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江蘇蘇州工業園區翰林小學在江蘇蘇州工業園區翰林小學，，目前居然有博士目前居然有博士（（含博士後含博士後））家長家長194194人人，，其中博士爸爸其中博士爸爸133133人人，，博士媽媽博士媽媽6161

人人，，可謂是藏龍臥虎可謂是藏龍臥虎。。但一所小學哪來這麼多博士家長但一所小學哪來這麼多博士家長？？原來原來，，翰林小學所在的園區獨墅湖科教創新區翰林小學所在的園區獨墅湖科教創新區，，是全國是全國

唯一的唯一的「「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化示範區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化示範區」，」，區內有區內有2929所中外知名高校所中外知名高校、、1313家國家級研究所以及家國家級研究所以及66所職業院校所職業院校，，在校在校

學生規模學生規模77..8585萬人萬人，，其中碩士研究生以上近其中碩士研究生以上近22萬人萬人。。這裡可謂是名副其實的這裡可謂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大學城世界大學城」，」，翰林小學有這麼龐翰林小學有這麼龐

大的大的「「博士群博士群」」一點也不奇怪一點也不奇怪。。 ■■蘇州發佈微信公眾號蘇州發佈微信公眾號

為了讓孩子們能夠從小和博士交流，並培養
他們的科學研究精神，2017年5月學校特地

成立了「博士爸爸工作站」，定期邀請一些博士
家長來學校和孩子們互動。

一年開60餘趣味科學課
2018年，「翰林爸爸來上課」課程累計開展60

餘節，為學生們帶來了全新的學習體驗。比如，
一（2）班李安然同學的爸爸EricAmigues博士給
孩子們帶來了一堂有趣的化學課。課上，他先以

「什麼是化學」在小朋友中激起了熱烈的討
論，然後又從生活中常見的現象引入到活動主
角——肥皂。EricAmigues博士向孩子們耐心細
緻地講解了肥皂的工作原理，並現場演示起肥
皂的製作過程。當豐富的肥皂泡從瓶子裡冒出
來時，孩子們都驚嘆不已。最後他又借助顏料
進行了神奇的魔術表演，生動展現了化學變
化。整個課堂氣氛熱烈，孩子們都積極參與其
中。
又如，石和予同學的爸爸、來自蘇州納米所的

石林博士，為一（3）班的小朋友們帶來了一節
很有意思的《從山峰形狀到分形藝術》。課上，
石博士先是引領孩子們思考山峰的形狀，接着由
「如何畫出一座逼真的山」的思考，引出「分形
結構」的概念，通過聯繫生活中的「分形事
物」，小朋友們很快理解了這個知識。隨後，石
博士向孩子們演示了利用小程序改變數字進行分
形計算的過程。在石博士的操作示範後，孩子們
紛紛積極地投入到自己的創作中，完成了一幅幅
別具想像力的藝術作品。

蘇州翰林小學蘇州翰林小學

■■EricAmiguesEricAmigues博士在課堂上與孩子們互動博士在課堂上與孩子們互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一枚小小的一元硬幣，在浙江建德市乾潭鎮
梅塘村衛生室，既是診療費，亦是藥費、輸液
費、針灸費、包紮費……73歲的村醫吳光潮在
這間鄉村衛生室堅守了五十多年，「一元看病」
的老規矩從1983年起延續至今。為什麼診療費
只收一元？他表示，「衛生室費用有政府的補
助，即使不夠的話村集體也會支持，我有退休工
資，為村裡服務，是盡自己的一點力量。」實際
上，除了政府補助，吳光潮每年還從自己的工資
中，拿出幾千元補貼衛生室。

「全村人病歷都在心裡」
冬日清晨六點，衛生室裡就已亮着燈，吳光潮

做着準備工作等候村民來看病。他表示，「村裡
現在基本上是老人，患者常常六七點就到衛生室
了，夏天五點冬天六點我也就開始工作了。」這
樣的工作時間從1966年吳光潮在半農半醫學習班
完成學習、在衛生室服務開始，一直持續到現

在。有時村民有突發情況，無論幾點打電話給
他，他都隨叫隨到。
「最近身體怎麼樣？還頭痛不？」「高血壓的藥

不能停的，不然很危險咧！」午飯時，吳光潮從衛
生室走回家吃飯，一路上但凡碰到人，他都會上前
詢問身體狀況，「村裡有不到六百人，大概有什麼
病我都知道，全村人的病歷都在我的心裡。」
雖然診療費廉價，但是吳光潮對待病人的態

度卻不打折。多年來，他治癒的疑難雜症患者達
上萬人次，基本實現了小傷小病不出村，利用中
草藥、拔火罐、電針療法等為村民解決農村常見
病、多發病，他也先後獲得「全國優秀鄉村醫
生」、「建德市道德模範」等榮譽。
在吳光潮心裡，再多的榮譽都不如村民的信

任。吳光潮的言傳身教也影響着他的子女，兒子
吳國祥也走上了從醫道路，現在是乾潭鎮中心衛
生院的牙科醫生，幾年前有調出鄉鎮的機會，縣
城醫院和私人診所想「挖」他，但都被他拒絕。

他表示，「父親跟我講，醫生的職責是治病救
人，現在基層缺少醫生，衛生院的領導器重你，
多次送你出去進修培訓，你要留下來更好地為基
層的老百姓服務。」
吳光潮說：「只要村民需要我，我想一直在

衛生室幹下去，直到幹不動為止。」同時他也希
望能有願意在農村扎得住根的年輕人、大學生，
繼續在這裡為老百姓服務。 ■新華網

一元看病 浙村醫守護鄉親逾50年
故宮淘寶5日晚間發佈微

博：「感謝所有聲音，每一
條意見我們都有認真閱讀記
錄。故宮淘寶原創系列彩
妝，從外觀到內質仍有很多
進步空間。所以我們決定，
全線停產，不斷完善，直至
把最好的推送給大家。」而
這距離產品推出還不足1個
月。至於為什麼停產，故宮
淘寶解釋是因為「口紅外觀
反饋不夠份量高級，膏體順
滑流暢度和顏色都有進步空
間。眼影珠光顆粒不夠精
細，部分顏色有飛粉現
象。腮紅粉色挑

人，橙色尚可。點翠藍色實
用度欠佳。」
看來，故宮淘寶對自己

的第一批彩妝並不滿意。
故宮淘寶表示，會發完所
有預售訂單，備品優先提
供給需要售後處理的訂
單，最後若仍有富餘的就
上架。此外，春節後發貨
的仍是第一批的外觀和內
質，「涉及到膏體配方改
良，非一朝一夕之事。這個
還是要和大家說清楚。」
故宮淘寶還承諾，彩妝再
次上架時不會漲價。

■《北京日報》客戶端

面市不足一個月
故宮淘寶彩妝停產

■■孩子們認真瀏覽有關計算機孩子們認真瀏覽有關計算機
網絡安全的知識網絡安全的知識。。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吳光潮在給人看病。 網上圖片

有有194194博士家博士家長長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
日前舉行，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

涉台講話，引發兩岸各界熱議。朱衛東接
受專訪時表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是新
時代兩岸和平統一的宣言書、路線圖及行
動綱領；為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指明了
方向；必將對兩岸和平統一進程產生重

大、深遠的影響。
朱衛東大致將講話分為兩方面意涵——前

半部分回首過去，闡明「『獨』不了、必然
統」的大勢與定論；後半部分展望未來，闡
發「統什麼、怎麼統」的藍圖與路徑。
首先，講話總結了兩岸關係70年來所取

得的成就，證明台灣「『獨』不了」及祖

國「必須統、必然統」的歷史定論。這些
歷史成就主要解決了四方面問題。

總結70年成就 克四方面難
一、「通起來」。雙向直接全面「三
通」讓兩岸人民感情、利益連接更為緊
密，為兩岸融合發展、構建命運共同體提
供充分而必要的條件。「大三通」是實現
和平統一的基礎性工程。
二、「定規矩」。經過同「台『獨』」

勢力及外部勢力的多年鬥爭，大陸方面對
台灣問題「立規劃線」，堅持「一中」原
則和「九二共識」，確保「定海神針」始
終發揮作用，並使一個中國成為公認的國
際關係準則。
三、「『獨』不了」。伴隨綜合實力不

斷增強，大陸比以前更有能力、條件、信
心及辦法，去推動兩岸關係朝着和平統一
方向邁進。即便當前統一難度尚存，但
「『獨』不了」已在台灣地區及國際社會
形成普遍共識。統一的大勢與「台
『獨』」的末路，沛然莫禦。
四、「向前走」。「大三通」帶來的兩

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在兩岸社會
激發出澎湃的動力與活力，反過來又成為
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關鍵力量。

提出五項主張 推和平統一
其次，講話後半部分提出五項主張，推

進和平統一進程，清晰回答「統什麼、怎
麼統」這一時代命題。
在「統什麼」的問題上，朱衛東認為，

講話首次提出了探索「兩制」台灣方案，
是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創新。這些頂層設計
實事求是、務實可行，為「兩制」預留了
大空間，對於長期被「污名化」的「一國
兩制」起到了正本清源、廓清迷霧的作
用。
至於「怎麼統」的問題，他表示，「中國
人不打中國人」不意味着中國人承諾不打
「台『獨』」；「中國人要幫中國人」，就
是要應通盡通、融合發展，為兩岸「心通」
預做準備。講話提出舉行民主協商的鄭重倡
議，符合台灣實際，也易形成共識、達成制
度性安排，是「兩岸一家親」、「以人民為
中心」理念的具體體現。
朱衛東總結，習近平重要講話五項主張

相輔相成，豐富發展了「和平統一、一國
兩制」的對台大政方針，具有鮮明的繼承
性、創新性和前瞻性。期待台灣問題各利
益攸關方要高度重視、細細品味，認真回
應大陸方面的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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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上海市台灣同胞聯誼
會（簡稱上海市台聯）的工
作人員近日在積極收集整理
台灣居民居住證申領的各種
意見反饋。「領了居住證，
還不知道怎麼在高鐵站取
票。」「有的系統、有的設
備，已經提供居住證相關服
務，有的還不行。」
上海市台聯會長盧麗安介

紹，去年，上海市台聯落實
《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和上海
市配套出台的55條措施。
「對台胞提出的『生活還
不夠便利』、『工作上沒有
完全享受同等待遇』等方面

的問題，上海市台聯及時梳理，積
極與有關部門協調、幫助反映，跟
蹤問題推進解決。」盧麗安說。

兩岸小學生交流互訪
統計顯示，上海市台聯去年全年

共組織2,000餘人次在滬台胞開展
各類聯誼活動。在擴大民間交流方
面，上海市台聯承辦了「兩岸和平
小天使」交流，組織台灣小學生入
住上海學生家庭開展全方位交流，
並正在推動上海小學生赴台回訪。

專家：習近平闡明和統行動綱領
最新涉台講話清晰論述從「獨」不了到怎麼統

卓榮泰當選民進黨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民進黨昨日公佈黨主席補選結
果——卓榮泰當選新一任民進黨黨
主席。此次參與民進黨黨主席補選
的，除了卓榮泰，還有前民進黨副
秘書長游盈隆。
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會9日將確

認並公告選舉結果，並進行黨主席
交接。

■上海市台聯舉辦「和平小天使互
訪交流活動」。 網上圖片

兩岸要「應通盡通」增進同胞心靈契合
 &

習近平總書記於2日出席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
年紀念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時
提出了兩岸「應通盡通」的
主張。

從呼籲「兩岸三通」到推動「應通盡
通」，兩岸之間的交流往來將揭開新的歷史
篇章。從「小三通」到「台商春節包機」再

到「兩岸空中直航的全面實現」，兩岸之間
的空間距離感已拉近了許多，兩岸已邁入了
「一日生活圈」時代。40年前發表的《告台
灣同胞書》呼籲的「兩岸三通」主張如今已
成現實。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對於當前台

灣同胞特別關心的經濟發展、民生福祉等
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岸要提升經貿

合作暢通、基礎設施聯通、能源資源互
通、行業標準共通的「新四通」主張。
隨着兩岸在「新四通」方面展開合作，

兩岸同胞在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後
形成的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局面也將進一
步鞏固，兩岸之間的空間和制度距離感勢
必也將進一步拉近。「應通盡通」絕不會
停留在口頭和紙面上，必然會給台灣民眾

帶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習近平總書記還提出「可以率先實現金

門、馬祖同福建沿海地區通水、通電、通
氣、通橋」的主張，也得到了金門、馬祖民
眾的熱切歡迎。未來金門、馬祖同福建沿海
地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實現後，困擾
民眾多年的飲水、交通、能源甚至醫療等方
面的問題都將迎來曙光。 ■新華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副所長朱衛

東近日解讀了習近平總書記最新涉台講話，稱該講話前半部分闡述了

「『獨』不了、必然統」的大勢，後半部分展望了「統什麼、怎麼統」

的藍圖。

■兩岸「三通」
航空已開通十年
之久，成為了
「必須統」的充
分且必要條件。
圖為2008年12
月東航航班從上
海起飛，拉開大
陸前往台灣的
「裁彎取直」常
態包機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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