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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新华社昆明11月7日电 继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对孙小果再审案件于
2019年10月14日开庭审理后，11月6
日至7日，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被告人孙小果等13人涉嫌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一案依
法公开开庭审理。

玉溪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
告人孙小果于1994年、1997年因犯罪

两次被判刑，特别是1997年犯强奸罪、
故意伤害罪、强制侮辱妇女罪、寻衅滋
事罪，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孙小
果出狱后，网罗刑满释放人员和社会闲
散人员，以昆明市五华区国防路的昆都
M2酒吧为依托，逐步形成了以被告人
孙小果为组织者、领导者，顾宏斌、曹靖、
栾皓程、杨朝光为积极参加者，冯俊逸、
赵捷、王子谦等人为其他参加者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先后实施了开设赌场、寻衅
滋事、非法拘禁、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妨
害作证、行贿等犯罪及其他违法行为，严
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管理秩序。

庭审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到庭
参加诉讼。法庭主持控辩双方围绕指控
事实进行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2名鉴
定人出庭作证，被告人作了最后陈述。曹
靖、王子谦等4人当庭认罪认罚。法庭依

法保障了被告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部分被告人家属、媒体
记者和群众旁听了案件公开审理。

记者同时获悉，11月6日，玉溪市
江川区人民法院对江川区人民检察院
指控的李爽等22名涉孙小果案被告人
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聚众
斗殴罪、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故意伤害
罪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日前，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
合学院院长欧阳宏伟在朋友圈中
说：“浙大不仅只有学生传奇，老师
里面也有颇多传奇。27岁的刘琬
璐老师应该是目前浙大最年轻的PI
（独立研究员）。这么年轻就是博导，
在全国都非常稀少。入职后，她很快
进入导师角色，很有‘教授范’。”

这位被欧阳宏伟称为传奇的博
士生导师，叫刘琬璐，2013年毕业
于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之后前往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博
士、博士后研究，6年内发表20余篇
国际权威期刊论文，称对于生物医学
的兴趣是驱动其求学的前进动力，
“独立思考、好奇心与逆流而上的勇
气”是支撑她前进的信念。

今年，刘琬璐回到浙江大学，从
学生变成了博导，并且成为浙大最
年轻的PI（独立研究员）——曾经觉
得当老师费时费力的她，已经适应
并爱上了这个新身份。

刘琬璐的家在四川成都，她5
岁上学，10岁上初中，2008年参加
高考前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发生在
身边的地震和触目惊心的灾后场景
印刻在刘琬璐心中，让从没考虑学
医的她最终报考了浙大医学专业，
“这是时代给我们那代人的印记，当
年很多同学选择了学医、学建筑。”

对于27岁已成为博导的她，不
少网友除了点赞、感叹、祝福外，还
表示：“川妹子真的非常优秀”。

6年发表20余篇
国际权威期刊论文
2013年从浙江大学基础医学

院毕业之后，刘琬璐在美国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进行了5年博士研
究、1年博士后研究。

这期间，她在 Science（《科
学》）、Cell（《细胞》）、Nature Cell
Biology（《自然细胞生物学》）、
Cell Stem Cell（《细 胞 & 干 细
胞》）、PAN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刊》）等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共20
余篇，论文被引用量多达500余次。

“刘琬璐是国内非常紧缺的交
叉型科研人才，学术成果非常丰
富。”欧阳宏伟对刘琬璐赞赏有加，
一般来讲，成为PI至少要有3-5年
的博士后训练，而刘琬璐只进行一
年博士后研究，就被引进成为PI、
担任博导。

能有这么多的产出，刘琬璐说
这和她身处很好的研究环境有
关。“在这些国际期刊上发文一般
都都需要3-5年的研究周期，我经
常同时进行多个课题。”虽然有压
力，但对刘琬璐而言，寻求真理、探
索科学奥秘能给她带来最大的快
乐，她形容科研是“让她止不住想
念到失眠的对象”。

刘琬璐的研究领域是表观遗
传学。那表观遗传学是什么呢？

“表观遗传其实就像是DNA
带上的一些帽子（修饰），因为这些
修饰，即使DNA相同，细胞最终的
命运也不尽相同。”刘琬璐举例说，
人体所有的细胞都从同一个细胞

指明方向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窄幅震
荡，收盘微涨。你怎么看？

答：科创板破发的话题还是吸
引了不少关注，最终还是带领中小
创报收红盘，虽然两市成交萎缩，但
北上资金继续净流入超30亿元。截
至收盘，两市涨停36只，跌停2只。
技术上看，沪深股指继续收于5日均
线之上，创业板指最强盘中还一度
刷新近期新高，此外各股指均还收
复5小时均线；从形态来看，周四市
场并未出现力度下挫，相反以横盘
的形式完成震荡，这显然是一种强
势表现，以沪指为例，从 2917 点开
始的上涨，第一波涨至3008点涨了
90余点，那么第二波上涨显然将不
低于90余点，因此哪怕周五市场继
续震荡，最迟下周市场还是会选择
向上力度变盘。期指市场，各合约
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各合约负溢
价水平整体变化不大。综合来看，
技术图形为短期市场走势指明了方
向，而盘后的好消息无疑是火上加
油，短期操作可积极乐观。

资产：周四按计划持股。目前
持有南玻 A（000012）45 万股，中新
赛 克（002912）2 万 股 ，中 际 旭 创
（300308）5万股，光环新网（300383）
4 万 股 ，风 华 高 科（000636）10 万
股。资金余额 3866872.99 元，总净
值11953372.99元，盈利5876.69%。

周五操作计划：光环新网、中际
旭创、中新赛克、南玻 A 拟持股待
涨，风华高科拟先买后卖做差价并
适当增加持仓。 胡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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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木仁，1963年出生于内蒙古
自治区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
（今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他是
蒙古族，1980 年参加工作，1983 年
调阿拉善左旗布古图苏木司法局任
司法助理员，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2年，白木仁参加公安工作，
在阿拉善左旗公安局豪斯布尔都苏
木任公安特派员，二级警司。

1994年 10月 21日，接到一名
歹徒身缠炸药，要炸死一牧民的报
案后，白木仁迅速与其他同志前往
查处。他面对身背炸药、手持引爆
品的歹徒，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
出，只身一人与歹徒斗智斗勇，寻找
制服歹徒的时机。下午4时，丧心
病狂的歹徒突然引爆炸药，白木仁
同志壮烈牺牲，年仅31岁，谱写了
一曲人民警察大义凛然、无私无畏
的壮丽赞歌。

自1992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
白木仁刻苦钻研业务，埋头苦干，任
劳任怨，无私奉献，两年多共侦破各
类治安案件、刑事案件20多起，收
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 35000 余
元。他密切联系群众，先后义务为
牧民修车30多辆、送草170000余
斤、买粮 5000 斤，受到群众的赞
誉。他曾被评为阿拉善左旗公安战
线先进个人，荣记三等功一次。

1994年 7月的一天，在阿拉善
盟和屯池劳改大队服刑的一名人
员，外出劳作时趁机逃跑。时任驻
劳改大队武警看押队队长的刘河接
到通报后，立即与同事乘车追捕。
追捕小分队追至阿拉善左旗豪斯布
尔都苏木时力量不足，求助于白木
仁。“只要他踏入豪斯布尔都苏木，
就不可能再逃脱。”白木仁斩钉截铁
的回应，让刘河印象深刻。

不久，刘河接到消息，逃犯被抓
获了。原来，那天白木仁送走他们
后，就带上干粮、水壶，骑摩托车在戈
壁滩上搜寻了100余公里，还向广大
牧民群众通报了情况，直到当天深夜
才返回驻地。第二天一大早，白木仁
就到出入豪斯布尔都苏木的各个路
口巡查，发现了逃犯。白木仁扑上去
将其制服，还从对方身上搜出了一把
刀。为了表示对白木仁的感谢，劳改
大队特意做了一面锦旗并写了感谢
信。可还没来得及送出，白木仁就牺
牲了。

1994年 12月 30日，白木仁被
追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1995年4
月5日，白木仁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
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并号召全
区广大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群众向
英雄学习。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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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警察白木仁：
和平年代依旧不惧刀枪炸药

孙小果出狱后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一案
公开开庭审理

成都妹子27岁就成浙大博导：

用心当好老师
指导的学生只比她小三岁

今年3月，刘琬璐回到浙江大学，
成为一名PI研究员，管理自己的独立
实验室以及招募进实验室的几位本科
生、研究生。8月，刘琬璐开始正式培
养自己的在读博士生。

1992年出生的刘琬璐和很多学
生都是同龄人，她指导的学生甚至只
比她小三岁。“除了老师，我还扮演了
一个知心大姐姐的角色。可能因为是
同龄人，学生都很愿意和我分享生活
上的事情。”

其实，早在美国读博期间，刘琬璐
就作为助教带过学生。

“我最开始并不喜欢带学生。我
是一个自我驱动力很强、工作效率很
高的人。带学生却要花费大量时间去
帮助他们，去适应他们的工作效率。”
因为不太喜欢带学生这个角色，博士
毕业时，她也想过转行。

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教师生活，刘
琬璐已经很适应教师这个新身份，并
爱上了这个职业。刘琬璐现在开设了
三门课程，她曾经认真计算过准备一
堂50分钟的课程，她平均需要花费9
个半小时做准备。

刘琬璐不再觉得这是“浪费”时间
的苦差事，反而开始自己给自己“加
戏”：从八月开始，刘琬璐每周都会写
一封长长的信发给实验室的同学们，
到目前，已经写了十几封，有几封甚至
多达三千字。

“我这一路走来经历了很多的迷
茫和选择，科研上、生活上、职业发展
与规划上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教
训。”刘琬璐希望通过书信告诉学生自
己的经历和思考，给他们一些启发，不
只是在现在，也在未来。

第一个教师节，刘琬璐收到了一
封博士学生写给她的万字长信。在信
中，学生讲述了她的人生经历以及对
老师的感谢，“我当时非常感动，都看
哭了。这封回信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
都很值得。”刘琬璐有些不好意思，但
笑容很灿烂。

欧阳宏伟是刘琬璐大学时期的老
师，看到自己学生这一路的成长，欧阳
宏伟十分欣慰：“刘琬璐不仅科研能力
一流，培养学生也很有教授范。”

掌握足够材料
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泰勒、分管

欧洲和亚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乔
治·肯特定于13日在众议院情报委员
会公开作证，前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
万诺维奇定于15日公开作证。这3人
10月出席闭门听证会。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
夫说，下周的公开听证将给美国人

“评估证人、作出判断”的机会，美国
人同样可以了解总统行为不当的“一

手信息”。
情报界一名官员8月举报特朗普7

月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通电话时要求对方调查拜登父子，触发
众议院9月24日启动针对特朗普的弹
劾调查。调查人员两个月来先后传唤
国务院多名官员作证，公开关键证人的
证词。

路透社报道，公开听证似乎是众议
院弹劾特朗普的“前奏”。民主党人认
定，尽管特朗普政府一些官员不配合，
他们已经获得足够材料推动公开听证。

坐实“利益交换”
民主党人6日公开泰勒的证词，共

324页。这名外交官在先前的闭门听
证中说，特朗普政府经由常规外交渠道
和“非常规渠道”处理乌克兰事务，两个
渠道就总统要求乌方调查拜登父子有
分歧。

“非常规渠道”由特朗普私人律师
鲁迪·朱利安尼主导，成员包括美国政
府前乌克兰问题特使库尔特·沃尔克、
美国驻欧洲联盟大使戈登·桑德兰和能
源部长里克·佩里。

泰勒告诉调查人员，他“明确了解”
调查亨特·拜登供职的天然气企业贝里
斯马控股公司是乌方获得军事援助的
前提。桑德兰曾告诉他“一切取决于泽
连斯基宣布调查”。

泰勒认定，调查那家企业的目的是

曝光拜登的“黑料”，以帮助特朗普连任。
依据公开的证词，泰勒没有直接与

特朗普本人或朱利安尼沟通。共和党
人因而以泰勒不掌握一手信息抨击他。

白宫增加人手
特朗普6日经由社交媒体“推特”

回应，说弹劾调查是“虚伪骗局”。
这名共和党籍总统多次否认不当

处理乌克兰事宜，认定弹劾调查是民主
党人对他的政治迫害。

为应对弹劾调查推进，白宫预期强
化通信小组实力。一名不愿公开姓名
的白宫官员告诉美联社记者，特朗普的

“盟友”、佛罗里达州前总检察长帕姆·
邦迪和财政部前发言人托尼·萨伊格预
期进入这一小组，协助应对今后几天可
能发生的状况。 据新华社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定于下周就针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公开听证。作为主要证人，3名外交官将公开先前在闭门听证会谈及内容。

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威廉·泰勒的证词6日公开。他认定特朗普以美
方军事援助为筹码，要求乌克兰方面调查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民主党籍竞
选人乔·拜登和他的儿子。

美众议院拟就弹劾调查公开听证
作为主要证人，3名外交官将公开先前在闭门听证会谈及内容

（受精卵）中分化出来，其DNA都
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些细胞却分
化变成皮肤细胞、神经细胞，甚至
有些细胞变成肿瘤细胞。

近年来，刘琬璐在表观遗传上
有众多发现：例如因为体内外环境的
不同，体外人工培养的胚胎干细胞跟
体内的胚胎在发育过程中，表观遗传
并不相同。“搞不清楚表观遗传是怎

样调控干细胞分化，会让未来干细胞
的临床应用有一定的难度。”

未来，刘琬璐他们希望深入了
解细胞命运是如何通过表观遗传
调控，并想要开发能精准编辑细胞
表观遗传的工具，“在未来，或许我
们能更加安全、有效的在临床上将
干细胞用于器官的再生以及疾病
的治疗。”

刘琬璐5岁上小学，10岁上初
中，16岁就参加高考。而高考那
年，正好是2008年，刘琬璐的家，就
在四川成都。

回忆起2008年经历过的汶川
大地震，刘琬璐表示所在学校没有受
到太大的影响，只停课两三天，就恢
复了复习。“虽然身边并没有很多死
伤，但是那段时间我觉得整个世界都
是黑白的，没有任何的色彩。”发生在
身边的地震和电视中触目惊心的灾
后场景永远印刻在了刘琬璐的心中。

经历这场地震，让高中时从没
考虑学医的刘琬璐，最终选择报考
浙大医学，“这是时代给我们那代人
的印记。”

对刘琬璐而言，选择学医其实

还和她的家人有关。
高三时，刘琬璐的母亲患上了

一种罕见病，花了一年的时间才确
诊，却一直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只
能保守治疗。“类似于此的病症还有
很多，医学界很多疑难杂症都没有
很好的治疗方法。这也是我选择做
研究的原因，我希望通过基础研究
去改善这一情况。”

明确未来方向后，刘琬璐很快
就加入了老师的实验室、课题组，开
始了科研之路。

如今的刘琬璐，已成为浙大年
纪最小的PI研究员，拥有自己的独
立实验室，能够独立决定实验室的
研究方向、经费使用、人事安排，也
有了叫自己导师的学生。

2008年参加高考
因汶川大地震改志学医

综合《钱江晚报》、浙江大学网站、
澎湃新闻等

刘
琬
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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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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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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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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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学
、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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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学
、生
物
信
息
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