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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众多买不起正规抗癌药
患者的治病需求，一边是走私仿制
抗癌药面临的刑罚风险——一个售
卖保健品的小商贩，在情与法的矛
盾中，会如何抉择？

将于6日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
神》，因触及抗癌药昂贵的国情现
实，展现我国推进医药改革的显著
成就，引发强烈关注，7月 3日点映
两小时即取得4798万元票房，成为
当日全国票房冠军。

癌症患者的生存困境

影片导演文牧野介绍，《我不是
药神》根据我国“抗癌药代购第一人”
陆勇的经历改编，主人公程勇本是一
个保健品商贩，为交房租、抚养儿子，
冒法律风险为白血病患者从印度走
私仿制抗癌药“格列宁”，因售价比同
类正规进口药便宜很多，被患者称为

“药神”，却触犯了正规药商的利益，
也遭到警方的追查……

近年来，我国抗癌药物的需求日
益增大，但患者面临正规进口药昂贵
的现实。陆勇是无锡一名慢粒性白血
病患者，曾长期购买印度仿制的抗癌
药，2014年因“销售假药罪”等被公
诉，上百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
对其免予刑事处罚，次年公诉机关撤
诉，成为颇受关注的一个法律案件。

影片中，程勇在审判席上对法官
说：“我犯了法，该怎么判，我都没话
讲。但是看着这些病人，我心里难
过，他们吃不起进口的天价药，他们
就只能等死，甚至是自杀。不过，我

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的。希望这一
天，能早一点到吧。”

程勇的愿望正在一步步地变成
现实。2015年6月1日，我国开始推
进药品价格改革，绝大部分药品政府
定价取消；2018年5月1日，我国开
始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药价有
望进一步降低。

小人物故事的人性升华

影片中，程勇并不是患者，起初
只是因急用钱而从印度走私药品，但
随着和多个人物之间的情感变化，思
想发生了升华，后来甚至冒着坐牢的
风险，赔钱为患者提供“格列宁”。

在一个小人物成长为平民英雄
的过程中，程勇的生活变迁，其实交
织着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

“一开始纯粹是想赚钱，这个过程
中见证了生命的脆弱，后来勇敢站出
来，主动去承担。他心中那微弱的一
点点善意被放大了。”程勇的扮演者
徐峥说，影片关照的小人物，恰恰折
射了人性升华的大主题，程勇就是普
通的你我，恰巧有这么一件事，让他
慢慢把人性的无私和善良展示出来。

事实上，影片中所有的小人物都
在经历人性和心灵的考验。患者见
到刚出生的儿子，放弃自杀念头顽强
和病魔抗争；警察懂得法大于情，宁
愿受罚也要保全病患……

“主人公和身边人物的情感互
动，映射出人性和正义的光辉，这也
是这个社会每个人内心需要呼唤的
力量。”文牧野说。

新时代的现实题材升温

出于情节需要，《我不是药神》点
缀了不少印度元素，这让人联想到近
年来在中国频受好评的印度电影：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三傻大闹宝莱
坞》《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小
萝莉的猴神大叔》等，都直击现实矛
盾，充满现实关怀。

中国电影创作一直有现实主义传
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电影
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打造了一批艺术性和商业性相统一的
现实题材电影：《滚蛋吧！肿瘤君》通过
女漫画家积极抗癌的故事，在幽默轻松
中引领人们审视人生；《亲爱的》通过寻
找被拐孩子的故事，传递了温暖亲情的
精神能量；《烈日灼心》通过一桩陈年大
案，展现了人性救赎……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吴冠平指出，
一个时代的电影必然带着一个时代的
烙印，好电影从来不回避现实，在人民
对高质量文化产品需求日益强烈的今
天，现实主义题材更能引发观众共鸣。

记者在点映场采访时，不少观众
表示，《我不是药神》讲述的不仅是现
实，更反映出人性的光与热，记录了
时代的进步。
记者白瀛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以小人物成长，记录社会进步
——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观影期待

海南省第五届运动会火热进行

竞技体育项目比赛
本周六开赛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
今天召开的省第五届运动会暨全民健身运动会新
闻通气会上获悉，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项目的比
赛将于本月开幕，其中举重比赛7日开赛，帆船帆
板项目比赛将于15日启幕。

据了解，省第五届运动会暨全民健身运动会
旨在全面展示我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锻炼和选
拔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推动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发
展，助力体育产业进步。

本届运动会分竞技体育项目和群众体育项目，
其中，竞技体育项目15项，包括帆船、帆板、拳击、
举重、田径、篮球等，涵盖了海上项目、田径项目、球
类项目等不同门类。群众体育项目共设48项，包
含游泳、台球、象棋、广场舞、门球、轮滑等常见的群
众参与性强的项目，并将健美、航空模型、仰卧起坐
等28项列入本届运动会“省运大擂台”项目。

省高球青巡赛将出国门
第四站比赛本月泰国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由省文体厅、省教育
厅、省高尔夫球协会主办的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
球巡回赛暨U系列比赛第四站，将于7月12日在
泰国清迈举行。

省高球青巡赛一直致力于与国际接轨，为我
省青少年提供更国际化的赛事平台。自2015年
起，该赛事总决赛吸引了东南亚国家乃至欧美国
家的优秀青少年高球爱好者参赛，世界各地青少
年高球手与我省球手同场竞技，促进了我省青少
年高球手技战术水平的提高。

据悉，本次赴泰国举办比赛，是我省高球青巡
赛首次走出国门，届时，我省青少年高球手将赴泰
国与当地优秀球手同场竞技。

据新华社电（记者周玮）作为“湖
北省优秀剧目北京行”的重要项目，反
腐题材现代京剧《在路上》3日晚在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上演。

这部戏讲述了一名铁骨柔情的女
纪检干部在调查一桩暗藏贪腐的人命
案时，直面亲情、友情、人情的压力考
验，克服重重压力与腐败分子斗智斗
勇、激烈较量，最终为党清污、为民除
害的故事。

此剧由湖北省纪委监委支持，湖
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文化厅指导，湖
北省京剧院主创。创作团队阵容强
大，国家一级编剧姜朝皋执笔创编、曹
其敬担任总导演、戏曲音乐家朱绍玉

作曲，梅花奖得主万晓慧、裴咏杰、王
小蝉领衔主演。

据了解，2017年以来，这部反腐
题材京剧已在湖北省内外演出了30
余场，受到观众好评。专家称赞该剧

“为反腐英雄塑像”，并对传统京剧表
演形式作出创新。湖北省京剧院院
长、京剧表演艺术家朱世慧说，主创团
队根据观众和专家的意见边演边改，
力争把这部剧目打造成艺术精品，在
振兴传统艺术的同时，展现现代京剧
创作的新成果。

据悉，《在路上》将于7月10日、
11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随后赴天
津、上海演出。

国际米兰签约马丁内斯
据新华社罗马7月4日电 国际米兰足球俱

乐部4日官方宣布，球队已与阿根廷前锋劳塔罗·
马丁内斯签约，双方签约5年。

1997年出生的劳塔罗·马丁内斯在场上司职
前锋，技术全面，速度优势明显。签约国米前为阿
根廷国内联赛竞技俱乐部效力，在2017-2018赛
季进球数升至18球。意大利媒体透露，马丁内斯
转会费为2300万欧元（1欧元约合7.7元人民币）。

塞巴加盟重庆斯威
据新华社重庆7月4日电（记者周凯）记者

从重庆斯威队获悉，球队7月3日与巴西外援塞
巴正式签约，塞巴将跟随球队征战本赛季中超联
赛后半程的比赛。

1992年出生于巴西的塞巴身高1.82米，先后
在波尔图、埃斯托里尔、奥林匹亚科斯效力，场上
主司职边锋，2011年两次入选巴西U20国青队。

奥林匹亚科斯时期，塞巴与现任重庆斯威队
主教练保罗·本托合作融洽，2016-2017赛季塞
巴代表奥林匹亚科斯出战43场打进7球，贡献12
次助攻，是本托战术体系下的重要进攻球员。

7月4日，第七届海峡
两岸青年舞蹈嘉年华开幕
式暨海峡两岸青少年优秀
舞蹈展演在福建省福州市
举行，近千名两岸青少年舞
者将陆续参加嘉年华。该
活动由福建省文联、福建省
舞蹈家协会主办。图为台
湾台中市文华高级中等学
校学生在福建师范大学表
演群舞《荔枝红了》。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海峡两岸青年舞蹈
嘉年华福州开幕

现代京剧《在路上》
为反腐英雄塑像

《我不是药神》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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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交通银行副行长沈如军出席

2018中国金融科技发展论坛并发表讲话。

数字化、智慧化是金融业发
展必然趋势

沈如军表示，数字化、智慧化已成为

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作为整个社会

运作的一个关键环节，也必将面临着从服

务方式到服务体系的大变革。

目前，传统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已由金

融信息化、互联网金融过渡到金融科技阶

段，以新兴技术向金融活动的各个领域、环

节渗透为特征，实现营销方式、服务体系、

风险防控、日常管理等创新，带来新的业务

模式、应用、流程和产品，从而对金融服务

的提供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金融企业想要应对市场竞争，适应形

势变化，满足内在发展需求，就必须应用金

融科技扩展服务方式，创新业务模式、降低

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丰富风控手段，

树立数据是第一资产的经营管理理念，形

成具有特色的数字化、智慧化经营能力。

金融企业数字化、智慧化实
施路径

沈如军还指出了金融企业实现数字

化、智慧化转型的三步走战略路径。以实

现数字化为起点，从内部数据整合、政府

及监管数据对接、外部企业数据合作三个

方向，完成各类信息收集，建立数据内在

联系，实现服务体系全流程数字化运营。

围绕实现全时全域服务体系，建立具备高

性能、高可用、可伸缩、易扩展等特点的技

术支持体系，在任何时间、地点，以多样化

方式为客户提供主动、先进、可信赖的金融

服务。以实现服务体系智慧化为目标，利

用认知计算、深度计算等技术将“数据”转

换为“知识”，嵌入到客户服务、业务处理等

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利用人工智能、生物

识别等新兴技术构建人机交互闭环，最终

建立“能听会说、能看会学、能理解会思考”

的系统智慧服务体系。

据悉，交通银行已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用

户、客户、额度、权限、渠道、报表、界面、任务

中心“八大统一”管理，形成全集团业务经营

一体化管理模式，为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坚实

基础。5月31日正式启动的新的集团信息

系统智慧化转型工程，以保持IT架构体系的

先进水平为基础，以打造数字化、智慧型交行

为核心，以持续提升集团的服务能力、管理

能力、综合竞争能力为最终目的，是用智慧

化手段推动经营管理的一项战略性工程，对

交通银行未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是交通

银行提升竞争力和市值的重要举措。

沈如军：智慧化转型是金融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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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补跌 沪指创两年多以来收盘新低

“钢铁侠”成A股“避风港”

我司拟将马村港区食堂业务以竞争性磋商方式

进行发包，请有意参与的公司在2018年7月5日9时

至2018年7月9日17时，到我司领取竞争性磋商文

件，逾期不予受理。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76号海南

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海口港务分公司办公大楼。联系

人：王先生、郑女士 联系电话：0898-68623607。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海口港务分公司
2018年7月5日

马村港区食堂业务竞争性磋商公告 旺铺出售
出售位于海口市国贸玉沙路28

号“宝发国际大厦”一楼“浦发银行”

在租旺铺，1层约1000平方米、2层

约3400平方米。

联系人：张先生 13976093159

宏达商城项目建筑方案及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农垦宏达实业有限公司的宏达商城项目用地位于金垦路南

侧，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服务和居住用地，用地面112510.50m2。建设
内容主要为13幢住宅楼、2幢办公楼、1幢精品酒店、13幢商业楼及1幢
幼儿园，地上建筑面积为 348489.94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107352.67平方米。现建设单位申请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经
图审中心《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审（复）核表》（琼J太阳能核字
[2018]001号）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3625.15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
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7月5
日至7月18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ghw.haikou.
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委城市设计处，邮编570311。（3）意
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
话：68724370，联系人：王刚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5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7)琼0106执恢358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执恢358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8月10日10时至2018年8月11日10
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
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国贸路59号正昊大厦5E房(产权证号：
HK067818)，证载建筑面积193.77平方米；起拍价：1,622,000
元；竞买保证金330，000元。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
2018年8月3日起至2018年8月9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
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8月10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
保证金。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及
有可能存在的物业费、水、电等欠费由买受人负担；(3)、房产的
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有关房地产限购政策执行。咨询电话：
0898-66784702 (张法官)；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2日

讣 告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王健，

在法国公务考察时意外跌落导致重伤，经抢救无

效，于当地时间2018年7月3日不幸离世，享年

57岁。

王健董事长治丧委员会24小时值班电话：

0898-66739906，传真：0898-66798976

手机：17000009906

邮箱：wjdszzswyh@hnair.com

谨此讣告。

王健董事长治丧委员会

2018年7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