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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18日，以“青春畅想·魅力科
学”为主题的 CN域名杯第三届全国青年科
学博客大赛正式落下帷幕。

大赛以开阔青年科学精英的眼界、丰
富青年科学精英的文化生活、促进我国科
技事业健康发展为主要宗旨，由中国科学
报社发起，联合中科院团委以及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多
所高校团委或
宣传部共同主
办，科学网承
办，由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冠名
支持，并得到了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指导。

这是一次以高校及科研单位 45岁以下职
工、在读研究生为主体的专业博客大赛。大赛
从 4月 1日起报名，5月 1日正式开赛，近 400
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参赛选手 950名，组建
参赛队伍 200余支，其中海外参赛队 19支。

在一个多月的比赛中，来自海内外的参

赛选手尽展才华，敲打出 4000多篇博文。
在博客团体奖方面，由华中农业大学的刘

旭霞、郭敬颖、赵明组成的“狮子山韵”队获博
客团体奖一等奖；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电
工所的陈沐、曹文得、林涛组成的“科院·森林
的孩子”队获博客团体奖二等奖；由美国耶鲁
大学、爱荷华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王晓明、

廖俊林、龚明组
成的“工厂干活
的”队获博客团
体奖三等奖。

在博客个
人奖及博文单
项奖方面，中
科院电工所在

读博士林涛获最佳科学博客大奖；华中农业
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刘旭霞获最佳博客奖一等
奖；中山大学博士张祖锦获最佳博客奖二等
奖；英国伦敦南岸大学在读博士李天成获最
佳博客奖三等奖。中科院金属所副研究员谢
玉江等 10 人的十篇博文获得博文单项奖。

（柯讯）

甘肃永靖恐龙足迹化石群复原图，恐爪龙类行走在蜥脚类恐龙旁边。 艾米丽·威洛比绘

本报讯（记者洪蔚）恐爪龙类是一类著名
的恐龙，其中最出名的要算“出演”《侏罗纪公
园》系列的伶盗龙。近日，中、加、美、日、韩等
国的古生物学家宣布，他们在甘肃省永靖县
的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发现了亚洲
最多、最完整的恐爪龙类足迹。该足迹被命名
为永靖驰龙足迹，为一新种恐龙足迹。

据介绍，恐爪龙类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
都长着硕大的弹簧刀般的第Ⅱ脚趾，这是它
们捕猎的“杀手锏”。

有趣的是，第Ⅱ脚趾在恐龙平时行走时
并不与地面接触，于是就留下了两趾型的足
迹，这些足迹统称为恐爪龙类足迹。
“上世纪 90年代初，恐爪龙类足迹首次

被发现于中国四川，但足迹非常少，只有寥寥
几个。”新化石研究者、甘肃地质博物馆总工
程师李大庆回忆说，此后，恐爪龙类足迹在中
国山东、韩国南部等地陆续有所发现，但无论
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比不上此次甘肃永
靖的发现。

李大庆告诉记者，仅保守统计，迄今为
止，在永靖已发现 71个足迹，数量超过全亚
洲其他地点同类足迹的总和。
“在二号化石点现场发现了六道行迹，这

六道可能由 3只不同恐爪龙类的恐龙留下。”加
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研究生邢立达介绍说，“其
中一道行迹表明造迹者在转弯，这在世界上是
首次发现。同时，研究表明，该造迹者在转弯时
速度没有减缓。我们据此判断认为，造迹者具
有良好的平衡性，其动作类似现生的鸵鸟”。

受电影《侏罗纪公园》的影响，人们总是
认为恐爪龙类为集群捕猎，就像现生的狼群
一样。但化石证据并不完全支持这一观点。
“永靖的恐爪龙类足迹并没有平行或密

集地出现，这表明恐爪龙类可能是孤独的猎
手。”研究人员之一、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菲
利普·柯里解释说。

据了解，自 1999年甘肃永靖恐龙足迹化
石群被发现以来，众多学者先后对其从足迹
形态、地层学、古地理环境等方面进行了研
究，取得了诸多进展。

该化石点最大的特色在于举世罕见的多
样性，各种蜥脚类、鸟脚类、兽脚类、鳄类、翼
龙类足迹交杂在一起，数量多达数千枚。此次
恐爪龙类足迹的研究大大加深了该化石点的
研究程度。

研究人员在近日出版的《波兰地质学报》
杂志上撰文描述了这批足迹标本。

“肿瘤治疗是世界性难题。”近日，
无锡亿仁肿瘤医院执行院长曾骏表示，
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恶性肿瘤已成为
我国居民的主要死因之一。

鉴于此，早在十几年前，我国便开
始关注肿瘤治疗领域的各个产业链，并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期达
到能够控制，甚至治愈肿瘤的目的。

但从现实的收效来看，曾骏觉得，
并不是很理想。
“大多数肿瘤治疗的传统方案，仍

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至今并未发
现一种类似‘青霉素’治疗效果的方
法。”曾骏解释说，所谓的“青霉素”效果
主要是从其疗效进行归纳，因为青霉素
作为一种高效、低毒、临床应用广泛的
抗生素，其优势在于并不针对某种疾
病，而是针对某类疾病。

正是受到青霉素“一对多”治疗模
式的启发，曾骏开始思索：对于肿瘤治
疗，能不能研发出一种类似“青霉素”治
疗效果的方法，从而解决绝大部分肿瘤
患者面临的问题。

于是，在梦想与责任的双轮驱动
下，在卟啉生物学特性与能量转化特征
的启发下，曾骏带领着团队开始在肿瘤
治疗领域进行长途跋涉。

硬件设备作保障

“不在实验室，就在去往实验室的
路上。”几乎所有在无锡亿仁医院工作
的人都知道，如果工作时间遇到非常着
急的事情，需要找曾骏签字而电话联系
不上，可以直奔医院的 PET/MR或高
能加速器实验室，“一找一个准”。
曾骏出生在广东汕头的一个普通

家庭。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到四川内江
人民医院做了几年医生，而后在 1991
年考取上海医科大学中山医学院核医
学专业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1993年，
他又在上海医科大学中山医学院攻读
核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上海胸科医
院核医学科工作；1999年，他远赴美国
耶鲁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2000年，曾骏回国后，在上海交通
大学附属胸科医院任核医学科主任，同
时兼任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全国委员等
职务。

2007年，在亿仁集团董事长孙启银
的“科技强企、人才建院、品牌立院”的
感召下，他选择来到无锡亿仁医院担任
院长一职，开始组建 PET/MR与 LA45
高能加速器研发平台，走上医学转化研
究之路。
“可以说，这个研发平台是国内，乃

至国际上最先进的。作为高能量激发治
疗设备的高能光子加速器（LA45），其光
子能量高达 45~50兆伏，与分子影像监
测设备 PET/MR结合，处于国际前沿
水平。”曾骏心里十分清楚，要想在肿瘤
治疗上有所突破，就需要在医疗设备研
发上“下苦功夫”。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PET，
是目前在细胞分子水平上进行人体功
能代谢显像最先进的医学影像技术之
一。它可以从体外对人体内的代谢物质
或药物的变化进行定量、动态检测，成
为诊断和指导治疗各种恶性肿瘤、冠心
病和脑部疾病的最佳方法。
而MR同样也是一种先进的核磁

共振成像技术。将 PET/MR相结合，在
曾骏看来，完全可以达到“1+1>2”的效
果。

5年的时间，历经无数次的比对、试
验 ， 曾 骏 带 领 的 团 队 终 于 在
PET/MR-LA45 研发平台上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例如，与现在常用的
PET/CT相比较，PET/MR图像质量分

辨率和诊断效果明显提高，还消除了
PET/CT的 X线辐射对人体的不利影
响。结合高能光核反应，曾骏团队建立
了光核生物医药技术，在生命科学、自
由基研究、生物制药等领域以及临床个
性化和生物靶向治疗方面都开展了前
沿性的探索。

“青霉素”模式

再高级的医疗设备，如果没有转化
为实际的生产力，服务于临床，也如同
花瓶一样，“中看不中用”。
现代医学的方向是个性化医学和

分子靶向医学的有机结合，但传统射线
的物理学特征并不能满足个性化和生
物靶向的需求。传统射线主要通过电离
细胞中的水产生羟自由基，进而对细胞
产生杀伤破坏作用，但这种治疗模式的
问题在于水在细胞中均匀分布，电离后
产生的羟自由基也在细胞中均匀分布，
不具备生物分子靶向作用。
同时，羟自由基在细胞中穿越的距

离很短，大部分羟自由基在还没有到达
生物分子前就已经消失，起有效作用的
羟自由基很少。
“再有，正常细胞也含有大量水，而

且氧气丰富，射线对正常细胞具有同等
的杀伤力，副作用非常明显。”曾骏说，
传统射线治疗并不能取得临床满意的
效果。
而传统化疗是以细胞毒性作用为

主，也不具备分子靶向作用，并且在组
织细胞分布上，还缺乏特异性和亲和作
用，治疗效果也不能令人满意。
曾骏认为，LA45 凭借能够产生高

达 45~50 兆伏的光子能量，完全可以
发挥其在生物量子力学与生物学领域
的独特作用，为治疗现代疾病打下基
础。
曾骏认为，如此高的光子能量射线

与物质作用，至少可以发生两个重要变
化：其一，在量子力学方面，高能光子将
被作用的分子从基态激发到高能激发
态和构象改变；其二，高能光子将被作
用原子核的中子打出。
那么，如何利用高能光子可实现分

子靶向治疗呢？
曾骏说，首先要选择一种被高能光

子激发的物质，而这种物质既要有无毒
性，又要具备良好的分子靶向分布，被
激发后还能把物理能量转化为化学能
量，并在分子周围形成单线态氧自由
基。由于单线态氧自由基破坏范围极
小，约 20纳米左右，所以能实现定点破
坏靶分子。
而后，曾骏选择卟啉作为高能光

子的作用分子。因为卟啉作为植物光
合作用和动物呼吸链以及许多酶的关
键物质，具备生命特征；并且对病灶具
有很强的亲和力，聚集浓度是周围正
常组织的 10倍，甚至是 20倍。此外，
不同结合的卟啉对特定亚细胞，甚至
靶分子具有特异性靶向作用；非常容
易激活和实现能量转化，形成单线态
氧自由基。

特别是高能靶向动力治疗疗效不
受氧气影响的特点，让曾骏觉得，效果
会更为明显。“因为大部分肿瘤都是缺
氧的，而传统放射治疗和光动力治疗都

需要氧气，缺氧对治疗效果必定产生负
面影响。”

“埋地雷”定时引爆“炸弹”

有了设备的保障以及理论基础，高
能靶向动力治疗如何在临床上开展呢？

曾骏形象地用“地雷战”来形容整
个过程：先在患者的体内进行“引线埋
雷”，即上述提到的将卟啉作为一种跟
踪肿瘤的标记物，称之为“引信”，再利
用肿瘤生物学特征，使用某种特殊的药
物对肿瘤细胞定位，埋下“火药”。

之后，通过高能光子和酶促结合反
应，实现能量转化，“点燃”引信，进而引
爆“火药”，将分子靶点作用于肿瘤细胞
凋亡和坏死程序的起点，迅速导致肿瘤
细胞死亡。

在整个过程中，会不会对正常细胞
造成破坏呢？对于记者的这种担心，曾
骏认为大可不必。“正常的细胞并不会

聚集‘引信’与‘火药’，所有的破坏作用
主要针对肿瘤细胞。”
其实，大量的临床前研究也表明，

高能光子和酶促结合反应能够激活光
敏剂，通过物理化学能量转化，催化产
生单线态氧。如何实现靶向作用取决于
卟啉分布，例如，肿瘤细胞或其他病变
细胞线粒体内卟啉激发促进单线态氧
的产生，导致线粒体内膜微孔开放，细
胞色素 C和其他关键物质溢出线粒体，
诱发肿瘤细胞凋亡与坏死。
同时，小样本的临床治疗更是进一

步证实了高能靶向动力治疗的效果。
为了排除不同肿瘤与不同患者之

间的差异，曾骏带领的团队所进行的临
床研究采取了自身对照设计。“也就是
说，同一肿瘤患者在使用化疗、放疗，甚
至手术之后都未缓解病情的情况下，再
进行高能靶向动力治疗，然后利用
PET/MR进行前后的影像对比。”
最终，几乎所有的患者均取得了良

好的治疗效果。
究其原因，曾骏认为，得益于高能

靶向动力治疗集中了化疗、放疗的优势
作用，并使用口服氨基酸作为体内合成
光敏剂的手段，能够实现对病变细胞很
强的亲和作用，进而对变异细胞具有非
常好的靶向性，同时本身又具有无毒性
作用。
“只有在高能光子激发和生物化

学作用下，体内合成的光敏剂才能在
病变的细胞内产生高毒性的单线态
氧。因此，该疗法既能定点破坏病变细
胞，又没有化疗药物的全身毒性作
用。”曾骏介绍，高能靶向动力治疗通
常的疗程为两周，可以反复使用，并且
能与常规治疗联合使用，特别对中晚
期恶性肿瘤效果更好。“因为对于扩散
转移的肿瘤，对于耐药或者对射线抵
抗的肿瘤，‘引信’和‘火药’反而能更
好地聚集。”
放射动力治疗有望成为治疗癌症、

白血病和血管斑块最有希望的方法，为
挽救每年 2000万病人带来希望。
一种重大疾病治疗新方法的开展

离不开国家的支持，离不开全球多中心
研究。曾骏希望，科学院和卫生部领导
组织国家相关单位和专家加快放射动
力治疗的研发，惠及民生。

寻找治疗肿瘤的“青霉素”
———无锡亿仁肿瘤医院院长曾骏谈高能放射动力治疗

姻张思玮

无锡亿仁肿瘤医院院长曾骏在接受记者采访。

高能光子加速器（LA45）

本报讯（通讯员陈惠芬、王媛婷 记
者黄辛）6月 16日，第八届上海国际大
肠癌高峰论坛在沪举行。全球 600余名
代表参会，8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就结直
肠癌微创外科、化疗、放疗等领域的最
新进展作了报告。记者从论坛上获悉，
先进微创手术治疗大肠癌已成为目前
最好选择。

近年来，大肠癌的发病率在我国逐
年上升。最新数据显示，恶性肿瘤已成
为继心脑血管疾病后的第二大死因。其
中，大肠癌（包括结肠癌和直肠癌）发病
增速最为显著，已从常见恶性肿瘤排行
榜上的“老六”升至“老二”。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普外科主任
秦新裕介绍说，腹腔镜下大肠癌切除术、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早期大肠癌以及
机器人手术等微创手术治疗，由于具有
无须剖腹，患者术后恢复快、疼痛轻、术
后肠粘连少、住院时间短、住院费用低并
能增加美容效果等优点而备受推崇。

中山医院教授许剑民表示，几乎所
有的传统开放结直肠手术均可应用腹
腔镜技术完成，腹腔镜结直肠癌的手术
适应症与开腹手术大致相同，适用于早
期和进展期结直肠癌。

据悉，中山医院年收治结直肠癌患者数超过 1500例次。
由秦新裕和许剑民牵头的科技成果“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外科
和综合治疗”获 2011年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本报讯（见习记者封帆）由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承担的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聚乳酸产业化及
加工成型关键技术研究”，近日通过中科院高技术研究与发
展局验收。

聚乳酸是一种新型完全可生物降解绿色塑料，不但具有
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降解性，而且性能上与聚丙烯、
聚乙烯相近，可采用注塑、挤出等方式进行加工，是世界公认
的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生态材料。

长春应化所与浙江海正集团开展联合攻关，在 2005年
建成了国内第一条聚乳酸中试生产线，并在 2007年承担了
“聚乳酸产业化及加工成型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科研人员从
L-乳酸出发，采取两步法合成聚乳酸树脂，突破了乳酸低聚
裂解、丙交酯精制和开环聚合的关键技术，开发出片材级、注
塑级、耐热级、薄膜级等十余种聚乳酸专用树脂，并制定了各
种树脂的企业标准。

据悉，项目产品广泛应用于包装膜和泡沫材料、生态农
业用塑料制品、一次性塑料使用制品、纺织纤维等领域。

2008年，海正集团完成 5000吨 /年聚乳酸示范生产线
的建设、运行和技术优化，成为我国第一家、世界第二家实现
年千吨以上规模化生产的厂家，预计将于 2013年年底建成
年产 3万吨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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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乳酸产业化
关键技术通过验收

足迹学家揭秘《侏罗纪公园》恐龙行为
甘肃发现亚洲最多的恐爪龙类足迹

本报讯（记者成舸 通讯员潘丽）6月 15
日上午，由我国科技部与意大利科教研究部
共同主办、中意设计创新中心承办的“桥—中
国设计创新展”在世界设计之都意大利米兰
拉开帷幕。主办方表示，这是中国设计第一次
在国际舞台上整体亮相，意义深远。

据介绍，此次展览主要由“对话世博”和
“设计未来”两部分组成。“对话世博”以动态
投影在 8幅巨大丝绸屏幕上的数字化《清明
上河图》开启了 2010年、2015年世博会主办
国之间的对话，并展示了当代中国在城市设
计、建筑、时尚及设计人才培养领域的成果；
“设计未来”则以极具思辨性与观点碰撞的话
题，通过 80篇采访设计人物的录影片段和 5
个创意生态社区，分类整体展示了中国设计
的现状和对于未来的追求。此外，中国工业设
计领域两大赛事———“红星奖”和“芙蓉杯”的
优秀作品也亮相此次展览。

除众多的设计师作品外，三一的工程机
械车、华为的创意手机、菲亚特的环保腕表、
李宁的鞋、海尔的四门智能冰箱、广汽的概念
车、迈瑞的数字医疗机器人等中国创新型企
业的产品也出现在了米兰展上。它们集创新
科技、实用功能与文化美感于一身，诠释了以
提高设计水平提升中国制造业附加值的理
念。

意大利来宾对中国设计近年来的成就普
遍感到惊喜。他们认为，中国将会是意大利在
设计界和制造业的最佳合作伙伴。此次展览
以“桥”立名，正体现了中意两国在设计领域
加强长远和深入合作的意愿。

据悉，“中意设计创新中心”于 2011 年
4月正式成立，在上海、湖南、深圳三地下设
多个分中心，涉及建筑、城市设计、工业设
计、时尚、数字媒体、动漫、交通工具设计等
领域。

中国设计创新闪耀米兰

第三届全国青年
科学博客大赛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