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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之声

姻本报记者 黄辛通讯员陶韡烁
从上海宣布发现第一例H7N9确诊病例以来，

我国H7N9禽流感患者不断确诊，特别是进入 4月
以来，每天都有新增病例在不同地方出现。中国工
程院院士、微生物学家、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

闻玉梅表示，在短期内控制疫情、积极治疗，是当务
之急；虽然病毒不可怕，但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H7N9禽流感仍存一系列问题有待研究。
闻玉梅介绍，候鸟可能携带禽流感病毒，我国

科研人员以前曾在青海湖候鸟身上检测出相关病
毒。但由于候鸟很难捕捉，且不能对其造成伤害，系
统研究是一项颇为耗时的工作，具有一定难度。
闻玉梅说，“家禽能够与人直接接触，为此，现

阶段检测家禽是防控禽流感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国家卫生部门已检出上海部分鸽子带有 H7N9
禽流感病毒，并对其迅速扑杀，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她表示，SARS病毒发现至今已有十年，到现
在也没确认来源，但这并不影响全球范围内控制
SARS疫情，而且近十年来也没有新发病例。
“判断病毒是否可怕，要看其致病性和传播

性。和 SARS相比，H7N9这两项指标都较弱，市
民不必恐慌。”闻玉梅解释说，目前未发现人感染
H7N9二代病例，患者从禽类感染病毒后，没有再
传给其他人。“另外，密切接触过禽类的人的数量，
远多于确诊数字，这说明新病毒的致病性和传播
性有限。”
她强调说，虽然病毒不可怕，但我们绝不能掉

以轻心。疫情发生后，闻玉梅多次在专家讨论会上
强调：“如何加强防控，做到早发现、早确诊、早治
疗？如何尽快研制出有针对性的疫苗？突破疫苗技
术难关后，在多大范围内生产和推广？打过流感疫
苗的，会不会对禽流感的免疫力更强？这一系列问
题有待研究。”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

“纵观人类繁衍进化的历程，病毒总是与人相互依

存，并且不断斗争。病毒的特点就是千变万化、经
常翻新。医学，不能治愈每个病人，消灭所有病毒，
但医者，可以倾尽全力，去有效控制病毒，提供更
多帮助与安慰。”闻玉梅表示：“人和病毒的斗争是
长期的，不可能完全消灭病毒，但我认为病毒是可
控的，可以利用、改造，变害为利。”“曾经的烈性传
染病天花，不是在全球范围被消灭了吗？”

闻玉梅特别指出，2006年初，我国中长期科
技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 16个重大科技专项，“艾
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名列其中。
国家近年来投巨资，确保科研人员和器材储备充
足，一旦发生疫情，可迅速应对。“这次能较快确定
病毒为 H7N9，及时有效地控制疫情，得益于提前
规划和大量投入。和十年前相比，我国病毒学及传
染病科研水平都已取得了巨大进步。”

○主持：张明伟邱锐○邮箱：rqiu@stimes.cn

近日有媒体报道，住
建部在完成智慧城市试
点评审后，5月初，将与各
省市主管部门和试点城
市签约智慧城市创建任
务书，相关投资或将超
4400亿元。

2007年，维也纳技术
大学研究团队较早地论述
了智慧城市的概念。2008
年 IBM提出“智慧地球”，
2009年发布《智慧的城市
在中国》后，“智慧城市”在
我国成了热门概念。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
有近百个城市（区）将智
慧城市列入了“十二五”
规划或制定了行动方案。
工信部、中科院也较早地
参与了系统规划和研究，
此次住建部的大规模投
入，必将在我国掀起“百
市大战”智慧化的运动。

智慧城市是什么？其
内涵和精髓并未形成共
识。不管怎么说，建设智慧
城市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实
现经济发展好、生态环境
好、市民生活好的“好城
市”发展目标，让城市成为
美丽中国的生态产品，满
足市民的幸福生活追求。

其实，城市“智慧了”
并不代表着城市居民就
“幸福了”。比如城市交
通，人们拥有智慧的小汽

车，却被堵在路上；多数人搭乘着智慧的
公交车，车内却拥挤不堪。如果在智慧城
市建设中充分考虑“不智慧”自行车出行
（例如设立和建设专用车、专用道、专用信
息系统、专用停车场），情况会如何呢？

据报道，德国政府规划投资 3790万欧
元，希望能促使更多的人“用自行车来代替
汽车”作为交通工具。但是，“自行车王国”
的中华大地，自行车和步行的出行空间却
一再被挤压。1986年，北京自行车出行比例
为 62.7%，2010年却降至 16.4%。

可见，在城市交通出行领域，德国人好
像更智慧一些。笔者认为，在中国智慧城市
建设中，应鼓励市民采取看似“不智慧”的
自行车出行方式，并从 4400亿资金中拿出
一部分，以智慧的手段建设自行车专用道，
以智慧的方式管理自行车租用，将“不智
慧”的自行车变成最智慧的交通工具。

具体来说，首先，要放缓小汽车进入
城市家庭的速度。考虑到我国能源对外依
存度、人口基数、可建设道路及用地规模，
我们无法也不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其
次，应以构建一体化的健康出行系统为目
标，统一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运营和管
理，以单元城市为尺度，以职居平衡为指
标，打造健康出行网路，真正从人的需求
和感受出发，让自行车再次“自行”起来。
再次，要发展自行车共享等创新模式，并
进一步将自行车共享等创新模式推广至
智慧城市的建设领域。

（作者系中科院上海高研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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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4月 16日讯（记者黄辛）上海市委今天下午举行
常委学习会，听取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院士所作的
《把握新科技革命机遇，支撑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专题辅导报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与大家一起学习交流。

白春礼在专题报告中介绍了世界科技发展态势，他认为当
今世界科技正处在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前夜，国际金融危机导致
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大变革，现代化进程强大的需求驱动和知
识与技术体系内在的矛盾驱动，将加快新科技革命的到来。第六
次科技革命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主要特征，很可能发生在物
质科学、生命科学等学科及其交叉领域。同时，新能源和信息技
术的飞速发展和结合，有可能带来新一轮的新型工业模式。

白春礼表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发展提出新的更高
要求，提出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企业
作为技术创新主体，深入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白春礼认为，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
用，加快从跟踪模仿向以自主创新为主转变，是新时期我国科技
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他阐述，要围绕我国“十二五”科技发展战
略，重点做好 8项任务：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
重点产业领域核心关键技术突破，推进民生科技领域核心关键
技术突破，加快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前瞻部署基础研究和前
沿技术研究，加强科技创新基地和平台建设，大力培养造就创新
型科技人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白春礼指出，上海市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是中科院协同创
新的重中之重，中科院希望能优化布局，凝练目标，为上海市创新驱
动、转型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与会者就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新要求，科技与经济的紧
密结合，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等内容，与白春礼进行了互动问答。

白春礼在上海市委常委学习会上作辅导报告

癌症村：谁动了我的生存权
姻本报记者 丁佳 实习生 李宁
最近，一份“中国癌症村地图”在网上流

传，中国癌症村数量被认为超过 200个。
近年来，有关癌症村的新闻报道频繁见

诸报端，在吸引眼球的同时，也让农村的环
境问题赤裸裸地显露在公众面前。

“水魔”来袭

谈及癌症村以及癌症高发，很多专家学
者怀疑饮用水水源污染是主因。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环境地质环境研

究所一项调查显示，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综
合质量整体较差，且污染较严重，未受污染
的地下水仅占采样点的 55.87%。
“饮用水水源对人体健康安全至关重

要。”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说，“长期
接触或者饮用受致突变、致癌物质污染的
水，可使饮用人群癌症发病率提高。”
流行病学证实，70%～80%的人类疾病与

水污染密切相关。另有数据显示，全世界每
年约有 500万人死于与水相关的疾病。
尽管地下水污染与疾病发生的关系还

没有直接的数据佐证，但我国癌症逐年高
发，水污染是元凶之一的说法并未遭到反

对。在水污染中，一些化学物质如苯，就是强
致癌物，长期摄入会引起白血病、淋巴瘤、皮
肤癌。而被污染的水中含有的砷、铅、镉、锰
等重金属，也可能导致癌症。

被侵害的乡村空间

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数字，似乎都将矛盾
的源头指向了流向村口沟渠的高毒污染物。
在肆意排放的污染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深
层次的问题？专家介绍说，农村地下水等环
境污染，与农村发展模式缺陷以及空心村整
治不当等关系密切。
对农村的痛，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研究员刘彦随有真切的体会。作为该所
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每年
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基层调查研究。
“中国农村正经受着过分追求高速度、

掠夺式发展模式的侵害。”他说，“农村土地、
人力、资金投资都在流向城市，涌向农村的
多是日益加剧的各类污染排放物，使农村的
自我调节和自适应能力越来越弱。”
在刘彦随的办公室，有一套 25厘米分

辨率的高清遥感影像集，直观地反映出一个
个中国典型“空心村”的真实面貌。
在其中一个“空心村”，村中心的老房子早

已破败不堪，是几十年前祖辈去世后留下来
的，至今没人去翻修或重建利用；新盖的房屋
不断吞噬着周边的耕地，但这些房子大多为进
城农民工回家时所盖，平日绝大多数时间也都
处于闲置状态。从卫星图像上看，整个村庄毫
无规划可言，被荒废的裸露土地七零八散地分
布在村中，就像一块块难看的秃斑。
据统计，类似这样的自然村，全国大约

有 300多万个。“建新不拆旧，人走地不动，这
不是消费，而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周边新房
的地基越垒越高，空心村就成了一个藏污纳
垢的‘大坑’，只要有污染排放，就会流到这些
坑坑洼洼里去。”

出路在何方

刘彦随对上述现状痛心疾首，“中国转
型发展与社会安全的根基在农村，可这样散
乱、空废的‘乡村空间’，何谈新型城镇化、新
农村建设？现在已经到了解死扣、破难题，正
视现实、寻找出路的时候了”。

在山东省禹城市伦镇牌子村调查时，该
村文书许庭金给刘彦随看了一张自己画的
村庄整治房屋规划图。“老百姓盼着自己的
村庄发生改变，需要政府相应的制度设计。”
“我们常在上演亡羊补牢的悲剧。总在

危害已经到来时，才开始想办法解决。”河南
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副院长司富春觉得，“治
理环境污染不能临渴而掘井。政府应加强环
境污染的预测和预防，做到未雨绸缪，不能等
到问题严重到不可解决时再花百倍的努力补
救。”
癌症村的悲剧并不是“中国特色”。上世

纪 50年代，日本曾发生过震惊世界的“水俣
病”事件。熊本县一家氮肥公司将含汞废水排
入海湾，在海水、底泥和鱼类中富集后被人食
用，最终引起近 300人中毒，60人死亡。也正
是这次沉痛的教训，带来公众环保意识的觉
醒以及法律体系的完善，让日本逐渐从一个
传统工业国家向绿色国家靠拢。
对中国来说，法律或许也是行之有效的手

段。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周振杰认为，目前我国现行刑法对环境污染打
击的力度还不够，国家应完善环境犯罪立法，
加大对排污企业惩处力度。“为保护癌症村病
人的合法权益，避免更多类似悲剧发生，应建
立先行赔付制度和国家赔付制度，让身体饱受
病痛折磨的村民早日得到救助。”
“只有中国的环境污染受害者可以依法维

护自己的权益，造成污染的肇事企业和渎职的
政府官员难逃应有的惩罚，中国的环境污染问
题才有望得到真正的解决。”周振杰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

H7N9禽流感研究有待深入

本报北京 4月 16日讯（记者陆琦）记者今天从国家海洋
局获悉，“蛟龙”号 2013年试验性应用航次将于 6月起航，计
划用时 113天，在南海特定海域、多金属结核合同区、西北太
平洋勘探区等开展科学研究。这标志着“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将进入试验性应用阶段。

据了解，“蛟龙”号 2013年试验性应用航次分为 3 个航
段。第一航段 43天，计划于今年 6月初从青岛起航，主要在南
海特定海域开展定位系统的试验，同时兼顾“南海深部计划”
开展科学研究。

第二航段 42天，预计 7月中旬于厦门起航，主要在中国
大洋协会多金属结核合同区进行海底视像剖面调查和取样，
为底栖生物多样性和结核覆盖率估算提供视像资料和样品，
同时开展常规环境调查，收集环境基线数据，履行与国际海底
管理局签订的《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义务。

第三航段 28天，计划在西北太平洋富钴结壳资源勘探区开
展近底测量和取样，为参与海山区环境管理计划提供技术支撑。

目前，“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本体、船舶与水面支持系统准
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

海洋局宣布“蛟龙”
试验性应用航次计划

为期三天的“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 2012年度成果汇报交流会”4月 16日在北京拉开帷幕。
会议总结了五年来我国深部探测专项在知识技术和装备仪器领域所取得的多项创新成就以及在矿藏勘探、

环境污染监测和灾害预警等方面所取得的应用成果。
以装备创新为例，专项打破多项国外垄断，自主研制了一批深部探测地震、地面电磁、无人机航磁等关键仪

器和万米科学钻机，实现了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
图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电子所等研究院所共同研制的应用于矿集区立体探测的无

人机航磁探测系统。 本报记者冯丽妃、李粗摄影报道

本报北京 4月 16日讯（记者潘希）记者从中国科协今天
召开的 2013年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2年度全国十
大科普事件评选结果揭晓。“世界末日”谣言不攻自破、“黄金
大米”事件讨论等引发公众对相关科技知识强烈需求的十大
科普事件上榜。

根据投票数从多到少，2012 年度中国十大科普事件分别
为：PM2.5被写入“国标”，大气环境质量广受瞩目；“世界末
日”谣言不攻自破，弘扬科学精神任重道远；《食品安全科普宣
传大纲》发布，力促科普工作开展；北京暴雨险情和悲剧震撼
社会，应急科普教育成焦点话题；“高校科学营”试点活动启
动，为高校开展公益性科普活动探路；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
素养的比例首次纳入国家科技发展指标，有力推动全民科学
素质建设；“科学与中国”活动十年辉煌，科学家勇担科学传播
重任；“农村中学科技馆”公益项目启动，进一步促进教育资源
均衡化发展；我国首位女航天员受追捧，航天科普掀起新一轮
热潮；“黄金大米”事件引发科研伦理讨论，转基因食品安全问
题受关注。

据悉，此次中国科协公布的 2012年度中国十大科普事件
经全国征集，并在初评和终评等环节下，由专家委员会客观、
公正地遴选后得出。

2012年度
中国十大科普事件揭晓

本报讯（实习生赵广立）4月 15日，南方科技大学生物学
系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他们有望在两个月内完成高特异性、低
副作用 H7N9单克隆抗体的研制。

贺建奎告诉记者，抗体治疗是应对 H7N9禽流感最有效
的方式，但是“以前由于局限于制备技术，抗体只能从康复患
者的血浆中提取；如今借助高通量测序技术，人们可以快速大
规模地生产抗体”。
“即将康复的 H7N9禽流感患者的外周血血清中，有大量

B淋巴细胞分泌的 H7N9抗体。”贺建奎介绍说，“我们可以从
他们外周血中提取 B细胞，将 B细胞所有的 RNA分离混合，
利用 RT-PCR扩增技术对抗体 RNA进行扩增；之后，用高
通量测序技术对所有抗体 RNA进行测序，最终从得到的数
十万个抗体的基因序列中，找出丰度最大的抗体克隆，也就是
H7N9特异性抗体的序列。”

贺建奎指出，这种方法无需经过前期复杂的筛选过程，可
以在一个月内获得抗体序列。而拿到流感的抗体基因序列之
后，再进行体外合成，就能制备出针对 H7N9 的单克隆抗体，
这项工作最快可在 2个月内完成。

2013年年初，贺建奎所在项目组一项研究成果在美国《科
学》杂志子刊《转化医学》上发表：首先给志愿者接种流感疫
苗，7 天后，他们从志愿者外周血提取的 B细胞中，通过高通
量测序筛查出了高亲和力抗体的基因序列。

贺建奎认为这项工作的发表肯定了这一技术的可行性。

H7N9单克隆抗体
有望两月内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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