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俊报道：
11 日-15 日，第二十二届高交会
智慧医疗健康展在深圳会展中心
（福田）2号馆举行。此次展会重
点展示国内外企业在智慧医疗以
及大健康领域的新突破，全面呈
现智慧医疗健康全产业链的技
术、产品及服务。

记者现场发现，“AI+医疗”
“科技+中医”“互联网+医疗”、智
慧医疗解决方案、康复理疗大健
康、智能养老、医疗机器人、健康
检测、医疗电子配件、医疗大数据
等成为展会亮点。业内人士分
析，未来可穿戴设备、远程医疗、
双向音频远程、慢病监测、区块链
医学等高科技将在医学领域大范
围应用，或将引导行业新风向。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也
将为大健康产业带来变革。

作为展览重要活动之一，
2020 高交会智慧医疗健康专题
发布会 12 日举行。发布会上，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医艾灸的
作用”“传感器+人工智能+互
联网的研发与应用”“中医人工
智能助力民营医疗腾飞”等五
大主题演讲，从智慧医疗场景
出发，解读 AI 医疗新服务和新
技术，并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健康管理云平台、移动医疗、AI
中医辅诊系统等医疗科技热门
话题进行深入探讨。与会嘉宾
认为，随着腾讯、百度等巨头争
相进入 AI 医疗领域，预计AI医
疗会迎来极速发展。

羊城晚报讯 记者沈婷婷摄影
报道：高交会在深圳开幕，开启了
一年一度的“科技盛宴”。在深圳
会展中心2号馆的建筑科技创新
展中，吸引大批包括国内外智能建
筑、建筑节能和建筑工业化等在内
的绿色科创企业入驻，充分展示近
年来创新研发的最新技术与产品
应用实例。12日，羊城晚报记者
走访现场时注意到，深圳本土企业
中集集团旗下的中集模块化建筑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模
块化建筑”）带来的“钢结构集成模
块建筑体系”吸引了不少人的眼
球，参观者争相体验(见右图）。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公司用模
块化建筑技术为一家国际知名连
锁酒店建造的客房，被整体搬进了
高交会展馆。走进室内，映入眼帘
的舒适设计和高品质装饰会让人
瞬间仿佛已在高端酒店现场。除
模块内展示走廊、卧室、浴室等功
能外，模块外立面也展示了中集模
块化建筑特有的幕墙技术和箱体
连接技术。智能家居设备如睡眠
监测、智能魔镜、智能体脂秤等，实
时监测健康数据也都应有尽有。

记者在现场体验了该酒店模
块的智能睡眠设备，设备可以实

时记录睡眠者的心率、呼吸频率
和翻动次数，甚至还能记录晚上
咳嗽了多少次、打了几声鼾、有几
次呼吸暂停。“这个睡眠监测太实
用了，现在很多老人和孩子都多
少有一些呼吸暂停的现象，通过
智能睡眠监测及时预警可以减少
很多睡梦中的意外。”观展市民余
先生说道。据了解，中集模块化
建筑在本届高交会展示的酒店建
筑模块 100%在工厂里建造完
成，模块室内面积是约 21 平方
米，展现了该品牌酒店最新一代
引领潮流的时尚设计。

中集模块化建筑有限公司总
经理朱伟东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中集模块化建筑可以根据
客户的需求，和客户一起共同设计
定制个性化的模块化建筑，同时按
需集成当前最先进的智能家居设
备，为客户提供顶级的居住体验。

“星级酒店”搬进高交会
深企模块化建筑亮相吸引眼球

巨头抢滩AI医疗
行业或迎高速发展

科技战疫成为本届高交会新亮点

“中国力量”抗疫产品引关注
今年年初，为防控疫情，深圳市在各个高速路

口都设置了防疫点，现场执勤的交警头上都戴着一
款黑色的警用头盔。而这正是深圳光启科技推出
的科技抗疫代表作“警用智能头盔”。在年初的举
国抗疫阻击战中，这款头盔可谓大放异彩。本次高
交会现场，这款“抗疫神器”再次亮相，赚足了眼球。

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员南部区域总监刘融告
诉记者，“以往执勤民警除了要配备重达1.5公斤的
传统警务头盔，还要针对不同的查验需求，携带记录
仪等三个不同电子设备，负担之重可以想象。而光
启智能头盔集成多个电子智能设备，一盔多用，却比
传统头盔重量减轻约500克，仅重1080克，极大地
减轻了民警的负担。”刘融介绍，“这款智能警用头盔
不仅在国内各地为抗疫作出贡献，如今已经出口至
东南亚、中东等十多个国家，为国际抗疫战线提供了
科技抗疫的中国力量。”

在高交会1号馆的 IT抗疫科技专区，记者看
到了各类可用于抗疫的硬核技术，包括 AI 体温
预警系统、AR疫情测温筛查解决方案、重大疫情
智慧防控平台、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实验室设备仪
器整体解决方案等。要说最亮眼的，还数各式各
样功能各异的抗疫机器人。疫情之下，“无人化”
操作成为发展趋势，伴随人机交互技术的逐渐成
熟，服务型机器人产业已逐渐成型，智能巡检机
器人、智能咽拭子采样机器人、自主导航消毒机
器人等纷纷亮相。

其中，智能咽拭子采样机器人由中国工程院院
士钟南山团队等研发，医护人员以远程操作形式，
完成对疑似感染病人咽拭子样本采集，并达到统一
规范的采样质量。自主导航消毒机器人项目实现
无人化操作，可应用在医疗机构敏感区域的业务化
消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终末消杀等。移动协作
机器人可实现360°任意方向移动，可同时完成产
线中多个不同工位的任务，并在狭小工作空间中灵
活作业，提高场地利用率和生产效率……高交会组
委会负责人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危机的同时，
也孕育着新机遇，高交会拥有庞大、高质量的专业
观众群，全国乃至全球的企业通过高交会进行“线
上”或“线下”的交流，为科技企业创造全方位展示
平台，助力企业闯出新局。

11日 15时 30分，高交会 1号展馆，
现场一家国内参展商与一家日本公司正
在“现场连线直播”。参展商负责人介
绍，受疫情影响，日本公司不能现场参
展，于是通过线上“直播”形式与现场观
展群众见面，向观众介绍自家公司的高
科技产品。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解到，与往年
不同，由于疫情影响，许多国外展团不能
现场参展，进而选择线上参展，或“直播
连线”的形式参与到高交会上来。本届
高交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深圳市
副市长艾学峰介绍，“一带一路”专馆和
外国团组展区采用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展

览模式，设置国际远程展示中心，有 29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线上参展，卢森堡、黑
山、斯洛文尼亚、乌拉圭等国首次参展。

据介绍，为满足国际展团不能现场
参展的需要，本届高交会全面升级了线
上展会，紧抓数字会展和线上经济的新
机遇，在原有网上展会基础上融合了
5G+超高清视频、360 度 VR实景展示、
3D虚拟等前沿技术。正因此，在线上参
展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参展热
情十分踊跃，包括俄罗斯、波兰等在内的
不少国外展团无法现场参会，通过高交
会组委会积极提供远程参展服务，在线
上顺利展示自己的创新成果。

与往年一样，高
交会在 11 月如期举
行。与往年不同的
是，这是在国内坚持
抗疫不松懈，国际抗
疫形势依旧严峻的大
环境下举办的一届高
交会。每位入场者均
戴着口罩，出示“绿
码”，餐厅每个座位之
间都用塑料板隔开
……类似的防疫措施
都在提示着，疫情尚
未结束。

虽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国际出行
受限，但这并未影响
国际参展商的参展热
情，仅 1 号馆就聚集
了 41 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参展。部分国家
参展商受疫情影响不
能参展，就通过“线
上参会”或“现场连
线直播”的形式参与
到本届高交会上来。
科技战疫成为本届高
交会的新亮点，国际
和国内的高新企业纷
纷将人工智能、物联
网、区块链、5G、大数
据等“硬核科技”应
用到疫情防控上来，
展现抗疫战线上的科
技力量。

抗疫“神器”纷纷亮相

国外展商“直播”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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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2020年11月13日/ 星期五/ 评论深度部主编 / 责编 张齐/ 美编 湛晓茸/ 校对 黄小慧时 A8E-mail:wbsp@ycwb.com

今日论衡之民生探微 《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
为完善研究生导师制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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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疾险保障“轻度疾病”契合民众期待

□罗志华

据教育部官网消息，11 月 11
日，教育部网站公布《研究生导师
指导行为准则》，准则明确：构建和
谐师生关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加强人文关怀，关注研究生
学业、就业压力和心理健康，建立
良好的师生互动机制。

2018 年，我国根据新时代对高
校教师职业的要求，发布了《新时
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此次公布的《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
准则》（下文简称《准则》）是结合研
究生导师的职责，在之前的高校教
师职业行为准则基础上，进一步细
化。

严格落实《准则》，可以引导研
究生导师把精力用到培养学生上，
促进导师以身作则，同时避免研究
生导师利用职权谋求私利，真正发
挥导师的指导作用，提高我国研究
生培养质量。

然而，在这一《准则》公布后，
却存在“标题党”解读这一《准则》

的问题，如有的舆论把关注点集中
在“导师不得与研究生发生不正当
关系”这一条上。而这只是《准则》
总共提出的 10 个“不得”之一。这
10 个“不得”为研究生导师画定了
行为的“红线”，也是导师师德的

“高压线”，一旦导师行为涉及任何
一个“不得”规定，都将受到师德的
严惩。事实上，“导师不得与研究
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也非什么新的
提法，《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中早有这一明确要求
——“坚持言行雅正。为人师表，
以身作则，举止文明，作风正派，自
重自爱；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
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
骚扰行为。”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我国
研 究 生 在 学 规 模 2020 年 达 到 300
万，已经成为全世界研究生大国。
目前，全国共有研究生导师 46 万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11.5 万人。如
何进一步健全导师制，整体提高研
究生导师队伍的质量，对于进一步
办好研究生教育，至关重要。

健全研究生导师制，我国社会

舆论主要聚焦在两方面。一是如
何落实和扩大研究生导师的教育
权。此次发布的《准则》明确要求
研究生导师要遵循研究生教育规
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因材施教；合
理指导研究生学习、科研与实习实
践活动；综合开题、中期考核等关
键节点考核情况，提出研究生分流
退出建议。

今年 9 月发布的《教育部关于
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
意见》明确，博士生导师的首要任
务是人才培养，承担着对博士生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学术规范训练、
创新能力培养等职责，要严格遵守
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培养
单位要切实保障和规范博士生导
师的招生权、指导权、评价权和管
理权，坚定支持导师按照规章制度
严格博士生学业管理，增强博士生
导师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营
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

由导师根据研究生教育规律
和人才 成 才 规 律 ，结 合 学 生 的 实
际 情 况 ，制 订 个 性 化 的 培 养 方
案 ，可 以 激 发 导 师 荣 誉 感 ，以 教

育 声 誉 与 学 术 声 誉 保 障 所 带 学
生的培养质量，同时也有利于培
养有个性 、特长与核心竞争能力
的研究生。

二是在落实和扩大导师教育
权的同时，怎样清晰界定导师的权
责边界，防止导师滥用权力。拿舆
论颇为关注的导师和学生发生不
正当关系来说，这在发达国家的大
学，也是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的。
如美国高校，就明确禁止师生恋，
之所以禁止，是担心导师利用职务
之便引诱或者威逼与自己地位不
对等的学生和自己发生暧昧关系，
这不但影响正常的师生关系，而且
也会影响学生评分 、评奖的公平
性、公正性。

总之，全面、理性理解《准则》，
才是对待《准则》负责任的态度。
否则，严肃的《准则》会被淹没在一
些自媒体博眼球的歪曲解读中。
期待随着《准则》的公布与实施，我
国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会呈现全
新的面貌。

（作者是教育学者，21 世纪教
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与中国医师协会发布《重大疾
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
(2020 年修订版)》。本次重大
疾病保险相关规范修订首次
引入“轻度疾病”定义，将恶性
肿瘤、急性心肌梗死、脑中风
后遗症 3 种核心疾病按照严重
程度分为重度疾病和轻度疾
病两级，均纳入保障范围。新
规范明确，轻度疾病保险金额
比例上限确定为 30%。（11 月
12 日《经济日报》）

本次修订，在两个方面对
疾 险 的 保 障 范 围 进 行 了 扩
围。首先是扩大了重疾的病
种范围，将原有 25 种扩展为 28
种，3 种重疾被纳入保障，它们
分别是严重慢性呼吸衰竭、严
重克罗恩病、严重溃疡性结肠
炎。没有被纳入保障范围的
一些重疾，给患者带来了沉重
的负担，正因如此，近年来，为
重疾险扩围的社会呼声较高，
这种扩围不仅好理解，而且将
来势必还会有后续行动。

另外一种扩围，是不增病
种，而是在原来的重疾之下，
新增了 3 种轻度疾病。具体而

言，就是将恶性肿瘤、急性心
肌梗死、脑中风后遗症 3 种重
疾的轻型也纳入其中。在过
去，患者即使患有重疾，但只
有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才会
被纳入保障，将这些“轻度疾
病”纳入，意味着将来患有这 3
类 疾 病 的 患 者 ，即 使 病 情 较
轻，重疾险也会给予一定比例
的保障。由于“重”和“轻”形
成鲜明对照，难免有人认为，
重疾险管“轻度疾病”的事，或
许超出了保障范围。

其实，这样做不仅没有超
范围保障，而且还彰显先进的
健康理念。与过去重治疗、轻
预防的普遍做法相比，当前更
加重视健康全过程干预，包括并
发症预防在内的疾病预防，被摆
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这种变
化不仅体现观念进步，而且对降
低重疾发病率至关重要。这 3
种疾病的并发症发病率较高，在
它们尚不够严重时就给予保障，
有利于患者早期接受规范诊疗，
阻止疾病发展到严重程度。

从保险的角度看，推广重
疾险，决非交钱投保、患病赔
付那么简单，保险公司即使出

于保障自身基本利润的需要，
也应该尽量减少赔付，而减少
赔付的最佳办法，是降低重疾
及其并发症的发病率，对疾病
进行早期干预，又是减少发病
率的有效办法。在保险业比
较发达的部分西方国家，为健
康险投保人提供免费体检和
健康管理服务，是司空见惯的
现象，国内的健康保险应该补
齐过程管理短板。可以看出，
重 疾 险 保 障 特 定 的“ 轻 度 疾
病”，是立足长远的务实之举，
对投保人和保险公司都有利。

但也要看到，将“轻度疾
病”纳入重疾险的保障范围只
是第一步，更加有效的疾病早
期干预，不仅要解决看病经费
来源问题，而且要有科学的防
治方法，这就意味着，保险公
司既要有保险推销员，更要有
足够多的健康管理师。因此，
将“轻度疾病”纳入保障之后，
还得对疾病全过程进行干预，
为患病初期或尚未患病的投保
人，提供健康指导和疾病管理
服务，这样的重疾险，既彰显先
进的健康理念，又符合保险业
发展规律，为民众所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