範其行為。
大連理工大學科學與科技管理研究所所

長姜春林等專家表示，應根據不同類型學
術活動特點，從創新質量和實際貢獻出
發，制定導向明確、激勵約束並重的評價
標準和方法。
同時積極調整科研資源配置結構，減

少不必要的競爭性機制，加大對基礎研
究的穩定支持。針對期刊亂象嚴重的醫
學領域，重慶醫科大學附屬二院主任醫
師鄒平（化名）建議，建立針對醫生實
際能力的評價體系。臨床醫生不一定非
得做研究、拚論文數量。「醫生的工作
量和工作能力可以通過手術的級別和數
量、急難重病的處理數量等予以考核，
要經過業界專家充分討論制定評價細
則。」鄒平說。

重慶大學教授楊永川、華中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
學院副院長梁偉軍等專家建議，學術期刊辦刊要嚴
格准入機制、加強國家監管；建立針對問題期刊和
中介的舉報途徑和黑名單；建立針對期刊辦刊質量
的評估和退出機制，由第三方獨立負責，定期實
施，不合格者可取消刊號。
「希望內地所有期刊都嚴格執行匿名評審制度，

縮小編輯的權力，防止編輯、中介和學者形成利益
共同體。」首都師範大學博士景立鵬等建議，除取
消版面費等不合理費用外，還應規範論文發表周
期。
目前，內地部分地區已着手探索學術評價體系改

革。遼寧省2016年底出台政策，鼓勵科研人員成
果轉化，而非僅以「論文論英雄」；北京市今年將
職稱評審從「唯論文」改為「菜單式」，人才可自
選最能體現能力水平的代表性成果，作為評審考核
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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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簿。。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及其實施細則
等法律法規，為加強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
為、間諜行為和其他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線索
的舉報受理工作，自2018年4月15日起，
國家安全部開通互聯網舉報受理平台網站
www.12339.gov.cn，接受組織和個人的舉報
信息。
任何組織和個人可通過登錄該網站，對

發現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間諜行為和
其他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情況線索進行舉
報，也可以撥打全國統一的舉報受理電話
「12339」進行舉報。國家安全機關將依法
受理舉報信息並對有關組織和個人依法舉報
的行為予以保密。對舉報屬實、為維護國家
安全作出積極貢獻的，國家安全機關將予以
獎勵；如借舉報名義故意捏造、謊報情況或
誣告他人的，妨礙國家安全機關工作或造成
其他不良社會影響的，國家安全機關將依法
追究其法律責任。

互聯網舉報受理平台開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