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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潘希
云南省昆明市西郊的绿树丛中，一排排独特的

砖红色建筑里，居住着许多机灵活泼的猴子。吕龙
宝是它们的“大总管”，他的职务是中科院昆明动物
研究所灵长类实验动物中心主任。

尽管生活环境称得上“优厚”，但由于不对外开
放，实验动物中心内猴子们的生存状态，一直吸引
着动物保护组织的关注。
吕龙宝介绍，虽然动物实验的规程和操作都在

不断完善，但一些极端动物保护组织主张不能用动
物做实验，甚至要求把实验动物全部放生。
然而，“在很多人类疾病的研究里，灵长类动物

是非常重要的实验对象”。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研究
员胡新天长期进行灵长类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
“灵长类动物在科研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它们为人
类疾病机理研究、新药研发作出重大贡献。而我们
能做的，是完全按照规程操作实验，尽量减少它们
的痛苦”。
这样的状况下，科研和伦理能否两全？

半年前的一封“请愿信”

去年下旬，网络上出现了一封“请愿信”，写
信的是来自 ARC（Animal Rights in China，一家
动物保护网站）的实验动物权益志愿者小组，其
成员是一群来自世界各地，且关心实验动物保护
的人。

这封信名为《致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灵长

类实验动物中心的公开信》，其内容是希望实验
动物中心可以增大动物实验项目的透明度，遵循
相关规定，最大程度地避免灵长类动物实验，积
极采用动物实验的替代办法。
矛头所指的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灵长类实验

动物中心，是我国最早开展灵长类动物驯养繁殖
和研究的单位之一。中心建立于 1959年，曾为我
国原子弹的辐射生物学研究作出过贡献。

用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马原野的话说，
在外界看来，实验动物中心就像动物“集中营”，
甚至把它看成和屠宰场一样，“这其实是很大的
一种误解。”
事实上，早在 2008年 10月，实验动物中心即

已通过 AAALAC（国际实验动物评估和认证委员
会）认证，成为中科院首个通过该认证的科研机
构。
吕龙宝说，作为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的国

际认证机构，AAALAC认证体系目前已得到国际
上的公认，其使命是通过促进人道的、负责任的
动物管理和使用，进而提升科研、教学和检测的
质量。灵长类动物实验审批程序十分严格。
跟随吕龙宝进行采访的《中国科学报》记者

看到，猴子们住在自己的小别墅里，吃着新鲜美
味的水果，不时照照镜子，休息时看看动画片。
“可别小看了这‘猴别墅’。”吕龙宝说，“猴别

墅”四周绿树环绕，翠草如茵，空气十分清新。室
内有取暖设施，房间内有玩具、秋千、皮球、觅食
器等。“猴别墅的价值与人住的别墅差不多。”
“平时科研人员和猴子相处得非常好，所以做

实验的时候，它们都特别配合，喜欢我们带着它一
起玩。”胡新天对记者说，“相比艰苦的野外生活环
境和残酷的生存竞争，这里的条件能更好地保证猴
子们的营养和健康。”

在愉悦中完成使命

在胡新天所做的科学实验中，猴子们要完成的
任务，是安静地在小板凳上坐好，做一些简单的动
作。“我们记录它们脑中相关神经元的活动，研究它
们为什么产生这个行为。”
“在实验中要把痛苦降到最低，甚至没有痛苦，

这也是科研内在的要求。”胡新天指出，实验本身就
需要猴子一直保持舒适的状态，所以实验过程中，
会给猴子喝水、吃东西，给奖励。
最初，猴子不了解科研人员的意图，不愿意接

受训练。“但一般半年之后，猴子就会很配合，主动
把身上的小圈圈放在我们的钩子上，让我们把它牵
出来。有的甚至叫它的名字，就会跑出来。”胡新天
笑着说，如果旁边的猴子看到了，还会嫉妒，“它们
也想出来玩”。
“实际上，猴子和科研人员到后来已经成为朋

友了。”马原野补充道，“训练好后，你给它打针，它
会把胳膊伸出来；你摸摸它给它一点奖励，它会很
高兴。猴子其实非常需要人对它表现出关爱。”
吕龙宝介绍，为了更规范地操作实验，中心的

每一只灵长类动物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即按照国
际管理规范为每一只灵长类动物建立遗传背景清
晰的计算机管理档案。

这里每一只灵长类动物的出生信息、父母是
谁、每天吃什么、生过什么病等信息都要严格记录
在案，电子档案会伴随这些动物的一生。
“野外很少能看到超过 15岁的猴子，而在我们

人工饲养的环境下，20多岁的猴子很常见。这里甚
至还有一只 30岁的猴子，相当于人类的 90岁了。”
马原野介绍，猴子一日三餐很丰富，还有花生、

瓜子等零食，饮水全部通过净化消毒。平时，还有专
业兽医进行护理和观察。这些都是动物的“福利”，
目的就是使动物尽量少生病，保持心情愉快，无心
理紧张、压抑和痛苦等，让动物始终处于愉悦的状
态中。
“这几年我国动物福利研究的发展形势非常

好”，马原野说，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能做到的。“现
在我们的设施不亚于欧美发达国家，管理上的差距
也越来越小。”
在一些发达国家，科研人员对待动物福利的观

念非常强。在国际上，日本在动物福利上的研究做
得较好，尤其是替代工作。
“日本有专门的实验动物替代学会，研究用离

体模型，比如培养一些细胞系，做一些电脑模拟模
型来代替动物的某些组织器官或个体。细胞系可以
作一些化妆品研究，来检测药物的毒性。”科研人员
表示，国内目前也有此类研究，但主要用于科研基
础研究。
望着不远处正在玩耍的猴子，吕龙宝说：“我每

天都要来看一看它们。动物实验的最终目的，是为
人类探索和解决问题。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科研人员
能更严肃地面对这些生命。”

姻本报记者张巧玲
“胡爷爷，我又来了！”当身着白大褂的胡宗

显刚一出现，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就热情地朝
他喊道。
“小家伙，又哪里不舒服啊？让爷爷看看。”

74岁的胡宗显和蔼可亲地问。
像每天一样，胡宗显 7点半就来到了亚运

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此时儿科门口已经来了
不少就诊的小朋友和家属。不过，因为是周六，
看病的人相比平时要少很多。
询问病情、听诊、开药……虽然看病程序

都差不多。但胡宗显看病细心、耐心是出了名
的。
“这个病不可怕，按照我说的去做三天就会

见好！”“家里有这个药没？有就不用开了，按照
我说的步骤和量去吃。”胡宗显对孩子家长说。
胡宗显不仅叮嘱得格外仔细，还会用清晰

的字体在病人的病历本上写下病人具体病情和
用药的具体步骤和用量。

尽管一上午只看了 18个号，但直到中午 12
点半，胡宗显才结束一上午的坐诊。
“最晚的时候，要看到下午三点半。”近日，

胡宗显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胡宗显，垂杨柳医院原儿科主任，1998年退

休，2002年 1月被亚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聘
用为儿科专家，到今年刚好是第十个年头。
他的老伴赵元珠原是朝阳区第二医院儿科

主任。在这个服务中心里，他和老伴撑起了整个
儿科的诊治工作。
“身体条件允许，就给大伙服务服务。”胡宗

显说，这也是响应国家号召。
2002年，经国务院同意，卫生部等 11个部

委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意
见》，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组织老专家到
社区服务。胡宗显和老板赵元珠算得上是较早
一批参与进来的退休老专家。

2006年，国务院又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发展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了
“四个一批”工程，其中“回来一批”就是由政府

出资，组织一批退休专家志愿团到社区服务。
2007年 7月 1日，北京市正式启动返聘退休医
学专家下社区卫生机构工作。

随后，退休后进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老
专家越来越多。这些专家的加盟，一方面提升了
社区服务中心的医疗水平，另一方面也大大缓
解了综合医院的就诊压力。
胡宗显告诉记者，他所在的这个社区服务

中心陆续聘用了一批退休老专家坐诊，中医、内
科、五官科、外科都有。有从二炮总医院退休的，
有从和平里医院退休的，也有从光华医院退休
的。

每天，亚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热闹劲
一点也不亚于综合医院，许多患者慕名前来就
诊。
“我是我们小区的人介绍过来的。”住在祁

家豁子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她有两个儿子，大儿
子从小就经常发烧感冒，“那时候总是带着孩子
去大医院挂专家号，号很难挂，挂上了也要半天
才能看上，有时一个感冒发烧就得花上好几百

的医药费”。
现在，她的两个儿子生病了基本上都来这

里看病。
“方便多了。”王女士说，老专家都比较负责

任，还不会乱开药。
据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老专家的待

遇主要是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的每月 2500 元
支付。
“不开药，会不会影响收入？”记者问道。
胡宗显笑笑说：“我们都是 20世纪五六十年

代毕业的大学生，受的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就是
为人民服务。”
“我也有孩子，能理解家长们的心情。”胡宗

显说，细心、耐心、和蔼是一个儿科医生最起码的
素养，而不给患者乱开药、对患者负责是一个医
生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本报讯（记者蒋家平）日前，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安
徽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承建的合肥城域量子通信试验示
范网正式建成。合肥市由此成为我国乃至全球首个拥有规
模化量子通信网络的城市。

量子通信是以量子力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全新通信技
术，在国际上被视为是已知技术中保障信息传输安全的终
极手段，具有重大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是近年来世界各国
竞相研究发展的高技术领域核心关键技术。

中国科大在开展量子通信前沿技术研究和推动量子通信
产业化方面，一直走在国际领先行列。其研究成果曾 8次入选
我国两院院士评选的“中国十大科技进展”，4次入选欧洲物理
学会和美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

安徽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依托于中国科大，是我国
首家量子通信安全解决方案、系统集成、成套量子通信产品

供应商。
据合肥市科技局局长朱策介绍，示范网作为合肥市政府

重大标志性科技工程，于 2010年 7月开工实施。项目实施以
来，中国科大和安徽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科研人员克服
系列关键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成功搭建了 46个节点的
城域量子通信网络，覆盖合肥市主城区，用户涵盖省市政府机
关单位、金融机构、军工企业、研究院所等，具有网络扩容能
力，能够提供量子安全下的实时语音通信、实时文本通信及文
件传输等功能。

据悉，项目实施过程中，科研人员还成功研发出量子通信
网络终端设备、量子通信微光探测核心器件、量子通信网控设
备等系列产品，实现了核心器件小型化、终端产品高集成化等
重要目标。截至 2011年底，该项目已获得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授权和软件产品登记达 23项。

合肥建成首个城域量子通信试验示范网

科学时评

社区里的“专家号”

动物实验：科研和伦理能否两全

送一桶水，捐两毛钱！从 2008年开
始，来自山西临汾的 28岁小伙子茹向
辉始终坚持做着“两毛钱的慈善”。3年
多来，他肩扛背驮送出了 12000桶水，
向慈善机构捐赠了用汗水凝聚而成的
2400元善款。（2月 20日新华网）

2400元，仅从捐款数额上讲，和那
些名人明星，大款富豪动辄几十万元、
上百万元的大手笔相比，这样的善款数
目确实有些“寒酸”。但这“寒酸”数字的
背后，却是一颗滚烫的爱心，代表着一
种“草根慈善”的无穷力量。当这样的慈
善“小暖流”越来越多，最终必然能够会
聚成爱心的洪流，推动整个社会的慈善
事业向前发展。

在茹向辉的“两毛钱慈善”中，尤其
难能可贵的是他身处社会底层却仍然
具有慈善意识。对很多普通人来说，慈
善似乎是那些有钱人的事情，因为他们
的钱“花不完”，有能力和责任来做慈
善。其实，慈善应该是无所谓责任大小
的。一个真正具备慈善意识的人，总会
在能力范围内去承担应有的责任。

茹向辉的“两毛钱慈善”向我们证
明，普通人也完全有能力行善。茹向辉
靠给人送水谋生，住着 100元月租的房
子，境况可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那些
收入比他高、生活条件比他好的人，为
何却做不到他所做的呢？

其实，要学习的，又何止是他身上宝贵的慈善意
识。茹向辉之所以给自己定下送一桶水，捐两毛钱的慈
善“规矩”，是因为他从小身世坎坷，得到很多人的帮
助。长大以后，在有能力的时候，他想回报社会、帮助别
人，这体现了他的感恩意识。这种感恩意识，恐怕也是
当前社会普遍缺乏的优良品质之一。

一个能够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仍然把善心
坚持了 3年且还将继续坚持下去的人，足以证明他是
个善良诚信的人。茹向辉身上所有这些品质，都是值得
我们学习的，也是这个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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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0日，在郓城县东升钢球有限公司，工人正在抽检轴承。
山东省郓城县把钢球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经过 30年的发展，该县壮大、聚集了钢球生产企业 415家，产品包括碳钢、轴承钢、不锈钢钢球等 7

大系列，产品远销全国各地，部分出口韩国、乌拉圭等国家和地区，目前郓城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钢球生产基地。钢球是航空航天工业、汽车工业、
精密仪器、仪表、摩托车等行业的配套产品。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本报讯（记者张楠）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在运和在建
核电机组安全技术水平和应对极端灾害叠加能力，结
合福岛核事故的经验反馈，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的核
电安全技术研发计划日前正式启动。

包括非能动应急电源（高容量蓄能系统）与高位冷
却水源系统研发、核电站严重事故预防与缓解的研究
和实验验证、严重事故仿真平台与氢气控制装置研发
等项目在内，该计划首批共计设立 13项项目。

该计划所设项目以硬件为主、软硬结合，具有“短
平快”的特点，全部立足于我国在运、在建核电机组的
技术路线特点和厂址环境特征，通过重要机理研究、关
键设备研发、典型厂址分析和核心安全技术层次等开
展有针对性的技术研发，力求将福岛核事故的经验反
馈转化为能够切实提高我国核电机组安全性和极端灾
害抵抗能力的先进核电安全技术。项目实施依托中国
核工业集团、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和清华大学核能与新
能源研究院等国内主要核电研发和建设运行单位。

这批项目将于 2013年前后完成，预期研发成果将
向我国核电在运在建机组推广。

国家能源局启动
核电安全技术研发计划

山东郓城：小钢球闯出大市场

本报讯（记者张思玮）
在有关部门支持下，中国科
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下属
中生朗捷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的科技人员经过多年攻
关，在国内率先研制出利用
唾液对吸毒人员进行快速
检测的唾液检测卡。近日，
该检测卡获得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
器械注册证。

该公司总经理陈桂勇
告诉记者，利用这项技术，
科研人员与公安部门紧密
合作，在上海世博会期间，
选取浙江嘉兴、金华等地为
试点，进行了历时 ２ 个月
的路边吸毒筛查，仅在沪杭
高速公路大云卡点就查获
543 名涉毒前科嫌疑人，其
中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的嫌
疑人 385名。

近年来，吸毒人员驾驶
车辆即“毒驾”导致的交通
事故和公共安全事故时有
发生，给交通安全和公共安
全带来极大隐患，预防和减
少因吸毒驾驶引发的交通
事故迫在眉睫。但是以往排
查嫌疑人员是否吸毒的尿
液检验方法不仅耗费大量
人力、物力，而且检验时间
过长，不适用于路边筛查。

而且，从我国现有的相
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来看，对“毒驾”的
治理大多为原则性和指导性的规定，缺乏
具体的操作程序和处置措施。有专家建
议，应参考治理“酒驾”的方式来筛查“毒
驾”。该技术的问世，为像筛查“酒驾”一样
筛查“毒驾”提供了可能。

此外，最近 3 年来，内蒙古公安厅禁
毒总队在娱乐场所、交警路查等现场利用
唾液检测技术开展吸毒人员检测，部分替
代原有的尿检，整个检测过程仅需 １ 至
２分钟，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

北京市公安局组织的专家验收意见
认为，唾液检测甲基苯丙胺和吗啡等毒品
的技术操作简便、快捷，避免了常规尿液
检测取样不便的问题，适合娱乐场所和道
路交通的吸毒筛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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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2月 20日电（记者陈钢）
我国人工皮肤产品产业化基地 圆园日在西
安竣工投产，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自主
掌握该项世界前沿技术的国家之一。

组织工程人工皮肤项目是国家“愿远猿”
计划重大项目，这项研究成果还作为子项
目获得了 圆园员员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

据第四军医大学组织工程研发中心
主任金岩教授介绍，人工皮肤技术是一项
通过提取人体细胞进行培育，产生高度近
似人类皮肤的技术，可用于人类皮肤的移
植、治疗和改善，在治疗烧伤、烫伤方面具
有减轻患者疼痛、加快愈合时间、愈后不
留瘢痕的特效，并且在治疗糖尿病足等长
期难愈性溃疡方面具有良好疗效。

人工皮肤产品产业化基地由香港中
国生物医学再生科技有限公司控股，陕西
艾尔肤组织工程有限公司建设，通过引进
资本与高新技术的结合，把第四军医大学
的科技成果推向了产业化。

我国人工皮肤产品
实现产业化生产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