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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画展”，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凡

浦江两岸举办高水准画展，则相当多的年

轻人会彼此相约，结伴前往。日本女画家

草间弥生的巡展，固然大受瞩目；至于法

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上海画展，起初行情

竟然是观展排队需两三个小时，都比得上

世博会的热门场馆了。

不以为然的声音是：“人是够多，可又

数得出几个精通印象派的，还不都是来附

庸风雅的？”

这，诚然也是的。人头攒挤中，懂印

象画的，或者就算是涉猎过西洋美术史

的，究竟有几何？精确计算，也难，但是可

以肯定“轧闹猛”（上海方言，意即凑热闹）

的外行大大超逾内行。看看现场好些人

禁而不止的镁光拍摄行为，即可知其压根

连观赏名贵油画的常规知识都阙如。

但是，无论如何，成群集队看莫奈，可

喜可贺。不是吗？这帮年轻朋友不懂莫

奈，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毕竟人

家附庸的是风雅，参与的是文化活动，而

非吵闹打架甚至黄赌毒。这就无损于周

围，无碍于社会，至少不该受到任何指

责。况且，参与下去，持之以恒，必有成

效。就像一篇博文《风雅从附庸风雅开

始》所说：“总跟着文化人，多少能学点东

西吧！即便懵里懵懂去参加文化活动，默

默的熏陶也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真的，久而久之，耳濡目染，默默熏陶，他

们就会从不懂到懂了。我们的认识论是

实践论，“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

器”（据《文心雕龙·知音》）。没有生而知

之，只有学而知之，轻率地否定风雅的学

步者倒是好笑的。

事情却还有另一面，学步者要认真，

观看画展前最好做做功课。读过一篇通

讯《看印象派莫奈展 还得先做功课》，介

绍的是浙江大学沈语冰教授解读莫奈和

印象派的艰难崛起及艺术肯綮。作为百

分百的外行，我也是由此得悉，一百七十

年前，莫奈的一幅《日出·印象》，为印象派

赢得了名号，但当时这可是个贬称。因为

这幅描绘透过薄雾观望阿佛尔港口清晨

日出的景色的油画，被评论家们认定为粗

制滥造，形容它“简直是一幅未完成的草

稿”。 印象派的年轻画家们不为所动，继

续探索。他们敢于突破学院派的套路，注

重的是感官和感觉，更崇尚现实主义，并

提倡户外写生。随着古代巴黎的大规模

推倒改建，中世纪跑马的街道变成林荫大

道，各种近现代建筑设施兴起，“中产阶级

和改造城市的民工们，都在这些场所消

费。印象派的作品里有大量画咖啡馆、音

乐厅，甚至妓女的，这些题材，是被学院派

排除在外的。学院派画的都是神话、宗

教，绘画的题材有严格的等级。”丹青合为

时而作，莫奈和他的画派名声大振。印象

派用一种全新理念，使世人领教了一个新

的艺术世界。只有这种时候，大众才信服

他的朋友塞尚夸赞的——“莫奈只是只眼

睛，可是我的天，那是多么了不起的眼睛

啊！”

观展之前，听听这番解读，一个外行

想必有所收益吧。倘使再深入些，读点西

方油画史，找些油画作品来作对比鉴赏就

更好。

不止于此，其实各类艺术鉴赏都相

类。风雅从附庸风雅开始，不拒绝凑热闹

的，此其一；风雅需要努力学习，提倡观展

前做好功课，此其二。

刚好读过张伟的《如何成为一名合

格的文艺青年？》，我赞同他的意见：“浅

薄是文艺青年的大忌。比方说，喜欢摇

滚的愤怒、迷醉，就要了解摇滚音乐史，

熟知代表人物的演唱技巧，熟知某个潮

流所应和的时代整体气质。喜欢一位作

家或一首诗同样如此。确保他或它不只

是一种肤浅的情感，里尔克的《秋日》很

好，但为什么好？想明白之后才在朋友

圈里张贴它，确保自己可以和人深入地

谈论它。”

■通讯员 杨夏杰 浦东报道

近日，“杨怀远国门青年服务队”揭牌仪

式在浦东机场T1航站楼入境大厅内举行，

30余名边检青年民警在仪式上庄严宣誓，这

也是全国首个以杨怀远同志命名的服务队。

杨怀远曾先后担任和平 14号轮、大庆

11 号轮的生火工、服务员、副政委、政委。

1980年他主动辞去政委职务，继续担任服

务员，直到1997年11月退休。他挑着一根

为人民服务的小扁担，始终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被誉为“小扁担精神”。揭牌仪式

后，杨怀远老先生向青年服务队赠送了有

其本人亲笔签名并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

的小扁担。

目前“杨怀远国门青年服务队”有28人，

其中一人获得公安部二等功，四人获得公安部

三等功。服务队分3支小分队，分别是扶老助

残服务小队、小语种服务小队、特勤服务小队。

■本报记者 李音 浦东报道

“五四”青年节当天，市委常委、区委

书记沈晓明与8位新一代青年农民代表座

谈。沈晓明认真聆听了每位青年农民投

身“三农”的创业故事，他希望这些 70后、

80后年轻人能够继承父辈的衣钵，发挥知

识优势，创新商业模式，扩大经营规模，提

升经营效益，带领更多浦东的农民增收致

富。副区长陆鸣参加座谈。

这 8位青年农民分别来自祥欣畜禽、

沧海桑田生态农业、益升若兰生物科技、

阿强禽蛋、田博瓜果、骥凌果蔬、红刚青扁

豆、桂峰果蔬8家浦东的农业龙头企业，大

多为“农二代”。他们的平均年龄约为 33
岁，最年轻的是 28岁，都具有大专以上学

历。他们中有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有全国农村致富女能手，有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是一群有知识、有文化、敢

闯敢试的青年。其中，严婷婷所在的祥欣

畜禽拥有员工200多名，去年产值约1.1亿

元；王冬晴开办的骥凌果蔬年产值达 700

多万，社员及农户人均年收入超过 10 万

元；顾澄勇领导的阿强禽蛋旗下拥有 472
家农户，去年产值1.6亿元。

沈晓明在讲话中指出，与父辈依靠勤

劳创业不同，年轻人应更多地依靠知识和

智慧发展事业。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不

同于传统农民的新一代农民形象，看到浦

东现代农业发展的希望，看到浦东农村和

农民的希望。虽然农业占浦东经济总量

比重很小，但对于浦东来说，农业仍然不

可或缺。只有农业发展得好，农民才能增

收致富，浦东才能实现均衡发展。因此，

从事现代农业、做新一代农民是一项光荣

的事业、光荣的使命。

沈晓明指出，在座的每一位新一代

农民身后，都有一大批农民。他希望“农

二代”们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带动更多农

民增收致富；通过技术创新，扩大经营规

模，提升经营业绩和经营效益，提升浦东

现代农业能级；能够以自己投身“三农”

的故事现身说法，带动更多有志青年在

浦东从事现代农业；能够更多聘用本地

农民，帮助年轻的浦东农民形成正确的就

业意识。

沈晓明强调，浦东农业的未来在于

这些年轻的“农二代”，他要求区委、区

政府相关部门支持和关心好青年农民

的成长成才，创新体制机制，在政策上

支持农业企业发展。同时，积极探索浦

东青年农民的成长规律，并向上级有关

部门积极推介、大力宣扬他们的创业精

神和创业热情，带动更多人投身浦东现

代农业。

沈晓明“五四”青年节与新一代青年农民座谈

“农二代”要带动更多农民“智”富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由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制定的、自贸试验区首部仲裁规

则——《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仲裁规则》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上级

法院指定管辖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所仲裁案件的司法审查单

位，在昨日发布了关于适用该规则

的仲裁案件司法审查和执行的若干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自贸试验

区商事仲裁法治体制再次向纵深推

进，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

据了解，《意见》共包括20条，对

适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

裁规则》（以下简称《自贸区仲裁规

则》）的仲裁案件进行司法审查和执行

都将依照该意见执行。案件类型包括

申请仲裁保全、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

力、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申请执行仲裁

裁决及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解决了

影响企业使用仲裁机制的两个主要

问题：仲裁前保全和裁决后的执行，

打通了商事仲裁的“最后一公里”瓶

颈。以往，在仲裁程序进行中，当事

人可能利用优势地位，转移或者销

毁财产，致使仲裁不能合理作出，或

者即使作出，也难以执行。

此次在《意见》第六条中，就明

确了申请仲裁保全的立案审查，并

确定了保全时间。即当事人提出仲

裁前或仲裁程序中保全申请的，应

当立即受理。情况紧急、符合法律

规定的保全条件的，应当在二十四

小时内作出裁定并移交执行。

第十五条则明确了仲裁执行审查

期限：执行审查一般应当在当日内审

查完毕。对当事人或他人提供的有

关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应

当及时审查。财产线索明确的，应当

在二十四小时内启动调查程序；财产

线索不明确的，应当及时通知当事人

补充材料，必要时，可依职权调查等。

“上述规定一是快速，二是力度

大，非常有利于保护仲裁当事人的

权益，解决目前商事仲裁提起前申

请保全难、裁决后执行难的问题，极

大提升我们企业对使用仲裁机制的

信心。仲裁一前一后两个问题的解

决实际为仲裁机构延伸了对当事人

的服务，解决了当事人‘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总

法律顾问郭俊秀表示。

《意见》在体现打造高效便捷的

诉讼环境上，也亮点频现。如《意见》

规定，将建立立案、审查、执行专项协

调联动机制，畅通法院内部的业务对

接机制，确保涉《自贸区仲裁规则》案

件得到公正权威的审理与执行；在小

额争议仲裁案件的立案方面，凡是当

事人对仲裁庭适用小额争议程序作

出的裁决提出立案申请的，做到当日

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当日立案等。

“在服务保障自贸区建设的过

程中，人民法院不断加强对涉外商

事案件的调查研究，对国际上自由

贸易发达地区司法工作方面经验做

法的学习借鉴，不仅有利于自贸区

建立更加符合国际化、法治化要求

的跨境投资、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

等规则体系，也有助于推动人民法

院不断改进内部工作机制，在司法

领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

法，进一步丰富自贸区制度创新的

溢出效应。”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王信芳表示。

■本报记者 徐玲 通讯员 冯舒明

日前，上海市志愿者协会对 2012至

2013年期间在上海志愿服务工作中表现

突出的先进集体、优秀个人和优秀组织

者进行表彰，并命名一批优秀志愿服务

品牌和志愿者服务基地。浦东新区智力

助残团队——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计算机

与信息学院“天使服务队”获市志愿服务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智力助残”活动是由上海市肢残人

协会于1999年发起的，旨在发动全市学生

志愿者以及社会上的热心人士，义务为残

疾人子女进行学习辅导。浦东新区“智力

助残”团队成立于2005年11月。浦东新

区肢残人协会会同浦东图书馆，与第二工

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天使服务队于

2008年签署了“智力助残”共建精神文明

协议，由大学生志愿者继续为残疾人子女

提供义务上门家教，浦东图书馆则继续为

“智力助残”活动提供资助。之后，上海金

融学院也向浦东新区肢残人协会提出了

参与“智力助残”服务的意向。

据了解，浦东新区“智力助残”对象目

前有74人。兴家残疾人子女义务辅导学校

也积极参加了新区“智力助残”行动。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4月 30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赵强研究员研究

组在嘌呤能受体P2Y12R结构生物学领域取得重大突

破性进展。

据了解，P2Y12R的三维结构是新一代抗血栓病药

物研发的关键。此次药物所研究成果：“P2Y12R与抗

血栓药物复合物三维结构”、“P2Y12R与激动剂的三维

结构”作为两篇独立文章同时在5月1日的《自然》杂志

（Nature）上发表，两篇文章均以赵强研究员为通讯作

者，以上海药物研究所为第一单位。这是国内课题组罕

见的在顶级杂志上背靠背同期发表科研论文。

“P2Y12R调控血小板的聚沉以及血栓的形成，是

重要的药物靶标，可帮助化学家研发副作用更低的药

物，造福大批病人。”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蒋华良这样

评价。血栓性疾病包括中风、冠心病、肺栓塞等各种疾

病，是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致死致残的重要疾病

之一。数据统计，血栓性疾病占人类疾病死亡率的四

分之一以上。目前，我国血栓性疾病患者超过1千万，

发病率远高于其他疾病，且有逐年递增的趋势。

在血栓性疾病的发病过程中，嘌呤能受体P2Y12R
是刺激血栓形成的重要因子，阻断P2Y12R受体能防止

血液凝固，因此其阻断剂也是当代医学研究的重点和热

点之一。当前，市场上靶向该受体的药物年销售额可达

数十亿美元。但是，这些药物都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或者

不足。

日前，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领导下的科研

团队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同时解析了P2Y12R蛋白

质分子与激动剂以及拮抗剂的高分辨率三维结构，在

该项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研究成果。该研究团队除来

自上海药物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者外，还包括来自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Scripps研究所、上海科技

大学 iHuman研究所以及德国Bonn大学的科研人员。

据了解，在两篇发表在《自然》的文章中，这一研究

团队同时报道了P2Y12R与激动剂2MeSADP的2.5埃

分辨率结构、与部分激动剂 2MeSATP的 3.1埃分辨率

结构以及与一个阿斯利康公司研发的临床二期抗中风

药物拮抗剂AZD1283的2.6埃分辨率结构等三个不同

的复合物结构。通过比较不同结构中所获得的信息，

研究人员对受体与加速或者减缓血栓形成的药物分子

之间的作用细节有了深入的了解，并首次对于不同药

物分子可能的作用机理做出解释。

“通过比较P2Y12R的不同结构，我们第一次观察

到受体在胞外区结构具有极强的可塑性，这将不仅极

大地帮助我们理解GPCR超家族的结构多样性以及信

号传导机理，同时也对治疗各种血栓类疾病的药物改

进以及研发有着巨大的价值。”该项研究的负责人——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赵强研究员说，“但是尤

其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的是，这一成果是通过中国、美

国以及德国等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无间合作的结

果。”

二中院发布自贸区仲裁案件司法审查规定

打通商事仲裁“最后一公里”瓶颈
浦东智力助残团队
获志愿者协会嘉奖

上海药物研究所取得
抗血栓药物研发突破

“小扁担”精神
有了接班人

图为服务队民警在为旅客提供便民服务。 □通讯员 杨夏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