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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 沙元森

9月8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

“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宣传推介
活动在北京举行。总台与山东联
合打造“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品
牌，是双方助力打造中国自主品
牌的创新实践，将为新时代中国
品牌建设作出有益探索。

2020年以来，总台和山东省
秉持“优势互补，携手共赢”的原
则，在山东品牌形象推广、文旅项

目宣传、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传播
等多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有力推
动山东工业、农业、文化旅游等产
业的品牌发展。“好客山东”品牌
已连续三年加入总台“品牌强国
工程”。今年，双方合作力度再次
升级，依托总台全媒体资源，共同
加强“好品山东”建设。

品牌就是口碑，而口碑的形
成又离不开口口相传，口碑必定
都在故事里。在信息时代，讲故事
有了新的表达方式，技术创新助
力融合传播，大屏小屏联动、线上
线下共振，大大提升了“好品山
东”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顾名思义，“好品”必然以好
的品种、品质为保证。山东历史悠
久、文化厚重，岱青海蓝、钟灵毓

秀，崇尚变革、敢闯新路。可以说，
既有天赋，又肯努力。所以，山东
不乏“好品”。除了传统的烟台苹
果、淄博陶瓷、潍坊核雕等，山东
的智能家电、工业互联网平台、高
速磁浮交通系统、海工装备也已
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

这次活动现场推介的“好品”
更是令人大开眼界：“国信1号”是
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养殖工
船，是一座移动的海洋牧场；国网
公司5G智能巡检机器人通过5G+
人工智能，在环境复杂的变电站
里能实现自主巡检；泰山体育碳
纤维运动自行车是山东新材料开
发应用的一个缩影……

山东“好品”为啥这么多、这
么好？“好客是真情 好品凭厚

道”，山东的“好品”和山东的“好
客”是密不可分的。历来传颂“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山东
人，必然会认真对待“衣食父母”。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牢记
古训的山东人，总是先做人再做
事，必然要精益求精。可以说，每
一个山东“好品”都打着齐鲁文
化的铭记。

为了让山东的好产品、好服
务进一步走向全球，让消费者对
山东“好品”形成更加清晰、明确
的品牌认知，山东强化顶层设计，
深入实施质量强省和品牌战略，
努力将“好品山东”打造成区域公
共品牌，使之成为山东产品、工
程、服务品牌整体形象的代表。

“好品山东”一直在稳扎稳
打，步步推进。

山东的目标是：力争到2025
年，“好品山东”竞争力位居全国
区域品牌前列，到2030年“好品山
东”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区域
品牌，助推山东从品牌大省向品
牌强省迈进。

山东人的性格是“讷于言，
敏于行”，做得多，说得少，现在
的山东既要做得好，也要讲得
好。在互联网时代，讲故事不再
是口口相传地讲，而是有了更多
的渠道和方式。努力的山东一定
会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
点赞，进而推动山东品牌走向国
际，为山东的高质量发展写下最
生动的注脚。

记者 蔚晓贤

北派核雕之首

近日，记者来到潍坊
市十笏园非遗空间，全省
首家手造博物馆就坐落在
这里。在一楼大厅的陈列
柜里，摆放着近百件核雕
作品，作品精巧细致，构思
巧妙。实际上这些令人叫
绝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一
些初学者雕刻而成的，潍
坊核雕之实力可见一斑。

潍坊核雕技艺第六代
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华的工
作室位于博物馆3楼。当记
者见到他时，他手上正在
刻着一件《马拉轿车》的作
品。不足一寸的桃核上，马
拉轿车的形象已现雏形。

张国华告诉记者，《马
拉轿车》是潍坊核雕最具
有代表性作品之一。当年
艺人都兰桂先生就是凭借
这一作品获得1915年巴拿
马最优等奖牌。而这件作
品也成了所有核雕艺人的

“必修课”，不管是初学者
还是老艺人，《马拉轿车》
都是常刻常新的题材。

对很多人来说，对核
雕的认识是从古文《核舟
记》开始的。明代天启年
间，核雕艺人王叔远用桃
核所作核舟“赤壁夜游”，
人物栩栩如生，舟棹如画，
精妙绝伦，使国人尽知核
雕这一传统技艺。殊不知，
核雕也分南派北派，北派
核雕即以潍坊核雕为首。

每件作品
都独一无二
中国的能工巧

匠最擅长从生活
中发现艺术。潍
坊核雕作为集
观赏、把玩、佩
戴、收藏于一体
的微雕艺术，于
方寸之间挥洒事
物百态，细微之处尽
显博大胸怀。“一把雕
刀一粒核，运筹帷幄见神功”。

张国华表示，核雕实际上非
常具有挑战性，每一枚桃核都是
独一无二的，这也是核雕的魅力
所在。不同的品种大小不一样，大
的五六厘米，小的仅有1厘米，即
便是相同品种的桃核，纹理也不
一样，就像人的指纹一样。一枚盈

不过寸的桃核，经艺人根据果核
的形状、质地，因材施艺、精心布
局和奇思妙想地雕镂，达到了精

巧玲珑、出神入化的境界。
作为一个核雕艺人，必须

具备绘画基础，同时还得会篆
刻、懂书法、善构思、巧布局，
缺乏任何一方面，都很难刻出
出色的作品。民间核雕往往周
身施刻，布局系统周密而严
谨，刀法畅快利落，形象刻画
入微，生动而无雕琢之迹。

张国华曾创作过一件名
为《南湖红船》的作品，作品
中雕刻出细长的锚链多达65
环，令人啧啧称奇。

新生命力不断注入

一门手艺要传承和发扬
就要不断注入新的生命力，
40多岁的张国华已带了1000
多名学生。全国各地的核雕
爱好者慕名而来，张国华不
仅要他们学习核雕，还要学
习木雕、红木嵌银等手艺。他
觉得艺术是相通的，在不同
材质和尺寸的材料上雕刻，
才能领会核雕方寸之间展示
大千世界的奥妙。

让张国华深有感触的是
潍坊核雕的传承方式。不像
很多非遗项目仅在家族内部
代代相传，一旦后人不愿意
学，就面临失传的境地，潍坊
核雕除了父子传承、祖孙传
承，最主要的还是师徒相授，
摆脱门派、性别、家族的束
缚，使这门传统艺术更顺畅
地传承发展。

“我们学核雕的时候，核
雕艺人全潍坊也就十几个，
现在已有数千人。”张国华介

绍，核雕的兴盛正从源头开始，
作为山东省工艺美术协

会核雕研发基地，张国
华拥有自己的桃园
种植基地，和省内
不同的果农签约，
专门收集桃核，现
在收集的桃核已
达到50多个品种。

为了将核雕技
艺传承下去，张国华

通过新媒体手段传授手
艺，一脉流传的手艺通过吐故

纳新获得新的生命力。

记者 高红日 实习生 邹宗星

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国产手术机器人诞生

机器人始终承载着科幻曙
光。推介会现场，威高医用机器
人产业集团总经理王炳强演示
了威高手术机器人操作系统，模
拟讲解机器人手术操作过程。自
带科技光环的手术场景让威高
手术机器人这一尖端医疗技术
惊艳全场。

手术机器人走进大众视野
的时间并不长。2006年，北京301
医院引进第一台达芬奇手术机
器人，此后15年，该领域市场基
本属于进口手术机器人。国内医
疗行业急需我们自主知识产权
的手术机器人诞生。

面对国外手术机器人用专
利壁垒和先发优势筑起高高的

“城墙”，国产手术机器人的研发
过程注定非常艰难。威高集团还
是义无反顾地踏出了这一步。

依托母公司的战略布局和
雄厚支持，威高医用机器人产业
集团以“亿元”为单位投入科研
资金，以11年的产学研投入，潜
心在这条赛道上突围。

2021年10月，威高自主研发
的腔镜手术机器人正式通过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成为国内
首个获批的腔镜手术机器人。这
台国产手术机器人攻克了众多关
键核心技术，已申请了60多项发
明专利，其中40多项已经授权。

为手术开启数字化
与智能化时代带来可能

在刚刚举办的2022年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威高手
术机器人作为山东智慧医疗的
代表亮相展台。

新赛道上的中国原研机器
人正向国际尖端技术靠拢。

王炳强介绍，威高手术机器人
的机械臂就像医生的“手”，手术器
械的自转最大可达到540°，在狭
小空间内动作更“灵巧”。机械操

作还能过滤掉人手本身的生理性
抖动，提高手术操作的流畅度和
精准度，对于患者来说手术创伤
小，恢复期短。

而且，医生可以通过操作台
坐着就能完成整台手术，有效缓
解医生的疲劳，提升操作稳定
性。通过3D立体图像，医生可以
更清晰地看到手术部位的情况，
突破人体极限，更直观地观察手
术部位，降低手术的风险。

威高手术机器人的临床价
值，可以简单归纳为提升医生的
手术能力，让手术操作更为精
细、准确，从而提高手术质量，让
手术操作智能化、手术效果精准
化、手术流程标准化。手术机器
人让传统手术从一个定性的动
作，转变为定量的标准化数据，
无疑将带来传统手术的变革。

变革之下面临的是巨大的
市场需求。来自中金公司的一份
报告显示，2030年中国手术机器
人市场规模将超700亿元，其中
腔镜手术机器人市场最大。

手术机器人逐步改变和颠
覆传统手术，为手术开启数字化
与智能化时代带来可能。

技术赋能基层医疗
构建均衡医疗新格局

事实上，威高手术机器人不
仅是国内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腔镜手术机器人，更是世界
上首台完成5G远程腹腔镜手术
的机器人。可以说，威高手术机
器人给国内带来的行业价值，远
高于临床价值。

威高手术机器人的成功问
世，不仅标志着手术机器人领域

竖起了国产大旗，展示了国产医
疗器械的强势崛起，更深远的意
义在于，给我们带来全新的医疗
格局。

手术机器人打破医疗手术的
空间限制，让远程医疗不再遥不
可及。威高手术机器人正在开拓
医疗服务的新模式和新境界。名
医可以远程为基层大众做手术，
从科幻电影中照进现实。这将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医疗资源分
布不均衡的现状，成为解决手术
治疗供需不均的有效途径之一。

今年6月，威高手术机器人作
为“山东省援藏援青援疆确定性
远程医疗项目”开启援助西藏、青
海、新疆三地医疗。青岛大学附属
医院专家通过威高手术机器人实
现确定性网络远程医疗，在青岛
就可为边远地区患者实施手术。
威高手术机器人让欠发达地区、
边远地区的患者可以跨越地理空
间，享受到名医“亲诊”。优质医疗
资源向偏远落后地区流动，将促
进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均等化。

主导威高手术机器人研发、
被誉为国产腔镜手术机器人第
一人的天津大学教授王树新，曾
对媒体表述他对手术机器人前
景的理解。他认为基层医院对手
术机器人的需求甚至比发达地
区三甲医院更迫切，通过国产化
降低成本是让手术机器人服务
到基层医院的关键。

先进技术应该赋能基层医
疗，威高手术机器人正在向此努
力。国产机器人的强势崛起，将
引起行业的良性竞争，普通百姓
将享受更多医学科技创新带来
的红利，机器人手术价格亲民化
将是必然。

可让名医“跨越”千里远程为基层群众手术

威高手术机器人
自主创新成就“中国智造”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宣传推介活动上，威高手

术机器人作为智能科创产品的代表，成为科技范儿明星。
手术机器人如同一个媒介，把相隔千里的医生和患者连接起来，远程操控完成手术。智慧远程手术

出现的重大意义在于聚资源、促配置，重塑医疗体系服务生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改善医疗资源空
间分布不均衡、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局面。

从一枚随手丢弃的果核，变成独一无二、价值不菲的艺术品，在
方寸之间，幻化出别有洞天的博大气象。这便是潍坊核雕的魅力所
在。作为一项传承发展了两百多年的民间技艺，核雕已经成为潍坊的
一张闪亮名片，也成为当之无愧的“山东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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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精美美的的潍潍坊坊核核雕雕。。

手术机器人把相隔千里的医生和患者连接起来，远程操控完成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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