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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健康”成为热门选择

在70位高级研修班学员中，推举出13位代
表进行展示。这13位展示者中有7位是医疗行
业或者与医疗相关的生物科技行业的创业者或
研究者。

高强毕业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是深圳
市从事急救医疗建设的医生，现在主要从事
“扁鹊飞救”急救系统建设。“很多疾病要和时
间进行较量。抢救及时，病人可能就没有生命
危险；但如果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那么病
人重则死亡轻则残疾。”高强说，“我之所以在
急救系统建设和区域协同方面创业，动因是父
亲因心肌梗塞未获得及时救治而去世。”因为有
人体会过因急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失去亲人
的痛苦，所以高强深知急救系统建设的重要性。

高强说：“患者自己认识不足、120缺乏和
医院的沟通和衔接、急症科缺乏规范的业务权
利、急症科和院内其他部门衔接不紧密等4个方

面的问题，使得我国的急症救助时间相比于国外
有时甚至会延迟5-8个小时。这是阻碍病人获得
及时治疗的最大障碍。”所以，如何提高急救系统
的效率成为高强及其团队正在突破的重点。

扶弱支边是不少人的选择

没有选择在发达地区锦上添花，而选择去
往边远落后的地区雪中送炭，是海归的另一大
特点。

邓燔在国外名校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选择
在贵州省黔南师范学院当一名老师。“我在毕业
后其实有更好的选择，但是我一直想去西南边
远地区教书，去更需要我的地方影响更多的人。
加上我先生在黔南，所以我最后决定留在黔南教
书。当我来到学校时，‘淳朴’是学生给我的第一

印象。他们听说我
是从欧美留学回来
的博士后，都用崇
拜的眼神看我，因
为我是黔南师范学
院第一个从欧美留
学回来的老师。我
想将自己这些年的
留学经历讲给学生
听，将好的研究方
法传授给学生。”邓
燔说，“因为是师范
学院，我的学生中
有 90%毕业后通过
特岗教师通道去往
了贵州最贫穷、最
落后的乡镇和村一
级的中学，成为了
当地的老师。在成为老师的老师后，我意识到自
己影响到的人群更广了，这也正是我支教的初

衷。”
刘潜也是一名自愿前

往边远地区扶贫扶弱的海
归。从哈佛大学医学院毕
业后，刘潜选择回国。回
国后，他就一直在赣南医
学院，进行儿童医学研究
和治疗。刘潜说：“北上
广等城市在儿童医学上有
足够强的实力和专业的团
队，不用我去锦上添花，
我要去一个需要雪中送炭
的地方。”

除了从事儿童医学的
研究，刘潜还带领赣南医
学院培养出了一批儿童医
学人才。“刚来的时候，赣
南没有成熟的儿童医学团
队，我们需要将学生一个
一个地带出来。通过几年
的努力，我们已经有了一

支比较成熟的队伍。现在我们的团队每年做1000
多例手术，诊治近5000名患儿，为当地民众提供
及时的医疗救助。”刘潜说。除了在边远地区提供
医疗救助，刘潜还常常深入基层，了解百姓的生
活，从而为医学研究提供现实基础，也将自己的
新发现向上级建言献策，期望为边远地区带去更
多更好的扶贫措施。

报国呈现多元化格局

张淮留学归国后创办了贵州荷塘月色文化
传播公司，主要从事音乐创作。《最炫民族风》
《自由飞翔》《荷塘月色》等耳熟能详的歌曲都
出自他们公司。在谈到如何将报国落实到创业
中时，张淮表示，对他们而言，就是打造出具

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在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
代，我国大陆的音乐风格以港台音乐风格为
主；到了2000年以后，日本、韩国的音乐对我国
有很大的影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音乐有很大
的发掘空间。出于这样的考虑，加上合伙人张超
具备很高的音乐才能，所以我决定创办一家文化
传播公司。”张淮说，“如果能让中国的音乐走向
国际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的音乐，那么
我们也就在报国的理想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
这一想法正在逐渐变成现实。2012年，在美国休
斯敦丰田体育中心，《最炫民族风》被休斯敦火箭
队的篮球拉拉队当做舞曲使用，这首歌是在美国
先火起来之后才传到国内的。”

让国内的创业企业走出去是熊榆正在做的
一件事。熊榆在英国创办了一家孵化器公司，
为中国和英国的创业合作提供服务、牵线搭
桥。加强中国创业企业与国外的联系，促进中
国企业走向更广大的舞台是他所执著的报国事
业。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
会）第8期全国归国留学人员代表人
士高级研修班，共有70名由各省区市
推荐的归国留学人员代表人士出席。

学习期间，欧美同学会组织举行
了“留学报国教育基地”揭牌、海归风
采展示、革命传统教育、体验民族团结
一家亲、召开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座
谈会等主题活动。

本次高研班旨在组织归国留学人
员代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弘
扬留学报国精神，不断增强使命感和
责任感，自觉把国家富强、民族复
兴、人民幸福作为努力方向，充分发
挥留学人才的智力优势，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作
用、做出贡献。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人才

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

标，而留学人员是人才队伍的重要

组成部分。我国坚持“支持留学、

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

的16字方针，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

作或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广大留

学人员要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

报国之行统一起来，把自己的梦想

融入实现中国梦的壮阔奋斗之中，

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辉史册上。

事实上，有许多海归正在这么

做。他们通过创新创业、扶贫扶弱

支边等多种方式去践行“报国”的

理想。“报国”不是虚幻的口号，而

是实际行动。

在文化、教育、医疗、金融等

行业中，海归发挥着较大的推动作

用。创业就要接地气、顺应国情，

将实现自己的事业梦想和人生价值

融入到报国的行动中。

“WEI建筑设计”事务所在一
条传统的北京胡同里，安静又充满生活
气息。上世纪的木结构灰砖厂房，还有
灰墙上红色的大字痕迹，给人一种历史
的厚重感。推开事务所的玻璃门，映入
眼帘的是温馨的布置。主创设计师魏娜
正与前来做客的艺术家围坐在长桌边
讨论，交流彼此的设计理念。

魏娜及其合伙人马克瑞在纽约共
同创立了ELEVATION WORKSHOP，
2009年又在北京正式成立了“WEI建筑
设计”事务所。7年中，魏娜带领她的团
队接手了各种类型的设计项目，从规模
极小的高端时尚零售店、幼儿园到几万
平方米的超五星级酒店。凭借独特的代
入式情感设计理念和精良的设计方案，
她与团队一起完成的建筑设计获得了
国内外多个奖项，被世界上10多个国家
的上百家媒体报道。目
前，“WEI建筑设计”已经
成为中国最活跃的建筑
师事务所之一，而魏娜也
凭借在建筑设计上的独
特见解和成就成为北京
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建筑
师之一。

谈起魏娜与建筑设
计的故事，就要从她的孩
提时代说起。她从小就对
空间位置有着敏锐的感
受和记忆。“现在想起来，
我童年的很多回忆都和
空间的变化有关。我也一
直很感激父母，正是他们
的支持才使我的理想得
以实现。”魏娜说，“我觉
得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
恰好喜爱的事情是自己
擅长的。4岁时，我给家里
设计了一个又大又复杂
的组合柜。父母居然让工
人师傅按照我的画做了
实物，后来那个柜子一直
用了20多年，我们家一直
引以为豪。对我影响最大
的是初中毕业时与父母
南下的那次旅行。我们
去了好几个江南城市，
一起参观了许多江南园
林。我被中国园林的精妙折服，惊叹
于人能在如此小的空间里，有如此丰
富的体验和经历。从那时起，我就决
定以后要做一名建筑设计师。而且中
国园林带给我的关于空间体验上的启
发，直到今天都在影响着我的建筑设
计。”后来魏娜顺利地考入心仪的清华
大学建筑学院，毕业后又赴美国耶鲁
大学建筑学院深造。凭借出色的设计
才华以及对设计严谨尽责的态度，她
先后在几家国际知名建筑师事务所工
作，承担了很多重要的项目。

然而，在自己的故乡创办一家建筑
设计事务所，是魏娜一直以来的梦想。
2008年，魏娜回到祖国，开始在北京的

胡同里一步步地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
她介绍道：“当时我正好处在思想的转
折期。历经多年的研究和众多项目的实
践后，我意识到业界追求的形式化的东
西是没有意义的，空间的核心应该是人
的感受。我希望我的设计不是单纯的物
质结构，而是和人的情感体验关联的空
间，创造一种中国古人一直追求的‘意
境’。”

虽然一开始这只是一个模糊的想
法，然而随着魏娜在实践中的探索，这
个想法变得越来越具体。这个称之为
“弥漫空间”的理念被广泛应用到了事
务所的设计作品中。魏娜介绍说：“与传
统的‘封闭空间’相比，这是一个能够创
造和承载更多个人感受的地方。在这种
空间里，物质被打散，与人互动共生。比
如通过光、影、景观营造一种动态的变

化，就可以使‘进入’空间
这个本来单一的动作变成
一场丰富的体验。”

这种设计理念也是魏
娜在充分思考了东西方文
化语境差异后的结果。相
比于西方文化中的逻辑判
断和验证性思维，东方文
化更注重体验和感悟。而
在建筑设计中融入东方思
维方式的元素，使魏娜的
设计作品十分独特。“我们
事务所曾做过一个很小的
项 目 叫‘SongMax 女 装
店’。在有限的场地里，我
们利用了细微、巧妙的材
料变化，把设计的重点放
在了空间的过渡和转化
上。许多媒体报道称这个
设计具有未来感，但其实
我们的灵感来自于中国江
南园林。”她说道。

魏娜不仅在实践中展
示了强大的感染力和精益
求精的做事风格，她在过
去的4年里还在教学上发
展出了一套独特的设计方
法。现在她同时执教于中
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清
华大学建筑学院。耶鲁大
学、纽约雪城大学，这些美

国最顶级的建筑学院也纷纷邀请她去
做讲座。一些西方学者感慨魏娜的作品
和理念突破了他们一直以来对中国建
筑师的认识。著名教育家、纽约雪城大
学建筑学院院长马克尔评价她的思想
是“才华横溢且极具震撼力”。一些媒体
这样形容魏娜：“她很特殊，你能在她身
上看到工业文明久违的温存，同时又能
感知后工业文明的关怀”。可以说，她的
作品同时具备“禅意
与摩登”。
“建筑不止于造

物，而在塑造生活。”
这就是魏娜，一位建
筑界的探索者。

报国要落到实处
齐 心

11月21日，在欧美同学会第8期全国归国留学人员代表人士高级研修

班上，以“新时代海归的责任和担当”为主题，海归畅谈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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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以报国为主题的海归研修课程

图为邓燔（左一）带领学生到当地茶园进行调研，强调学

生做学术和实践要结合起来，不能单纯读书本知识。

刘潜（左一）经常到赣南老区走访，

了解当地农民的健康状况以及所能获得的

医疗救助。

图为张淮在高研会讨论现场分享自己

创业观点。

海归的责任与担当
李洪锋

图为高研班学员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时，穿上军装合影

留念。

为彻底消除深圳市罗湖“二线插花
地”公共安全隐患，有序推进棚户区改
造工作，固定房屋及当事人信息，维护
当事人利益，2016年11月1日至11月7
日，对房屋及当事人信息进行了第一次
公示，因部分当事人对公示信息提出补
充登记或异议申诉，经调查核实后，决
定对棚户区改造范围的木棉岭、布心、
玉龙片区部分房屋及当事人信息进行
补充公示，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公示范围及内容

（一）公示范围
1.第一次公示当事人信息缺失，已

补充登记的当事人信息；2.第一次公示
当事人信息缺失，仍未确定当事人的信
息；3.第一次公示房屋及当事人信息缺
失，已补充登记的房屋及当事人信息。
（二）公示内容
房屋编码、当事人姓名、身份证号

码（隐藏中间8位）、当事人身份（原村
民、非原村民或企事业单位）、房屋详
细地址和片区房屋位置图。

二、公示方式

（一）项目现场（棚改片区主要出
入口、广场和人流密集区域公告栏，

LED大屏幕）。
（二）罗湖棚改片区指挥部公告栏。
（三）罗湖区电子政务网、罗湖社

区家园网和心罗湖?新罗湖网站。

三、公示期限

公示期限自2016年11月24日起
至2016年11月28日止。

四、现场咨询

（一）补充公示期间，当事人对补充
公示内容有疑议的可到现场进行咨询。
（二）现场咨询地址：
罗湖棚改木棉岭片区指挥部（木

棉岭社区24栋1楼）。
罗湖棚改布心片区指挥部（布心

山庄中区23栋1楼）。
罗湖棚改玉龙片区指挥部（玉龙新

村上区七巷6号玉龙社区工作站5楼）。
（三）咨询电话：

木 棉 岭 片 区 0755-83920855、
0755-22350848；

布 心 片 区 0755-22173112、
0755-22173103；

玉龙片区0755-22934707。

五、投诉举报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发现房屋当事
人提交虚假信息或资料、伪造政府公
文、证件和印章等弄虚作假或非法加
建、改建、扩建等违法违规行为，均可
投诉举报：
（一）受理地址：罗湖棚改现场指

挥部（深圳市罗湖区金稻田路1603号
围岭公园内）。
（二）受理方式：公示期间仅接受现

场实名投诉和举报，其他方式不予受理。
投诉举报受理将全程录音录像存档。
（三）罗湖区查违举报电话：

0755-25724962。

受理时间：
9:00-12：00,14:00-18:00。

六、法律责任

（一）刑事责任
1.当事人提交虚假信息或资料依

法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根据我国《刑
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
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
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
收财产。

2.当事人伪造棚户区改造范围内
房屋及土地权属证明文件及其他政府
公文、证件和印章，依法构成伪造国家
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根据我国
《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
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当事人伪造、变造、买卖棚户区
改造范围内房屋权利人身份证明、护
照等文件，依法构成伪造、变造、买卖
身份证件罪的，根据我国《刑法》第二
百八十条第三款规定，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构成其他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二）行政责任
房屋及当事人第一次公示之日起

（2016年11月1日），当事人存在非法
加建、改建、扩建行为的，根据《深圳市
城市规划条例》《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
地监察条例》等相关规定，将面临罚
款、房屋查封、扣押、限期拆除、没收违

法建筑、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责任。
（三）民事责任
1.当事人提供虚假信息依法导致

合同或者协议无效的，将依法承担损
害赔偿等法律责任。

2.当事人提供虚假信息侵害他人
合法权益的，按我国《侵权责任法》等
的相关规定，将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赔
偿被侵权人的损失。

七、公示结果

补充公示信息作为后续工作主要
依据。当事人擅自变更相关信息的，将
自行承担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八、解释权

本通告由罗湖棚改现场指挥部负
责解释。

九、生效日期

本通告自2016年11月24日生效。
特此通告。

深圳市罗湖棚改木棉岭片区指挥部

深圳市罗湖棚改布心片区指挥部

深圳市罗湖棚改玉龙片区指挥部

2016年11月24日

关于对深圳市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
改造房屋及当事人信息进行补充公示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