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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5 月 14 日，勉县周家山镇村民正在栽插水稻。
临近小满，秦岭南麓的陕西省勉县水稻进入大面积栽插时期，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呈现出

一幅幅山水农耕画卷。 新华社发（蒋虚摄）

本报讯 在近日于南京召开的第二届全
球未来网络发展峰会上，我国首个网络空
间拟态技术与产业创新联盟正式成立。该
联盟通过建立集产学研用于一体的全国性
行业组织，实现优势互补，增强创新主体实
力，促进成果转化，服务网络强国建设。

网信领域核心技术是全球创新竞争高
地。十年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数字交换
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邬江兴团队针

对网络空间的挑战性问题，提出了一整套基
于广义鲁棒控制构造产生内生性安全效应
的拟态防御理论。2013 年，该理论基本原理
在我国公布的世界首台拟态计算机原理验
证样机中得到检验。2018 年，基于网络空间
拟态防御理论开发的首套网络设备和系统
完成上线试点部署工作，标志着其在实用化
和产业化进程中迈出了里程碑式的步伐。

据悉，拟态技术与产业创新联盟由国家

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上海红
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十多个单位发起，由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联通、浙江大学等
数十家网信领域单位联合组建。

邬江兴表示，未来将通过联盟等组织
形式，争取在技术、产业、政策上共同发
力，打造引领全球的信息产业新高地，为
构建网络空间安全新秩序提供完整的“中
国方案”。 （史俊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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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武纪抚仙湖虫
化石结构或为微生物膜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由西北大学教授刘建妮领衔的
中德合作团队，对前几年在寒武纪节肢动物抚仙湖虫化石
上发现的争议性“脑和神经系统”结构进行了研究，相关成
果日前发表于《英国皇家学报》。

近年来，有关寒武纪蜕皮类群的神经系统及心血管系
统化石的报道引起古生物学界极大关注。然而，5 亿多年
前的生物在死亡后经过微生物腐解、压实作用和矿物交替
后仍能保存极脆弱的脑子、神经和心血管系统让人觉得不
可思议，尤其在澄江化石库中二维保存的化石印痕中区分
出这些三维结构更是让一些学者费解。

研究团队对此则给出了另一种埋藏学解释。他们认
为，这些结构实际上是化石肠道细菌在腐解过程中形成的
微生物膜，其形态及位置多变，与现生节肢动物稳定的脑
部结构完全不同。同时，肠道细菌在腐解的不同阶段呈现
出不同的内部形态结构，该结构与保存在化石中的“脑子
和神经系统”假象完全吻合。此外，现生生物腐解的实验结
果表明，脑部是生物腐解过程中最先消失的结构之一。

本报讯 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日前发布消息称，研究
人员研发了野外回归技术，已在黑、吉、辽、京、鲁等地建立
了引种与回归保护示范地、极小种群生境与繁殖特性野外
监测样地等，回归地内保护植物生长良好。

该校教授李景文介绍，由于分布地域狭窄，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个体数量低于最小可存活种群数量，随时都有灭
绝的风险。研究人员努力找到极小种群植物濒危的因素
和机理，通过人工快繁增加种群的数量，通过生境保护与
恢复技术使其回归到家园。其中，建立适宜性生境科学评
价体系、建立野外回归技术是最关键的环节。

从 2016 年开始，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的研究人员针
对东北红豆杉、河北梨、梓叶槭等保护植物的生境特点、遗
传多样性资源及群落更新特征进行了系统调查和各类分
析样品的收集。

此外，研究人员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山东等地
建立引种与回归保护示范地、同质园试验地以及极小种群
生境与繁殖特性野外监测样地等。烟台基地栽培东北红豆
杉 5000 株。在吉林哈尼保护区建成面积为 2370 亩的东北
红豆杉回归基地，开展回归技术的研究与示范。 （铁铮）

北京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

研究认为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保护良好

上海交大

本报讯（记者黄辛）上海交通大学金贤敏团队制备出
世界最大规模的三维集成光量子芯片，并成功演示了首个
真正空间二维的随机行走量子计算。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

《科学进展》。
据悉，金贤敏团队通过飞秒激光直写技术制备了节点

数多达 49×49 的三维光量子计算芯片，正是这种目前世
界最大规模的光量子计算芯片使得真正空间二维自由演
化的量子行走得以在实验中首次实现，并将促进未来更多
以量子行走为内核的量子算法的实现。

研究人员通过发展高亮度单光子源和高时空分辨的单
光子成像技术，直接观察了光量子的二维行走模式输出结
果。实验验证量子行走不论在一维还是二维演化空间中，都
具有区别于经典随机行走的弹道式传输特性。这种加速传
输正是支持量子行走能够在许多算法中超越经典计算机的
基础。同时，研究人员首次在实验中成功观测到了瞬态网络
特性，进一步验证了所实现的量子行走的二维特征。

金贤敏团队通过增加量子演化系统的物理维度和复
杂度来提升量子态空间尺度，开发了更加可行的全新量子
资源，对于未来模拟量子计算机的研发具有重要意义。

金贤敏表示，光量子芯片的研发仍处于早期阶段，仍
需在损耗、精度和可调控能力等各项指标上，在材料、工艺
和混合芯片构架上，以及在与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
精密测量系统融合上开展大量研究。

上海交大

制备出世界最大规模
光量子计算芯片

“一带一路”气候环境变化培训班
在西安开课

本报讯 由中国科学院资助、中科院地球环境
所“一带一路”国际地球环境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带
一路”气候环境变化培训班 5 月 14 日在西安开班
授课，来自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泰国、伊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19 名青年科
研人员、博士生、硕士生参加此次培训。

为期 15 天的培训将从 5 月 14 日持续至 28 日，
来自中科院地环所、西安交大全球变化研究院、中亚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等单位的 16 位优秀中青年学者
将作为主授课教师，围绕“一带一路”地区气候环境
变化研究展开培训。同时，培训班将搭建我国与丝路
沿线国家环境变化研究的合作平台，增强我国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影响力。 （张行勇）

我国科学家入选
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外籍会士

本报讯 5 月 14 日，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以下
简称 EMBO）公布了 2018 年 62 名新会士名单。中
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研究员裴端
卿入选为新的外籍会士，这是中国第 9 位科学家获
此殊荣，也是本次入选名单中唯一来自中国的科学
家。裴端卿长期从事细胞命运调控的基础理论研
究，在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及其机理方面做出了
系统且具独创性的工作。

在此之前，中国已有多位科学家入选 EMBO
会士，包括中科院院士杨焕明、中科院院士李家洋、
中科院院士施一公、中科院院士邵峰、中国工程院
院士曹雪涛、中科院院士高福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
院院长吴虹等。 （丁佳）

山西古生物研究取得新成果

本报讯 记者从 5 月 14 日山西地质博物馆举
行的成果发布会上获悉，该馆近年来持续开展全省
范围内的古生物化石调查、发掘、修复和研究工作，
取得一批新成果。

此次亮相的古生物研究成果主要有：发现于左
云县白垩纪地层中的“左云晋地甲龙”化石；发现于榆
社县三叠纪地层中的“择义王氏鳄”化石和保德县二
叠纪地层中的锯齿龙类化石。发布会上，山西地质博
物馆还授予为山西古生物调查、发掘和研究作出突出
贡献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
员董枝明和唐治路“荣誉馆员”称号。 （程春生）

中科院“千人”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士

本报讯 英国皇家学会近日公布了新当选的会
士名单，来自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国
家“千人计划”引进人才、英国阿伯丁大学兼职教授
约翰·斯彼克曼（John Speakman）当选。

斯彼克曼的研究工作主要聚焦动物和人类的能
量平衡及其影响。他共发表了 500 多篇同行评议论
文和 4 部专著。他提出了“能量利用是动物所有行为
的基础，因此可以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通货，来理解
动物行为学和生理学的各个方面”的观点。由于其在
国际科技合作中作出突出贡献，斯彼克曼曾获得
2015 年度中科院国际科技合作奖。 （丁佳）

山西 2018 年青年拔尖人才遴选启动

本报讯 记者 5 月 15 日从山西省委组织部获
悉，2018 年山西省青年拔尖人才遴选申报工作日
前正式启动，此次共遴选各类青年拔尖人才 20 名。

据了解，该省将对入选者给予财政经费支持，
经费分三年拨付，主要用于开展自由选题研究，参
加学术技术交流和培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
等。经费支持标准为：自然科学领域创新类和创业
类人才 60 万元，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体育领域
创新类人才 30 万元。 （程春生邰丰）

简讯

姻本报记者彭丽

“隔震技术是 40 年来地震工程最大
革命性创新成果。”5 月 11 日，在四川大
学举办的第十届全国防震减灾工程学术
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福霖指出，
隔震技术是防震减灾最有效的手段。世界
上采用隔震技术的房屋，目前还没有一座
被震倒的。

现阶段，我国建筑物主要采用了三种
抗震方法：一种是通过加粗柱子、多加钢筋
的传统方法来硬抗震；一种是将建筑物某
些非承重部分设计成效能杆件或通过装设
效能装置来减震；还有一种是通过在地基
与柱子之间加钢板橡胶垫的方法来隔震。

“隔震就是在房屋和地面之间加一层
橡胶和钢板隔层叠加的隔震支座柔软层，
通过延长结构自振周期，避开地面振动共

震区，从而隔离地震。”周福霖将隔震比作
水托着海上行驶的船。地震时船体与震动
的海面之间隔着柔软的水层，船体只会慢
慢摇摆，加在船体的地震冲击力被卸去。

对于隔震技术的防震效果，周福霖以
曾在汶川地震中遭受重创的芦山县人民医
院为例。援建时医院门诊楼采用了橡胶隔
震垫、阻尼器等先进的隔震技术。经历芦山
地震后，大楼的窗户玻璃和楼顶招牌仍完
好无损。汶川第二小学也采用了相同的隔
震结构，在地震中成为了“安全岛”，紧邻的
几栋抗震结构房屋则全部破坏。

周福霖表示，与传统的把建筑物死死
固定、加厚加粗的抗震结构相比，隔震结构
则是让建筑物动起来，起到“以柔克刚”的
效果。隔震技术能将建筑物的抗震能力提
高 4 到 8 倍，且每平方米的造价仅增加 200
元左右。

尽管隔震结构在安全性、造价等方面
明显优于传统抗震结构，但隔震技术推广
应用并不理想。自 1989 年开始应用至今，
我国仅有 7000 多栋房屋、1300 多座桥梁使
用了该技术。

“推广应用瓶颈不在技术而在人的思
维理念。”周福霖认为，一是设计人员抗震
设防思维落后，错将设防烈度当作安全的
准确指标；二是政府管理部门意识落后；三
是施工人员没有完全了解并掌握隔震技
术；四是开发商为追求经济利益，降低设防
标准。

据 了 解 ，《 国 家 防 震 减 灾 规 划
（2016~2020）》中已明确提出了推广隔震新技
术。住建部也发文在全国推广应用隔震技术。
云南等省市还立法要求医院、学校、指挥中心
和交通枢纽强制使用隔震技术。

“隔震技术将成为主流的防震技术。”
周福霖强调，需要从研究、设计、产品到施
工全链条提高隔震技术。“忽视任何环节，
都会影响应用效果。”他坚信，随着隔震设
计规范的出台，技术规程和产品标准的更
新，隔震技术将在抗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未来，我国必将从救灾强国逐渐转变为防
灾强国。”周福霖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福霖：

隔震是未来主流防震技术

武汉同济医院等武汉同济医院等

发布首个成人暴发性
心肌炎诊治专家共识

本报讯 经过多年的临床研究和探索，武汉同济医院
心内科教授汪道文团队领衔总结出一套综合救治方案，将
暴发性心肌炎的救治成功率提高到90%以上。

暴发性心肌炎通常是病毒感染合并心脏的严重免疫炎
症反应导致的暴发性心脏损害，除了感冒，像上呼吸道感染、
腹泻等 20 多种病毒感染都有可能引发该病，死亡率可高达
70%。但长期以来缺乏对该病发病机制和临床特点的深刻认
识，治疗上缺乏统一专业规范，因此治愈率很低。

汪道文团队发现，对已受重创的心脏强行使用药物加强
收缩，会进一步加重心脏负担，使病情恶化。在汪道文的牵头
下，经过北大、复旦、上海交大等大学附属医院 30 余位知名
专家反复讨论和近 3 年多实践，完成了中国首个“成人暴发
性心肌炎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2017）”，将“以生命支持为依
托的综合救治方案”明确为我国医务人员救治暴发性心肌炎
的指导性方案。该方案以心脏器械辅助支持治疗为依托，加
上激素等药物综合治疗，尽量减少血管活性药物的应用。通
过该方案救治成功的患者，极少出现心脏后遗症，复发率也
极低，死亡率从 70%降至 10%以下。近两年同济医院心内科
诊治的 50 余例暴发性心肌炎患者无一例死亡。（廖洋鲁伟）

姻本报记者陈欢欢

最近几年，国际学术界发生了几次大规模撤
稿事件，其主角都是来自中国的医生和医学生。

医生要不要做科研？SCI 是否应该成为衡
量医生晋升的标准之一？对制度的抱怨之声
此起彼伏。

“制度真的不好吗？如果不好，为什么近
十年我国的医学科技水平大幅度提升？”在北
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看来，制度
的缺陷在于有要求、没培训，基金和文章的背
后需要的是严格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学训练。

黄晓军发展的单倍型移植体系被公认为
“北京方案”，带动世界白血病移植进入“人人
都有供者”的时代，也使得北大人民医院成为
全球最大的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完
成超过 3000 例单倍型移植。

关于临床医生要不要做科研，黄晓军认
为，这不是个问题。“至少在引领性的大学医
院里，医生应该做科研。”黄晓军对《中国科学
报》记者说，我国的临床医生需要加强临床研
究的意识和素养，以解决重大的疑难疾病、推
动医学进步。

突破供者瓶颈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挂了很多块牌
子：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教育部国家重
点学科、教育部创新团队……这支由临床医

生组成的科研队伍战斗力强大，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7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第一次获奖是表彰他们解决骨髓移植供者
来源问题。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根治白血病等恶
性血液病的最有效途径，65%的白血病需要通过
移植根治。但供者来源匮乏是世界性难题，中国
尤甚：兄弟姐妹间仅有 1/4 的概率配型完全一
致，独生子女则只能寄希望于没有血缘关系的
全相合供者，概率仅有十万分之一。

单倍型移植方案只要求配型一半相合，即
可由患者的父母提供骨髓，理论上人人都有供
者。但意大利科学家最早的技术路线疗效不佳，
使得单倍型移植在学术界几乎被判死刑。

因此，当 2006 年黄晓军团队在国际期刊
上报道，利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单倍型
移植方案可取得和全相合移植相同的疗效
时，立刻受到质疑。回应质疑的最好证明是患
者极高的术后生存率。2016 年，世界骨髓移植
协会正式将这一方案命名为“北京方案”，被
全世界同行所认可。

如今，单倍型移植成为世界白血病移植的
常规方法。在我国，单倍型供者已成为第一位

（70%）的供者来源，带动全国的移植率以每年
20%的速度增长。国际上，美国科学家提出的另
一种单倍型移植方案也于 2013 年获得成功。

实现精准医疗

对移植后合并症的攻克也使得他们时隔

三年之后，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精准治疗，国际上都不太
灵，我们从整个移植链出发，打破单一模式，
利用更为精细的分层，实现精准医疗、个体化
治疗，提高病人生存质量。”黄晓军说。

过去，由于对排异反应统一用药，造成了
股骨头坏死、高血压等药物过量的不良反应。
黄晓军团队通过生物标记识别将患者分为高
危人群和低危人群，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分
层指导的预防新模式，不仅降低了排斥发生
率，还避免了不良反应。

此外，他们将精准治疗的理念贯彻到整
条移植链。如通过改进预处理设计，将患者年
龄从 50 岁延长到 65 岁；采用个性化移植方
案，将移植后复发的病人再复发率降低了
30%，两年无白血病存活率提高至 53%；通过
各种技术保驾护航，“北京方案”的排斥发生
率已经降到 1%，而国外在 10%左右。

实际上，在供者来源这一瓶颈被破解后，
对病人生活质量的关注成为新的国际热点，
黄晓军已然提前布局。“国际竞争中没有人会
永远跟跑，要成为领头羊，必须要做独特的研
究。”黄晓军说。

加强基础研究

2017 年，黄晓军团队完成骨髓移植超过
900 例，发表 SCI 论文 61 篇。其中，《血液》杂
志以封面文章报道了他们在国际上首次发现

他汀类药物可逆转骨髓微环境的细胞损伤，
纠正骨髓移植之后的植入不良。

黄晓军团队目前有研究人员 26 人，其中
副高级以上职称 20 人，每个人都要同时承担
临床和科研两项任务。随着实验室快速发展，
黄晓军动员一些临床大夫主攻科研。

所长助理赵翔宇就是其中之一。“也不是
没纠结过。”赵翔宇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但在美国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中心为期一年
的访学经历给了她很大触动。在那里，赵翔宇
了解到，血液病中开创性的两大靶向药物都
是医生在临床中发现问题，在实验室中研发
出来的。“人的精力有限，找到临床问题背后
的机制对病人帮助更大。”赵翔宇说。

黄晓军则表示：“我们的文章以临床和转
化为主，基础偏弱，所以我们要引进人才，加
强基础研究，在更高战略层面提出问题。”

“忙不是理由，时间还是要挤的，关键是
方法和看问题的眼光。真正的转化研究一定
需要临床医生密切参与，甚至主导。”他说。

团队成员、北京大学医学部血液学系主
任常英军也认为，转化研究和临床研究不矛
盾，但往往单纯做转化的团队没有临床团队
实力强。

“医学涉及人体健康和人文服务，比较复
杂，但核心还是科技创新，真正推动医学进步
还是要回到实验室。我们的目标始终是解决
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服务全国人民。”黄晓
军说。

临床医生要不要做科研？
———访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黄晓军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