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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召开的全国文物局长会议透露：截至

目前，全国博物馆总数已达 5136 家，去年全国博

物馆举办各类展览超过 2 万个，近 10 亿人次走进

博物馆，参观博物馆日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见
1月9日《人民日报》）

当全球不少知名博物馆陷入财务危机，不得

不缩减人员和展览时，我国的博物馆热却正逢其

时。文博热潮兴起源于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

强劲，也凸显了国人日益增长的民族认同感和文

化自信。看展览不仅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也

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

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早已不是传统式对文

物的简单收藏、陈列，也不是文化建设的一个摆

设和符号，更多地成为公益性质的文化教育场

所，为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学习教育、文化休

闲服务，是博物馆的职责所在。从某种程度上

说，了解一个地方的过去和现在是从博物馆开始

的。于一个城市而言，当地博物馆显示着其文化

品位和历史底蕴，否则，林立的高楼、气派的广场

再多，也终究缺乏人文底气。博物馆方面要克服

重硬件而轻视软件建设、重收藏而轻视人才培养

的问题，多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展览，我们

的博物馆事业才能再上层楼。1 （钱夙伟）

□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1月 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省再创佳绩，共

有 16 项成果荣获国家科技奖励。按奖项类别

分，其中有国家技术发明奖 1项，国家科技进步

奖 15 项；按牵头情况分，我省主持的项目有 4

项，参与项目有12项。（据1月9日本报报道）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作

为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盛会，一年一度的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不仅科技界关注，也牵

引着全社会的目光。在国家奖总体数量大幅

压缩的情况下，2018 年度我省仍保持了较高

获奖数量和获奖率，提名获奖的主持项目数

量在全国列第六位，提名项目获奖率高于全

国平均通过率 10 个百分点以上。农业优势地

位继续巩固，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取得新突破，

以核心技术引领和支撑行业进步成效明显，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示范带动作用不

断凸显，领军科研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开放式

创新硕果累累……获奖项目亮点纷呈，科研

成绩振奋人心。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

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省

委十届八次全会指出，要“把创新作为高质量

发展的第一动力，强化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稳定经济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快制造

业转型升级，重点产业发展提速，传统产业改

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提高，都离不开创新驱

动的强大力量。当前，河南正处于蓄势崛起、

攻坚转型的紧要关口和关键时期，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新技术、新产品、新

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为我省弯道超车、后来

居上提供了难得契机。“以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为主导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是打好“四张牌”

的内在要求，也是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与

势，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必答之题。

河南科技创新能力仍待增强。近年来，我

省科技事业发展取得很大成就，科技创新能力

显著提升，但与兄弟省份相比，与发展需求相

比，仍存在差距。本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陕西共有 33项成果获奖，其中，主持完成 14

项，参与完成 19 项，湖南、湖北、山东的获奖成

果则分别为 27项、26项、25项。高等学校在国

家科技奖“版图”上占据重要比例，如湖北的 26

项获奖成果中，由在汉高校主持、参与完成的

有 15 项，仅华中科技大学就贡献了 8 项，其中

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通用项目达 5 项，并列全

国高校第四位。高等学校科技实力总体相对

偏弱是影响我省创新发展的一大桎梏，我省经

济总量稳步增长，郑州常住人口破千万，亟待

与之相匹配的科教实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加快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必须加

速提升在豫高校的科技创新力、竞争力。

创新驱动发展，离不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和良好创新氛围。深入推进国有科研机构

改革，强化激励机制，激发创新活力，推出更多

“从 0 到 1”的原创性成果，加强高质量科技供

给，充分发挥企业家、科研人员等微观主体在

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优化配置人财物资

源，推动国内国际高端研发机构、高层次人才

及先进成果落地河南，我们就一定能够开创创

新新格局，让“第一动力”更加澎湃中原。8

喜闻“10亿人次走进博物馆”

年度账单，能否让生活更美好

今日快评

让“第一动力”澎湃中原

新世说

众议

画中话

1 月 8 日，杭州市公安局召开 110 专项整治行

动新闻通报会：近年来，杭州市恶意骚扰 110、恶

意谎报警情呈多发趋势。仅 2018 年，全市 110 接

报恶意骚扰和恶意谎报警情 17.2 万起。（见 1月 9
日澎湃新闻）

有的人银行卡被柜员机吞卡了，不直接找银

行的工作人员帮忙处理，而是拿起手机就拨打

110；有的人半夜三更搭不到出租车回家，竟也拨

打 110 要求帮忙送回家；更有甚者，失恋了情绪低

落，也拨打 110 要求民警陪聊天，解苦闷。据一位

民警相告，类似报警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应该知道，110 并非“万能帮”，它是有受理范

畴的。根据相关规定，正在进行的或可能发生的

各类刑事案件，正在进行的或可能发生的各类治

安案件或紧急治安事件，火灾、交通事故，自然灾

害和各种意外事故，举报各种犯罪行为及犯罪嫌

疑人等 11 类情况为 110 受理范畴。市民切不可

认为 110 就应该“有求必应”，而乱拨乱打 110，甚

至恶意骚扰 110 或故意报假警，这不仅是在浪费

有限的警力资源，更是一种违法行为。公安部门

应加大 110 使用的宣传力度，让 110 在紧急危难

求助时更好地发挥作用。8
（廖卫芳）

莫把110当成“万能帮”

□夏熊飞

新年伊始，一年一度的支付宝年度账单没有如

约而至，“支付宝没有年度账单”话题竟然还上了热

搜，可见网友对于年度账单抱有极高期待。1 月 8

日，支付宝 APP 终于上线了 2018 支付宝年度账单，

这一次以超市小票的方式统计了用户 2018 年的各

种花销，此外还有信用情况。

尽管 2018 支付宝年度账单姗姗来迟，但依然

没有阻挡网友查看、分享、讨论乃至吐槽账单的热

情。翻阅年度账单，查看过去一年网购究竟花了

多少钱，同时懊悔某笔冲动的消费，甚至立下“剁

手”的 flag，“痛并快乐着”想必是不少网友的切身

体会。

在账单上的消费行为都已成过去时的情境下，

围观 2018年度账单，更多的人都只是抱着看热闹的

心态，仿佛错过了这样一场网络狂欢，生活就难免

留有遗憾。看完热闹，该消费消费，该剁手剁手，生

活特别是消费行为并未因年度账单而有丝毫改变。

围观支付宝年度账单，除了看热闹更要看门

道。伴随着年度账单出炉而走红的一个网络热词

叫“账单式小康”，意思是穷到举步维艰，但一看账

单感觉自己过去一年过得怎么还挺凑合？年轻人

相比于父辈消费观念较为超前，在移动支付时代还

保有记账习惯的更是少之又少，唯有面对年度账单

时，才有机会好好检视自己过去一年的消费行为，

原来还真没少花钱。而这或许也是导致账面“小

康”，现实却相对窘迫的肇因之一。

所谓看门道，就是通过年度账单与现实生活的

比照，发现自己过往一年的消费行为存在哪些不合

理之处，在新的一年中加以规避，力争把每一笔钱

都花在刀刃上。比如，如果吃喝玩乐占了大头，今

年能否在这方面适当减少开支；摸着自己逐渐大起

来的肚腩，在运动这块的消费是否也该提升提升

了；过去一年在学习、读书方面的支出几乎没有，今

年能否实现零的突破；旅行方面消费寥寥无几，今

年能否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支付宝、微信钱包等移动支付手段改变了我们

的生活，但我们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也要保持

应有的定力，实现为我所用而非被其裹挟着盲目向

前。年度账单是移动支付时代便捷性的见证，但如

何通过围观这一份份账单，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得到

提升、消费更加合理，则是我们每个人在看热闹之

余需要思考的问题。8

‘以构建自主创新体系为主导推
进创新驱动发展’，是打好‘四张
牌’的内在要求，也是把握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时与势，让中原更
加出彩的必答之题。

据《人民日报》报道，有的电影院，凌晨竟是票房最高时段；某网剧点击量高
达几百亿，远超全球人口总数；几部同时段播放的电视剧，共同标榜自己“收视
率”第一……影视数据造假现象，破坏了文艺创作的健康生态。8 图/王铎

湖北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起源于
1898 年，由著名风湿病专家、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氏风湿病马钱子
疗法”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镇海馀先
生创办于 1976 年，是一所治疗风湿、
类风湿等 20多种疑难杂症的二级甲
等中医医院。2006 年 6月 11日成功
改制，百年老字号回归中医世家。现
为首批“全国诚信民营医院”和首批

“全国优秀民营中医医院”“全国青年
文明号”“湖北省优秀民营医院”单位。

医院拥有“麻塘”“镇氏”“镇氏兄
弟”“通益”“镇通益”“镇家父子”“镇氏
父子”“镇氏家族”“镇家兄弟”“麻塘镇
通益”“麻塘镇氏”“麻塘镇家”“镇家”

“镇万雄”“镇海馀”“荣兴堂”等 26个
注册商标，其中“麻塘”“镇氏”是经国
家有关部门认定、为广大风湿病患者
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度的商标。

长期以来，该院把持续大力推进
品牌战略，不断维护医院“麻塘”“镇
氏”注册商标品牌，作为医院发展的头
等大事来抓。由于坚持不懈、狠下决
心，医院在商标维权上取得了一定成
绩，有力促进了医院“麻塘”“镇氏”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维护。

一、坚持不懈实施商标战略

商标是一个单位的名片。咸宁麻
塘风湿病医院是一所经五代人百余年
打造的特色专科医院。100 多年来，
镇氏中医世家“镇氏风湿病马钱子疗
法”治疗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
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大、腰椎
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等疗效显著，深
得海内外患者的信服和青睐，因此而
享誉海内外。

为充分利用和保护麻塘风湿病医
院这100余年打造的品牌，1999年，该
院将“麻塘”“镇氏”等向国家工商部门
申请注册商标。在注册后的十多年
中，医院始终把坚持实施商标品牌战
略，作为打造医院名优品牌的首要任
务来抓。从 2002年开始，该院又相继
将注册商标“麻塘”申报为咸宁市知名
商标和湖北省著名商标，2002 年—
2009年，该院“麻塘”注册商标连续三
届被认定为湖北省著名商标，从而使
麻塘风湿病医院成为鄂南乃至荆楚大
地上一朵灿烂的杏林奇葩。

为让风湿病患者更加了解“麻塘”
注册商标，2009 年，医院将“麻塘”注

册商标向国家有关部门申报声誉度更
高的商标；经过多年不懈努力，2012
年，“麻塘”注册商标获国家有关部门
认定。这是该院坚持致力实施商标战
略的一大硕果。该院为将国家非遗

“镇氏风湿病马钱子疗法”的“镇氏”注
册商标打造成国内风湿病患者广为知
晓的商标，从 2013 年开始，先后将注
册商标“镇氏”分别向原咸宁市、湖北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报知名、著名商
标后，继而向国家有关部门申报声誉
度更高的商标，2018年 2月，“镇氏”获
国家相关部门认定。

二、不断加大对注册商
标的宣传力度

该院深知，一个商标，一个品牌要
想做强做大，离不开对品牌的宣传。

1.不断加强对医院注册商标，特别
是“麻塘”“镇氏”商标的对外宣传力
度。近十年，该院先后在《中国工商
报》《健康报》《中国中医药报》《湖南日
报》《河南日报》《江西日报》《湖北日
报》《湖北农民报》《湖北广播电台》《咸
宁日报》《香城都市报》等新闻媒体，对

“麻塘”“镇氏”注册商标进行大力宣
传，不断扩大“麻塘”“镇氏”注册商标
在省内外的知名度和信誉度，使其更
好地服务于广大风湿病患者。

2.不断加强对“麻塘”“镇氏”注册
商标在院内的宣传力度。为让前来就
诊的风湿病患者能更好地了解医院

“麻塘”“镇氏”商标，该院长期通过《荣
恩堂》院报、门诊显示屏及药袋等各种
印刷品，不断扩大“麻塘”“镇氏”注册
商标的影响。

3.不断加强对“麻塘”“镇氏”等注
册商标的展示工作。为更好地宣传和
保护“麻塘”“镇氏”等各类注册商标，
该院通过不同形式，不断开展了对医
院“麻塘”“镇氏”等 26个注册商标的
公开展示。一是通过《中国工商报》进
行展示。近几年，该院先后多次将“麻
塘”“镇氏”注册商标在《中国工商报》
进行公开展示，让“麻塘”“镇氏”商标
更好地得到宣传和保护。二是通过各
类报刊对医院注册商标进行展示宣
传。三是通过《荣恩堂》院报，对医院
拥有的 26个注册商标的由来、注册时
间、注册号等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解读
说明和展示，让社会及广大患者对该
院的商标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使其能更好地得到社会上的认知和
保护。四是不断加强对医院注册商
标的延伸和拓展工作。近几年，咸宁
镇济堂风湿病专科医院（原咸宁镇常
恭风湿病专科门诊、咸宁镇氏兄弟风
湿病专科门诊），对该院注册商标存
在大量侵权行为，为更好地维护其

“麻塘”“镇氏”注册商标的合法权益，
该院在原“麻塘”“镇氏”等注册商标
的基础上，又先后延伸和拓展了“镇
家父子”“镇氏父子”“镇氏兄弟”“镇
家兄弟”“麻塘镇通益”“麻塘镇氏”

“麻塘镇家”“镇家”等多个注册商标，
使注册商标增加到 26个，这不仅使该
院注册商标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同时，
能更好地防范其注册商标的合法权益
不受侵犯。

三、创先争优打造专科
名优品牌

品牌出效益，品牌是一个单位的
生命线。十多年来，该院始终把创先
争优作为打造医院专科品牌的首要任
务来抓。

1.积极开展创建首批“全国诚信民
营医院”、首批“全国优秀民营中医医
院”活动。从 2007年开始，该院按照

“全国诚信民营医院”和“全国优秀民
营中医医院”的标准，上下一心，积极
行动，经全院职工的共同努力，医院
一举获得了首批“全国诚信民营医院”
和首批“全国优秀民营中医医院”称
号。在 2016年、2017年“全国诚信民
营医院”评审中，该院再次分别获评
2016年、2017年度“全国诚信民营医
院”称号。

2.积极开展创建“全国青年文明
号”活动。团员青年是医院的一支中
坚力量。如何把这些青年职工的先锋
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将之打造成一支
优秀的青年团队，从 2008年开始，该
院团委根据省、市、区团委的要求，积
极开展创建“全国青年文明号”活动。
经一年多的努力，2009年该院团委被
原卫生部、团中央授予“全国青年文明
号”称号。

3.积极将“镇氏风湿病马钱子疗
法”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 2005年开始，该院将“镇氏风湿病
马钱子疗法”逐级申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通过长期不懈努力，2014
年，经国务院批准，该院“镇氏风湿病

马钱子疗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至此，该院先
后获得了六个“国字号”品牌，这不仅
大大提升了其在全国的知名度，同时
使医院“麻塘风湿”百年老字号专科品
牌越打越响，越做越大。

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
“麻塘”注册商标权益

为切实维护其注册商标的权益不
受侵犯，在商标维权上，该院不仅坚持
不懈，而且还敢于碰硬，并善于通过
法律手段，对侵权者进行有力反击，并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有力打击宜昌市五家岗区金平
湖门诊侵犯“麻塘”商标专用权行为。
对于金平湖门诊的侵权行为，该院在
查证落实后，于 2008年 12月 20日向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宜昌
市中院于 2009年 2月 27日对此案进
行公开开庭审理，判决麻塘风湿病医
院胜诉。

2.不断加强对咸宁镇常恭风湿专
科门诊的侵权打假工作。由于麻塘风
湿病医院在风湿病诊疗领域具有很高
的知名度，因此成为很多侵权者假冒
的目标，其中，现咸宁镇常恭风湿病专
科门诊负责人镇常恭，曾在改制前的
咸宁市麻塘风湿病专科医院工作过一
段时间，对医院“麻塘”“镇氏”商标已
经核准注册并长期使用的情况非常清
楚。但面对商标品牌效应带来的经济
效益，镇常恭等人从 2006年离开医院
后，就开始以各种形式侵害咸宁麻塘
风湿病医院的商标专用权，进行不正
当竞争。该院于 2010 年、2013 年两
次对镇常恭门诊提起诉讼。经咸宁市
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次开庭 ，该院均胜诉，镇常恭门诊
被强制执行经济赔偿并公开赔礼道
歉。

面对败诉，镇常恭等又盯上了“镇
氏”注册商标，以所谓的“镇氏兄弟”鱼
目混珠，再次搭“镇氏”注册商标便
车。2014年 4月，该院获悉咸宁镇常
恭风湿病专科门诊，将“ 镇氏兄弟
ZHENSHIXIONGDI 及图”在商标局
进行注册，遂向原国家工商总局商标
评审委员会请求对诉争商标予以无效
宣告。商标评审委员会于2015年 1月
20日作出裁定，对“镇氏兄弟ZHEN-
SHIXIONGDI及图”商标在医疗诊所

服务、医疗按摩、药剂师配药服务、保
健站服务上予以无效宣告。镇常恭风
湿病专科门诊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
法 院 起 诉 。 北 京 知 识 产 权 法 院 于
2015年 9月 17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
原告咸宁镇常恭风湿病专科门诊的诉
讼请求。镇常恭风湿病专科门诊又提
起上诉。2016年 3月 14日，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 作出终审判决
认为：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审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镇
常恭门诊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
请求不予支持，依法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五、通过法理诉求有力
反击侵权行为

该院“镇氏”自 2000 年被国家工
商部门确定为注册商标以来，一是坚
持使用“镇氏”注册商标，在专家介绍、
医生名片、医院宣传资料、信封、门诊
病历、服药说明书、中药袋等一直都以
镇氏第三代传人镇海馀，镇氏第四代
传人镇万雄、镇万林、镇氏第五代传人
镇水清、镇树清、镇东鑫等的形式使用

“镇氏”商标。二是不断加强对“镇氏”
注册商标的宣传，该院一直重视对镇
氏传人的介绍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镇
氏风湿病马钱子疗法”的宣传报道。
近十多年，该院为更好地宣传“镇氏”
商标，先后在中央电视台、湖北电视
台、《中国中医药报》、《湖南日报》、《江
西日报》、《河南日报 》、《湖北日报》、
《咸宁日报》、《香城都市报》等各大媒
体进行宣传，使“镇氏”注册商标得到
更好地保护。

咸宁镇常恭风湿病专科门诊，曾
以“镇氏”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为由向
商标局申请撤销该院“镇氏”注册商
标。2015 年 7月 6日，原国家商标局
作出决定，维持“镇氏”商标注册，2016
年 10月 25日，国家商评委再次作出决
定，注册商标予以维持，镇常恭门诊再
次败诉。

咸宁镇济堂风湿病专科医院，在
历经两级两次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
败诉的情况下，仍然实施对该院“麻
塘”“镇氏”注册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
争。对此，2017年 5月，该院第三次以
咸宁镇济堂风湿病专科医院没有停止
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并构成不正
当竞争向咸宁中院提起诉讼。2017

年 12月 20日，咸宁中院判令咸宁镇济
堂风湿病专科医院赔偿咸宁麻塘风湿
病医院因侵害商标专用权和不正当竞
争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40 万元。
对此，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认为镇济
堂风湿病专科医院侵权性质恶劣，屡
禁不止，赔偿过轻，不足以制止侵权，
于 2018 年 3 月向湖北省高院提起上
诉。湖北省高院认为：咸宁镇济堂风
湿病专科医院在连续败诉的情况下，
仍实施商标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属于
恶意、重复侵权，且侵权时间较长，应
当加重处罚。又因医疗行业关乎民
生，社会影响大，咸宁镇济堂风湿病专
科医 院的侵权行为屡禁不止，不仅损
害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的合法权益，
也损害了广大患者的利益，损害后果
较为严重。2018年 9月 17日，湖北省
高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处咸宁镇济堂
风湿病专科医院赔偿咸宁麻塘风湿病
医院因侵害商标专用权和不正当竞争
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70万元。

六、打一场商标维权的
持久战

该院自去年 11月 15日同上海远
东宏信医疗健康集团合作后，在商标
维权打假上，得到了集团的大力支持，
集团领导表示，今后只要是涉及到医
院“麻塘”“镇氏”等各类注册商标的侵
权行为，公司法务部将全力配合医院
进行依法维权打假。该院深信，有上
海宏信医疗健康集团总部的全力支
持，有法律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医院有
决心、有信心同一切侵犯医院“麻塘”

“镇氏”注册商标行为作不懈的斗争，
让“麻塘”“镇氏”商标更好地服务广大
人民群众身心健康。

品牌出效益，品牌是一个单位的
名片。致力打造和维护“麻塘”“镇氏”
等系列注册商标的合法权益，是该院
持续推进商标品牌战略的一大举措。
十多年来，在各级工商行政部门的关
心和支持下，该院在商标品牌上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着诸多不利
因素；但医院坚信，尽管在维权道路上
阻力再大，困难再多，只要有各级领导
的关心支持，该院有决心、有信心迎难
而上，战胜一切困难，打一场商标维权
持久战，确保医院持续推进商标品牌
战略目标的实现，不断促进医院的快
速发展。 （佘惠）

大力推进品牌战略 维护“麻塘”“镇氏”权益
——湖北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打造、维护注册商标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