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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6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就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有关情况举行发

布会。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

司长米锋指出，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

段，全国正在有序开展老年人、儿童、孕

产妇、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

分级分类动态服务和“关口前移”工作。

米锋强调，要做到重点人群感染早

发现早用药，做好定期联系服务和日常

健康监测；重症风险人群早识别早转

诊，畅通转诊通道；重症人群早干预早

集中，加强急诊力量配备，对高危患者

优先安排就诊，优化住院收治，保障患

者住院需求和重症患者救治需要。

会上，老年、妇幼、心血管、营养、儿

童等领域的专家，针对重点人群常见健

康问题给予一一解答。

“阳康”后，还需用药巩固吗？

“新冠感染的对症治疗在症状消失

后应及时停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

产科主任赵扬玉表示，药物在起治疗作

用的同时，还有一定副作用。

赵扬玉建议，巩固治疗效果，孕妇

等重点人群“阳康”后继续注意防护，通

过睡眠、营养、运动等适合个人的措施，

让身体逐渐恢复到感染前的状态。

赵扬玉表示，孕妇感染新冠以后，

如果没有症状或者症状很轻微，可以不

用药，通过多休息、适度饮水、保证睡眠

慢慢恢复；如果孕妇有发烧 38.5度以上

等症状，而高热会对胚胎尤其 12 周内

的胚胎造成热损伤，建议用药，并选用

单方制剂，尽量不用复合制剂。

心跳多快是安全的？

“发烧时，体温每升高 1 摄氏度心

跳会加快 10—12 次，当发烧到 39 摄氏

度以上时，心跳加快是正常现象。”北京

安贞医院常务副院长周玉杰介绍，但当

心跳加快时出现心慌气短、动辄气喘的

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周玉杰介绍，当前出现了这样一

些患者，他们不发烧，但出现了心慌、

心跳加速等症状，这时应到医院检查

心肌酶、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心功能

等，如果这些项目的检查结果没有问

题，则可能是交感神经兴奋的结果，可

以慢慢恢复。

周玉杰建议，如果新冠恢复期心跳

超过每分钟 100 多次，并伴有心慌气短

胸闷症状，应及时进行心肌酶、心电图

等检查。

慢病人群如何防治新冠？

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心血管等

基础病患者，应如何做好疾病治疗和新

冠防治？

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任李燕明表示，新冠病毒感染和慢性呼

吸道疾病都属于呼吸系统疾病，有慢性

气道疾病的人一旦罹患新冠病毒感染，

容易出现基础肺病的急性加重，因此，

不管是尚未感染新冠、正感染新冠，还

是“阳康”后，都要加强慢性气道疾病的

诊断和治疗，规律用药。

李燕明介绍，有呼吸系统慢性疾

病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一定要对自己

的健康状态充分了解，要知道自己的

基础体温、基础血压、基础心率、基础

呼吸状况、基础氧饱和状态。如果感

染新冠病毒，这类人群要加强自我监

测，掌握有无呼吸困难、咳嗽咳痰加重

等情况。如果体温正常后再次出现体

温升高，特别是出现血氧饱和度下降

时要及时就医。

李燕明表示，慢性气道病患者在感

染新冠病毒后，甚至是康复之后，咳嗽

咳痰的症状容易比一般人群更严重，要

注意规律用药，防范继发细菌感染。

针对心血管病患者，周玉杰表示，

一些心血管病人，会出现合并低钠血

症、低钾血症、一定程度的脱水等临床

症状，应注意及时适量补充营养、水、电

解质。

周玉杰建议，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

和治疗基础心血管疾病的药物在同一

条“高速公路”上代谢，心血管病患者感

染新冠后特别是老年人，要在医生指导

下用药，同时要注重均衡营养。如果得

了新冠不要“等、拖、耗”，一定要及时治

疗、在医生指导下及时调药。

国家卫健委：有序开展重点人群分级分类动态服务

肿瘤患者本就抵抗力低下，“阳了”

后更是忧心忡忡，“阳康”以后应当如何

调养？

1 月 16 日，江苏省肿瘤医院（南京

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

副主任、主任中医师陈妍为肿瘤患者支

招，建议他们进行有针对性地调养。

陈妍表示，缓解新冠的症状，可以

使用中成药进行治疗，“有一部分中成

药是中药和西药的复合制剂，比如维 C

银翘片、感冒灵颗粒，里面除了中药的

成分也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有退热作

用。”她建议，如果西药和中成药都买不

到，就可以使用中药方剂，比如含有石

膏的白虎汤及类方、麻杏石甘汤等，都

是可以退热的。

“但有一点需要患者注意，中药方

剂使用时对辨证的要求很高，需要专业

的中医师指导用药。”陈妍说。

肿瘤患者放疗期间“阳了”，如何调

养？陈妍表示，中医认为放疗是一种热

性的治疗方案，热性的治疗通常容易损

伤人体正常的津液代谢，尤其是头颈肿

瘤的放疗患者，很容易出现口干、口苦

等症状，甚至有部分患者无法正常进行

唾液分泌。此外，热性的治疗方案在杀

伤肿瘤组织的同时，也会耗气，患者在

放疗期间“阳”了的话，会比常人更加感

觉疲乏。

她建议，肿瘤患者放疗期间整体上

多表现出气阴两虚的证型特点，可以采

用内服和外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养，

在内服治疗上可以使用益气养阴的方

剂，饮食上要尽量避开辛辣刺激的食

物，以免加重气阴的损伤。

“食疗方也有一定作用，比如食用

西洋参老鸭汤、枸杞甲鱼汤等，都能起

到益气养阴的效果；在外治方面，可以

对足三里、三阴交、血海、合谷等调整气

血的穴位进行按摩或针灸。”陈妍说。

“阳康”后，不同的肿瘤患者该如何

调养？陈妍建议，不同的肿瘤患需在专

业医师的帮助下有针对性地调养。肺

部肿瘤患者，“阳康”之后，要注意自己

的肺功能状况，服用补益肺气的中药，

帮助肺功能的恢复；消化系统肿瘤患者

服用补益脾胃的中药。

陈妍介绍，新冠病毒还会对神经

系统造成影响，因此使用紫杉醇及铂

类药物的肿瘤患者，在“阳康”之后的

化疗中，要特别注意预防神经毒性；而

使用免疫治疗的患者，由于免疫药物

本身可能造成免疫性肺炎和免疫性心

肌炎，“阳康”之后再次使用免疫药物

之前务必要对心肺功能进行评估，根

据评估结果使用药物，必要时可以暂

缓用药，其间可以服用中药进行抗肿

瘤治疗。

“中医治疗是‘阳康’后恢复机体状

态的重要手段，但是好好休息始终是肿

瘤患者应放在首位的事情。”陈妍说。

肿瘤患者“阳康”后该如何调养

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捐巨资办学引起网络热

议。曹德旺宣称：“我现在捐了 100 亿元建一所大学，

我要找名师当校长，请名师教我的学生，把它变成世界

一流的名校。”

有人称奇，有人赞扬，也有人质疑。比如有人指

出：清华大学一年经费预算超 300 亿元。曹德旺身价

240亿元，即使他捐出全部财富，想打造世界一流名校，

也有点困难。

玻璃大王的梦想是否离谱？不一定。单方捐资办

起世界名校不是新闻，最著名的先例是美国斯坦福大

学。1884 年，铁路大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利兰·斯坦

福和妻子简·斯坦福带着小儿子去欧洲旅行，不料爱子

感染伤寒去世。60 岁的夫妇俩悲痛之余，决定捐出

2000 万美元，在加利福尼亚州办一所大学。他们说：

“以后所有加利福尼亚的小孩都是我们的孩子。”当时

的 2000万美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 7亿美元。两口子还

捐出 3561 公顷的土地来做校址。合算一下，跟曹德旺

的捐资规模差不多。1891 年斯坦福大学开学，招了

555名学生。

办大学确实花钱。1893 年老斯坦福去世后，财产

被暂时冻结，此后 6 年斯坦福夫人艰难应对财务压

力。当时的校长说：“这所大学的生死命运，千钧一发

全系于一个善良夫人的爱。”1906 年，旧金山发生大地

震，其财政困难进一步加重。1930 年代后，囊中羞涩

的斯坦福大学取消了免学费政策。直到二战结束，斯

坦福大学仍平平无奇，被称为“农场大学”。斯坦福大

学变身世界顶级大学，是因为 1951 年开始，校方利用

校内土地，长期孵化毕业校友的科技型企业，开创了

在校内办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大学与新的社

会财富共生。

世界名校的成长，是艰难、漫长和依靠运气的。砸

钱不一定溅水花。捐资人得有“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和“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心理准备。所以，

对曹德旺的这份情怀、这份信仰，我们应该点赞。

在德国，世界顶尖的光学仪器巨头蔡司公司创始

人之一恩斯特·阿贝，150 年前就表现出浓厚的济世情

怀，并做出了伟大的善举。阿贝出身于贫苦家庭，得

益于父亲的老板资助，才成了博士和光学仪器大家。

他在卡尔·蔡司去世后执掌蔡司公司，坚决推行 8 小时工作制、医疗保险、退休

金等，成为现代雇员保障制度的先行者。阿贝还为员工和员工子女办起学校，

让他们接受好的教育。阿贝为了身后延续理念，将全部财产捐给蔡司基金，并

资助耶拿大学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阿贝资助教育的理念，造就了蔡司公

司的百年荣光。

一个人的力量，撬动了很多人的力量。我们期待，善念的种子萌发出满园

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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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月16日电（记者马
爱平）“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将大量运用

4K/8K、AI、XR 等新技术，持续推动‘思

想+艺术+技术’融合创新，为全球华人奉

献一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科

技感十足的春晚‘年夜饭’。”1月16日，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春节联欢晚

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编务会议成员姜文波介绍说。

今年春晚在技术创新应用上再次

突破，实现多个“首次”：首次实现“8K

超高清+三维菁彩声”春晚直播；首次

使用我国自主研发的 8K 超高清摄像机

参与春晚摄制；首次采用三维菁彩声制

作春晚音频信号，最大限度还原春晚现

场的音效，打造身临其境的效果；VR

三维影像绘制技术也将首次在春晚舞

台上亮相，观众可实时欣赏到 VR 画师

绘制三维影像的生成过程。

“今年春晚还将充分运用 XR、AR

等前沿科技，打造惟妙惟肖的虚拟舞

台，为观众带来极致体验。5G 云连线

技术搭建从云端到现场的桥梁，让春晚

舞台现场内外同唱一首歌；自由视角

超高清拍摄系统叠加智能插帧算法，

快速生成更为平滑、连续、稳定的‘时

空流转’‘精彩定格’等美妙瞬间；一系

列硬核科技的充分应用将为观众带来

奇妙、震撼的视听感受。”姜文波说。

为满足受众多样态的观看需求，随

时随地感受春晚热烈喜庆的氛围，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将采用“百城千屏+云

听”双平台同步直播。受众可在全国约

500 个城市的文化广场“百城千屏”8K

超高清公共大屏上，配合云听客户端的

三维菁彩声，享受纤毫毕现的沉浸视听

效果。今年，“竖屏看春晚”首次推出多

画面同步观看的新功能，为手机用户带

来台前幕后更多独特视角。央视频客

户端也将首次采用“竖屏+三维菁彩

声”和“横屏+三维菁彩声”两种模式直

播春晚，供网友灵活选择。

多种创新技术首次应用

总台春晚将再现科技秀

近日，“张灯结彩过兔年”新春彩灯
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馆举办。此次活动汇聚了北京、山西、
浙江、四川、福建、安徽等地部分国家、
省、市、县级非遗花灯项目，为观众奉上
一场传统花灯艺术盛宴。

图为观众到馆欣赏五光十色花灯。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上接第一版）

减负松绑 保证科研
人员工作时间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为科技

人员“减负”，保障科技人员的科研工作

时间。

来自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调查站

点的数据显示，“科研人员反映科研工

作时间相对不够”是普遍存在的情况。

“前期调研过程中，科研人员提出

各类应景性、应酬性活动以及接待性

会议较多，占用大量科研时间。”范云

涛说，针对科研时间保障不足问题，

《意见》要求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国

有企业等清理不合理的制度、建立新

的规章和完善内部评价等管理机制，

解决科研人员兼职多、会议多等问题，

保证专职科研人员工作时间不少于 4/

5 用于科研。

保障时间就是保护创新能力，把时

间还给科研人员通过什么路径实现？

在刘萱看来，需要科研机构、高校和科

技企业等责任主体的政策、机制保障设

计。同时，减少非必要的行政事务和社

会活动，精简优化各项科研评审评价流

程和材料复杂度等，尽可能保障科研人

员能够心无旁骛地从事科研工作。

“要持续推动开展减轻科研人员负

担行动，减少科研项目实施周期内的各

类评估、检查、抽查、审计等活动。”范云

涛表示，科研人员也要自觉减少参加非

学术性、应景性、应酬性活动和不必要

的评审评价活动，科技部应会同相关部

门开展不定期检查和抽查。

政策落地 尚需各方
联动发力
《意见》从任务、人员、机制到生态

等主要举措形成了科技激励机制的全

链条，良好的顶层设计又如何落好地？

“《意见》将科技激励机制视作系

统工程，不仅进行顶层设计，还从制

度、导向、保障、环境等角度规划了重

点要求和举措，每个环节都给出了实

际落地的切入点和关键步骤。”刘萱认

为，激励机制发挥作用是个长变量，激

励机制的完善和形成良性循环，需要

上下联动和多方配合，并在执行过程

中不断反馈和优化。

为此，《意见》特别提到人才评价体

系的改革试点，意在鼓励先行先试、探

索实践。刘萱还提到，要切实解决政策

落实“最后一公里”的难题，相关部门和

单位要在文件基础上形成办法和细则，

让科技激励机制有基本规则可循，也有

具体依据可监督。

对此，范云涛持相同观点，科技激

励政策扎实落地，需要多部门、多层次、

多方式协同联动，“要做好政策宣传解

读工作，积极推动政策落地。”他建议，

科技部等部门深入基层调研政策落实

情况，及时了解落实进展与难点，并开

展监测评估和跟踪研究。

更大限度释放科技人员创新潜力

科技日报合肥 1月 16日电 （记

者吴长锋）记者 16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获悉，该校郭光灿院士团队任希

锋研究组与国外同行合作，基于光量

子集成芯片，在国际上首次展示了四

光子非线性产生过程的干涉。相关成

果日前发表在光学权威学术期刊《光

学》上。

量子干涉是众多量子应用的基

础，特别是近年来基于路径不可区分

性产生的非线性干涉过程越来越引起

人们的关注。尽管双光子非线性干涉

过程已经实现了 20 多年，并且在许多

新兴量子技术中得到应用，直到 2017

年，人们才在理论上将该现象扩展到

多光子过程，但实验上由于需要极

高的相位稳定性和路径重合性，一

直 未 获 得 新 进 展 。 光 量 子 集 成 芯

片，以其极高的相位稳定性和可重构

性逐渐发展成为展示新型量子应用、

开发新型量子器件的理想平台，也为

多光子非线性干涉研究提供了实现的

可能性。

任希锋研究组长期致力于硅基光

量子集成芯片开发及相关应用研究并

取得系列重要进展。在前工作基础

上，研究组通过进一步将多光子量子

光源模块、滤波模块和延时模块等结

构片上级联，在国际上首次展示了四

光子非线性产生过程的相干相长、相

消 过 程 ，其 四 光 子 干 涉 可 见 度 为

0.78。而双光子符合并未观测到随相

位的明显变化，这同理论预期一致。

整个实验在一个尺寸仅为 3.8×0.8 平

方毫米的硅基集成光子芯片上完成。

这一成果成功地将两光子非线性

干涉过程扩展到多光子过程，为新型

量子态制备、远程量子计量以及新的

非局域多光子干涉效应观测等应用

奠定了基础。审稿人一致认为这是

一个重要的研究工作，并给出了高度

评价：该芯片设计精良，包含多种集

成光学元件，如纠缠光子源、干涉仪、

频率滤波器/组合器；这项工作推动了

集成光子量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研究领

域的发展。

多光子非线性量子干涉首次实现
为新型量子态制备等应用奠定基础

科技日报西宁 1月 16日电 （记

者张蕴 通讯员杨军 何炳勋）“试验数

据保存完整，试验结束！”1月 16日，全

球首次构网型光储系统并网性能现场

测试在青海共和华润济贫光伏电站完

成。这为我国构网型新能源发电并网

性能标准的制定、构网型新能源发电

并网性能测试方法的形成提供了第一

手实测数据，为我国以新能源为主体

的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

有效的理论依据。

据悉，由国网青海电科院和中国

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组成的

项目团队，基于高比例新能源环境中

的电网安全稳定诉求，高标准严要求

地完成了构网系统并联稳定性、高/低

电压单次/连续故障穿越、一次调频及

惯量响应特性等一系列测试。作为我

国新能源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该

项测试结论充分验证了构网型新能源

发电系统与传统跟网型新能源发电系

统相比，在加强电网运行特性和实现

高可再生能源目标方面可以发挥关键

作用。

测试工作现场搭建构网型光储系

统测试环境。其中，光伏子阵容量

1.678兆瓦，在光伏子阵间部署 1兆瓦/

2兆瓦时组串式储能系统，短路电流容

量3兆伏安，环境可以分别实现单独储

能子阵测试、单独光伏子阵测试、光伏

加储能子阵测试。现场分别对储能子

阵和光伏子阵在构网型和跟网型控制

下，在频率变化、电压故障等暂态工况

下的调频调压特性测试验证，对新能

源发电系统在构网型和跟网型控制

下，体现出的不同特性进行对比分析。

构 网 型 光 储 系 统 并 网
性 能 现 场 测 试 完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