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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铁路规划建设全面启动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10 月 10 日下午主
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研究提高我国自
然灾害防治能力和川藏铁路规划建设问题。习近平
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规划建设川藏铁路，对国
家长治久安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一定把这件大事办成办好。

阿扎胞苷等 17 种抗癌药
纳入医保
新华社电 国家医疗保障局 10 日发布通知，经组
织专家按程序与部分抗癌药品进行谈判，将阿扎胞苷
等 17 种抗癌药（下称“谈判药品”
）纳入《国家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 年版）》乙
类范围，并确定了医保支付标准。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医疗保险主管部门不得将
谈判药品调出目录，也不得调整限定支付范围。通知
要求，各省（区、市）药品集中采购机构要在 2018 年 10
月底前将谈判药品按支付标准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
台上公开挂网。医保经办部门要及时更新信息系统，
确保 11 月底前开始执行。
通知规定的支付标准有效期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有效期满后按照医保支付标准有关规定进行调
整。有效期内，如有通用名称药物（仿制药）上市，国家
医疗保障局将根据仿制药价格水平调整该药品的支付
标准并另行通知。

热点

惊呆！开颅手术做到一半
患者被医生唤醒唱起了歌

美国
“重建”了中国？
陆慷：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实力
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从三方面对美
国所谓“重建中国”论调进行驳斥，敦促美方端正心态、尊重事实，停止
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有记者问：最近美国领导人多次声称，过去 20 多年，美国对华贸易
产生了巨额逆差，送给了中国大量财富，相当于美国“重建”了中国。中
方有何评论？
陆慷说：
第一，任何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都是靠自己。作为近 14 亿
人口的大国，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赐。恐怕也没有
哪个国家有这个实力来
“重建”
中国？
！
第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多重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对
华贸易逆差是由中美两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格局决定的。美国从中
国买的多、向中国卖的少，特别是在向中国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方面自我
设限，
自然会出现逆差。美方就此指责中方，
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第三，中美双边贸易绝非所谓美国送给中国财富的“单行道”。根
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机构估算，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
庭节省 850 美元成本。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6 年美国企业实现
在华销售收入约 6068 亿美元，利润超过 390 亿美元。吃亏做买卖的事
没人愿意干，
更别说长达 20 多年。

本地

南京近 8000 名房产经纪人
可扫码
“验明正身”
扬子晚报讯（记者 马祚波）买卖二手房时如何找到一家靠谱的中
介，常常令不少南京市民很头疼，这一烦恼恐怕要被终结了。南京房管
部门昨日对外公布，全市已有近 8000 名经纪人实现了挂牌上岗，市民
可以对持证人员扫码，
除了
“验明正身”还可以查看评价。
南京房管部门的官方微信号“宜居南京”发文称，从今年 5 月起，南
京市已全面实施经纪机构从业人员实名服务制和扫码验证评价工作，
该市的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也制作发放了“经纪从业人员明示牌”。据
了解，目前我爱我家、蓝风地产、南京链家、中广置业等 52 家协会会员单
位的近 8000 名经纪人已实现了挂牌上岗，市民可对持证人员扫码并验
证评价。记者了解到，在提供房地产经纪服务时，从业人员应按要求挂
牌上岗，明示身份。如果市民需要中介服务进行二手房交易，建议选择
挂牌上岗的经纪人员。

孩子啃手指拔头发，其实是心理压力大

医生在做手术，
患者唱起了歌。视频截图
开颅手术中，患者突然醒来吟唱张韶涵的歌《遗失
的美好》，岂不吓人？没事，这是神经外科专家与患者
术前约定的一次
“诗歌表演”。
近日，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楼林团
队实施了一例术中唤醒手术，术中患者应“邀”醒来唱
歌朗诵诗使手术顺利进行，不仅完整切除了颅内的肿
瘤，
且很好保护了其语言功能，
患者近日将出院。
小王今年 25 岁，在其大脑的“语言中枢”的位置长
了个近 3 公分的肿瘤。鉴于小王想要保留歌唱以及朗
诵诗歌的特殊“要求”，专家与小王相约：开颅后，来一
次特殊的“诗歌表演。”10 多天前，手术按计划进行。
楼林团队打开小王颅脑 2 个多小时，暴露肿瘤后，通过
降低麻醉将小王慢慢唤醒，患者一边唱歌，医生一边抓
紧做手术。术后小王也没有出现语言障碍。钱江晚报

滴滴将试行
“黑名单”功能
乘客司机均可使用
扬子晚报讯（记者 徐媛园）记者了解到，即将于
10 月 18 日更新的滴滴乘客端和司机端 APP 将试行
“黑名单”功能，届时乘客和司机可在取消订单、投诉、
评价页面选择将对方加入黑名单，
“屏蔽”后的 12 个月
内平台不再为双方匹配订单。不过不少网友表示，拉
入黑名单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与其如此，不如好好加
强投诉系统，让每位乘客和驾驶员的投诉都有所回应
并有章可依。
该功能试行期间，加入黑名单后暂时不可取消。
除了在现有评价体系和安全保障的基础上增加黑名单
功能之外，已有的一键报警、紧急联系人和未成年人乘
车提醒等安全功能也将继续优化。也有网友表示万一
遭到司机恶意拉黑等，
会不会对自己打车产生影响。

2018 年 10 月 10 日是第 27 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为
“健康心理，快乐人生”——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昨天，南京脑科
医院多位专家开展义诊咨询及科普讲座活动。啃手指、拔头发等行为
都是压力过大的表现。
南京脑科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邹冰介绍说，青少年承受的
压力和诱惑越来越多，导致疾病的发病率增高。有的孩子会啃手指，有
的男孩不自觉地抓私处，还有极端的孩子会拔头发，所有不正常的行为
举止 90%以上源自于压力。有的孩子会烦躁、发脾气，情绪起伏大，学
习不能集中，懒散，往往与青春期相像，父母一定要多关心，多询问，发
现异常及时就诊，
身心健康才能快乐成长。
调查结果显示，
每二十名青少年中就有一名患有青少年抑郁症。所
以，
如果你或者你身边青少年的不愉快持续两周以上，
还出现其他抑郁症
状，
一定要及时就诊。 通讯员 徐晓蓉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蔡蕴琦

南大加装
“门禁”引发社会热议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图片展观展人数日均破 2 万
扬 子 晚 报 讯（通 讯 员 郭 亮 亮
记者 薄云峰）昨天早上 8：40，来观
看“江苏省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图
片展”的观众就已陆续来到展馆。
图片展由省委宣传部、新华报业传
媒集团等部门主办。8 日至今，随着
正常工作日的到来，现在每天观展
人数比国庆小长假期间有增长，日
均观众突破 2 万人。

泗洪
“稻米小镇”
明年 10 月开门迎客
扬子晚报讯（记者 徐兢）10 月
10 日，第三届中国·泗洪稻米文化
节新闻发布会在南京召开，发布会
上“剧透”了 16 日和 28 日文化节的
亮点：大型史前文化情景剧《稻魂》
将在金黄稻浪间上演；
“ 半马”奖金
高达 1 万元等。
本届稻米文化节由泗洪县人民
政府、北京东方园林联合举办，将于
10 月 16 日和 28 日在泗洪县石集乡
柳山稻米小镇举行。其中，28 日上
午 8：30，
“ 半马”以古徐阁景区作为
起点开赛，最高奖金 1 万元。大型
史前文化情景剧《稻魂》将在金黄稻
浪间表演，传递稻田里独特的自然
意境。此外，泗洪正在打造柳山“稻
米小镇”，包括稻米观光工厂、稻田
大地景观等，预计明年 10 月开业，
将配建民宿、餐饮，距南京车程约 2
个半小时。

第九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
将在南京举行
扬子晚报讯（记者 薛玲）第九
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将于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20 日在南京举行，展
览期间将对公众免费开放，感兴趣
的观众可在现场找寻自己心目中的
“最美图书”。
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是全国
性的大型书籍设计展事和学术盛
会，也是国内出版界最具权威性和
最具影响力的书籍设计艺术展览
和评奖活动，被视为中国出版业五
年一次的艺术展示和学术盛会。
展会将于 10 月 18 日上午在金陵美
术馆举办开幕式，当天下午举办参
展获奖作品颁奖礼。10 月 19 日—
20 日，在金陵图书馆报告厅还将连
续 举 办 四 场、分 别 由 18 位 中 外 嘉
宾主讲的题为“书籍之美”中外设
计师论坛。

近日，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教学区）开始试运行门禁系统，包括
学校师生在内的行人，进校必须要刷校园卡或者登记。虽然设立门禁
的举措在高校中并不少见，
但此举还是引发了各界的广泛争议。
10 日中午，记者探访了南大鼓楼校区，发现在鼓楼教学区的多个出
入口均安装了交通道闸，但其实除了天津路校门进入需要登记，其余 4
浙江省乐清市
个校门的门禁还没有启用。在天津路校门，校外人士在说明来意后登
非洲猪瘟疫区解除封锁
记姓名、身份证号及手机号便可进入。
关于南大鼓楼校区的门禁，
“南京发布”在微博上发起了投票，征求
新华社电 农业农村部 10 月 10
对此举措的意见。参与投票的网友中有 47.2%的网友选择了
“支持”
，而
日接到浙江省农业厅报告，经评估
有 52.8%的网友表示
“反对”。
验收合格，浙江省乐清市于 10 月 10
记者了解到，自 2016 年 8 月，南大保卫部门为起草校园交通及行人
日 15 时正式对疫区解除封锁。
门禁管理办法，曾多次
召开学生、职能部门参
最小规格：
1cm×3.3cm
与 座 谈 会 ，还 发 放 了
商 务 招 商 、投 资 理 财 、房 产 信 息 、工 程 机 械 …… 全省统一价格:
常规价格：
480 元/次
遗失寻人：
300 元/次
2000 余份调查问卷，最
全省版 分类广告 —— 招 聘 求 职 、遗 失 声 明 、企 业 公 告 、寻 人 启 事 ……
终决定在所有出入口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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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门禁系统。
友情提示：：本报按
本报按《《广告法
广告法》》的要求对所有刊登信息的手续都严格进行审查
的要求对所有刊登信息的手续都严格进行审查，，
一级代理
建邺路80
建邺路
80号号 208
208室室
电话：：13813874450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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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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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表示，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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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开放是一种应有的姿
态，大家争议的不是应
遗失安徽安固美建筑装饰工程有
启东济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遗
不应该“开放”，而是如
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注册登记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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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0224367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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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问答题，考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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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吴
遗失启东环宇液压制造有限公
遗失灌云县嘉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校园管理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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