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图片说明·

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和个体化治疗已成趋势

近年来，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
上升态势，恶性肿瘤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
多发病和常见病，肿瘤防治在医疗工作中益
发重要。当前，临床肿瘤学正处于一个重大
变革时期。进入21世纪，循证医学、诊疗规
范化和个体化已成为医学界公认的趋向。
因此，肿瘤预防、诊断和治疗面临重大挑战，
也迎来重要机遇。

对肿瘤，目前的共识为：1）绝大多数临
床肿瘤是由机体细胞而来，不是外来的；
2）70%~80%的肿瘤主要由环境因素引起；
3）在肿瘤形成的过程中，内因很重要。目

前已证实与肿瘤发生有关的内因包括遗传、
营养和内分泌失调、细胞免疫缺损和长期过
度应激反应，如精神紧张和其他不良刺激
等；4）通过长期内外因的作用，细胞发生一
定变化，表现为难以治愈的炎性反应、增生
或过度增生；5）正常细胞的生长受到体内
许多因素的严格控制和约束，包括神经、内
分泌、遗传和免疫方面的调控。

随着对肿瘤认识的深入，临床肿瘤学作
为现代肿瘤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
一门研究恶性肿瘤诊断及临床分期，施加各
种临床干预手段治疗恶性肿瘤及各种临床
干预方法有机组合应用于整个治疗过程中，
并评价这些干预方法效果及毒性、致残性的
临床学科。临床肿瘤学的几个主要分支包
括：1）临床病例诊断和临床实验肿瘤学；
2）临床肿瘤影像诊断；3）肿瘤外科学；4）
放射肿瘤学；5）肿瘤内科学和中西医肿瘤
内科学；6）肿瘤内科学；7）肿瘤热物理治
疗学；8）妇科肿瘤学；9）临床肿瘤药理学；
10）尚未形成明确分支学科的、血液肿瘤、
儿童肿瘤等。

经过 50余年的发展，中国临床肿瘤学
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包括对肿瘤高发
区的研究、抗肿瘤新药的临床研究等。肿瘤
治疗的理念、策略和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进
步，例如多种方法和途径的综合治疗、个体
化分子靶向治疗都是肿瘤治疗的大方向。
现有治疗肿瘤的有效手段可分为 6 类：
1）应用物理性、化学性或生物性方法将局
部肿瘤祛除，例如手术、放射治疗、激光治
疗、热疗或冷冻切除或杀灭肿瘤；应用抗肿

瘤药物、无水酒精或某些病毒局部涂抹或注
射杀灭肿瘤。这是目前首要的治疗方法，可
以杀灭局部或一个区域的肿瘤细胞对于良
性肿瘤和一些局限的恶性肿瘤均有根治性
效果；2）针对肿瘤播散的内科治疗，主要是
各类抗肿瘤药物；3）针对机体抗病能力的
生物治疗；4）封闭肿瘤表面特异受体(目前
主要是生长受体)的单克隆抗体，一般称为
靶向治疗；5）旨在阻断肿瘤新生血管的治
疗；6）旨在改变肿瘤调控的基因治疗；7）
器官移植。

为了展示中国在肿瘤规范化多学科治
疗等方面的最新重要进展，指引临床肿瘤学
学科发展方向，《科技导报》以第 16届中国
科协年会第3分会场“环境污染及职业暴露
与人类肿瘤学研讨会”的召开为契机，有幸
邀请到分会场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
学科学院教授孙燕作为《科技导报》的客座
编委，组织出版“临床肿瘤学进展”专题。

该期专题“卷首语”将发表孙燕院士的
“中国肿瘤防治进入新的时代”一文，“专题
论文”遴选10篇综述文章，着重总结中国肺
癌、乳腺癌、黑色素瘤临床治疗、肿瘤生物免
疫治疗、放射治疗、热疗的最新成果及进展，
并探讨环境污染与人类肿瘤的研究进展等。

本期封面图片为肺癌组织ALK基因重
排 FISH检测阳性病例图片：ALK基因重排
阳性细胞（红圈），ALK基因重排阴性细胞
（白色箭头）。本期封面图片由抗肿瘤分子
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提供，
封面由王静毅设计。

（（本刊记者本刊记者 吴晓丽吴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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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是一类古老疾病，古代埃及的木乃伊已经证实当时即有患前列腺癌骨转移者；中国经典古籍《内经》也有对肿瘤的表述。但是一
直到近代出现显微镜以后，才发现肿瘤是由一类与正常细胞不同的过度增殖的细胞组成。目前肿瘤的定义是：一类机体细胞在多种外因
和一定内因长期作用下发生的异常过度活跃增殖的疾病。

肿瘤一直是罕见病，但到20世纪30年代，首先在发达国家，随后在发展中国家，才步入常见病之列。根据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
（WHO）报告，目前全球每年死于癌症的患者达7900万，如果这一趋向得不到改善，预期到2020年每年新发生的患者将超过1500万。中
国2014年发布的全国抽样调查发现肿瘤年发病率已经接近200/10万，表明每年有0.2%的人会罹患肿瘤，这样全国每年新发生的肿瘤患
者就达260万。统计中国居民死亡原因发现，在城市中，因肿瘤导致死亡的已经占到死亡总数的25%左右。

近50多年来，中国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缓慢攀升，但这不是导致肿瘤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唯一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面
临的是传染病、新生儿死亡和营养不良，当时在北京市肿瘤排在居民死亡原因的第11位。但是至1964年就上升到第4位，主要原因是经
过十几年的努力解决了原来那些常见疾病，这样肿瘤和心血管疾病在卫生工作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预期生存寿
命越来越长，北京市居民的平均寿命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翻了一倍，接近80岁；再加上检查和诊断方法日益完备，肿瘤诊断率也提高了。
不难理解，这些都是每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共同面对的问题。但是也必须清楚地看到，随着工农业的发展，人们生存环境中的致癌物也
越来越多，再加上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肿瘤的发病率的确越来越高，有的已经接近发达国家。

另外，中国原来最常见的上消化道癌、子宫颈癌、阴茎癌等已经明显下降；而肺癌、大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则有明显升高。所以，
常常说目前发展中国家常见的肿瘤还没有完全下降，但发达国家常见的肿瘤来的这么快，给我们造成双重负担。

2014年5月在昆明召开的第16届中国科协年会专门设置了“环境污染及职业爆露与人类肿瘤”分会场，讨论了各种物理学、化学性和
生物性致癌物的状况和如何控制的问题。大家都认识到：客观情况不容乐观，但并不是不能解决。政府和广大群众已经重视控烟、改善环
境污染，并制定防治规划。

欧美发达国家的统计报告显示，过去20年，通过防治肿瘤，死亡率稳步下降。2013年美国癌症协会报告每年发病率递降1%，死亡率
递降1.6%。中国临床肿瘤学也取得了很多进展，滋养细胞肿瘤、急性白血病、睾丸肿瘤等多种常见肿瘤治愈率大幅度提高；通过综合治
疗，乳腺癌、肺癌、大肠癌、胃癌和骨肉瘤等一些常见肿瘤的治愈率也都有一定的改善。2013年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报告，常见肿瘤的总体
治愈率达到近40%。城市中乳腺癌的治愈率已接近80%。

根据发达国家和中国高发区现场研究的经验，促使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的最重要的措施是预防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
疗。合理的综合治疗和新药研制等是降低死亡率的重要措施。国家“十二·五规划”已经决定将卫生工作重点前移、下移。中国在高发区
对食管癌、肝癌、鼻咽癌、子宫颈癌和乳腺癌等常见肿瘤的预防和筛查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另外也正在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例如通
过每年胸部低剂量CT发现早期肺癌和癌前病变，日本通过定期上消化道造影和胃镜发现早期胃癌和癌前病变。

肿瘤防治绝不单单是医生的事。政府必须重视控烟和治理环境污染，同时大家也要改善生活方式，每年进行有效的健康体检，可发现
早期一些不正常的征象“癌前病变”。把住癌前病变及早期诊断这一关可能是降低中国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关键。诊疗规范的定义是：
向患者和家属提供最新、最好的诊疗选择。规范化可提高临床医生的诊疗水平。中国从2006年引进美国NCCN诊疗规范，并与美国同行
共同讨论制定了中国版指南，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领导下制定了中国常见肿瘤的诊疗规范。这无疑将对中国常见肿瘤的临床诊
疗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必然为患者带来实惠。但是，如何推广和普及，落实到每位患者还是一个现实问题。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提出，中国科技发展
的方向是“创新、创新、再创新”，这表明创新可以挽救生命，是中国临床肿瘤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个体化是临床肿瘤学研究的热点，近10年
在个体化治疗方面取得了很多进展，分子、受体、信号传导等方面的研究把病因、预防和治疗很好地连贯起来。分子靶向治疗虽然在现阶
段还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手术和放化疗，但其重大意义在于可使治疗更具个体化，从而提高临床疗效。有趣
的是，靶向治疗对中国传统医学“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做了最好的诠释，这表明中西医融合的可能性。此外，
非特异性和特异性免疫治疗（生物治疗）在多种肿瘤，例如黑色素瘤、肾癌和淋巴瘤等得到明显疗效。基因组
学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我们对通过全基因组测序进一步了解肿瘤充满期待。

目前对解决肿瘤问题的途径日益明确。只要我们积极乐观以愚公移山的精神，通过每年的突破积累和
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一定会实现我们的梦想——让中国肿瘤发病率下降，治愈率明显提高。

中国肿瘤防治进入新的时代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北京 100021）

孙燕，河北东亭人，内科肿瘤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学院教授、国家新药（抗肿瘤药）临床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副主席、亚洲

临床肿瘤学会（ACOS）名誉主席、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名誉主席等。长期从事肿瘤

内科治疗的临床及实验研究工作，开发了一批国内外新抗肿瘤药物，并应用先代科学方

法阐明斧正中药的促免疫作用等。中国肿瘤内科治疗专业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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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P15 黑色素瘤治疗研究进展

P22 乳腺癌治疗研究进展

P27 肿瘤生物免疫治疗研究进展

P7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科技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

世界，同时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本文将同读

者一起去了解医学大奖背后的意义，并且去探

索记忆和咖啡基因的秘密。

P9 生物安全实验室安全性遭质疑
2014年以来，隶属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

防中心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连续

发生3起生物安全事故，这引起了美国国会的

关注，同时也进一步使公众对生物安全实验室

的安全性产生质疑。

P11 转基因食物与预警原则
在欧洲的应用（I）

英国食品和农业事务部认为，转基因技术

是英国农业保持“生机活力”的必要技术之

一。而目前欧盟对转基因食物所采用的“预警

原则”受到质疑，人们认为这项原则阻碍了转

基因技术的发展。因此，英国议会启动了一个

咨询项目希望收集各个协会组织的建议，以便

于改善现行的转基因评估策略。本期英国皇

家学会推介栏目介绍了英国皇家学会针对此

项咨询项目展开的解读。

P12 环京津地区的生态补偿与
生态协同机制

环京津区域的生态失衡产生根源之一是

受到“区域性贫困导致掠夺性资源开发”引发

生态恶化；而恶化了的生态环境，又是导致区

域性生态失衡的重要根源。探寻区域的生态

补偿与生态协同显得至关重要。

P88 保护环境应允执厥中
防污于未然（II）

为了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许多政府部门

及社会团体同样需要化学工程师为他们提供能

与企业科技相匹配的专业指导。从制造业到服

务业的转型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

如何培养未来的专业人才为更广大的社会大众

服务是值得化工教育者思考的课题。

P89 合肥工业大学青年教师
创新项目资助计划

合肥工业大学青年教师创新项目(亦称

“种子基金”)，由校科学技术研究院负责组织

与管理。本文从对学校设立该项目的理解与

认识，结合此类项目管理的经验，做了一个介

绍，供科研管理同行分享。

黑色素瘤是一种曾经让医生束手无策的恶性肿瘤，既往治疗手段

有限，放疗、化疗及传统免疫治疗疗效不佳，患者预后极差。2011年以

来，小分子靶向药物（包括 BRAF抑制剂 Vemurafenib、Dabrafenib，
MEK抑制剂Trametinib等药物）相继面世，预示着黑色素瘤内科治疗

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阶段。而免疫靶向治疗（如抗CTLA-4抗体，抗PD-
1、PD-L1抗体）在多项临床试验中的成功，更是缔造了肿瘤治疗的新

理念。黑色素瘤治疗逐渐摆脱传统抗肿瘤治疗的模式，进入一个崭新

的历史阶段，在可预见的将来，新治疗靶点的研发、多种小分子靶向药

物、多种免疫靶向药物的联合治疗，以及小分子靶向药物和免疫靶向药

物的联合治疗等模式将会是黑色素瘤治疗的主流。本文主要从小分子靶向药物治

疗、免疫靶向治疗、化疗3个方面综述黑色素瘤治疗的研究进展。

乳腺癌为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是严重影响女性身心健康的重要疾病。

近年来，乳腺癌的治疗取得长足进步，在早期乳腺癌的保留乳房和保腋窝治疗等方

面获得里程碑式的突破。本文综述不同病期乳腺癌治疗的最新进展。

肿瘤免疫编辑理论的提出阐述了免疫系统在肿瘤发生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作

用。靶向肿瘤免疫负调控的单克隆抗体在临床的成功应用，更确定了调控免疫系

统对有效治疗肿瘤的重要性。未来大有发展潜力的联合免疫治疗手段主要有抗

体、细胞因子、肿瘤疫苗、过继免疫细胞治疗和溶瘤病毒等。免疫治疗联合传统的

肿瘤治疗包括手术、放疗和化疗，是今后提高肿瘤治疗效果的重要研究和应用方

向。本文主要综述抗体治疗、肿瘤疫苗治疗、细胞过继免疫治疗、溶瘤病毒治疗的

研究进展，提出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展望。

P37 肿瘤放射治疗临床进展
放射治疗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从放射物理与技术、放射生物学、

肿瘤临床3个方面，综述近年来肿瘤放射治疗的新进展，次促进对肿瘤放疗的现状、

进展及其在综合治疗中的地位、作用的了解。

P52 PM2.5引起的肿瘤新生血管形成和转移研究进展

PM2.5指直径≤2.5 μm的颗粒物质，它很容易穿过呼吸道屏障，进入血液循环，

可诱发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已成为恶性肿瘤新的诱因。近年研究揭示，PM2.5可刺

激肿瘤细胞合成和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促进血管内皮细胞介导的肿瘤

血管新生；并可激活肿瘤细胞，使其通过血管生成拟态直接形成肿瘤血管；还能使

肿瘤干细胞向肿瘤内皮细胞转化，促进肿瘤新生血管形成。此外，PM2.5可促进肿瘤

细胞及其他多种细胞分泌趋化因子和白细胞介素，招募骨髓和血液中白细胞进入

肿瘤组织，诱发局部慢性炎症反应，诱导上皮细胞-间充质细胞转化（EMT）的发生，

增加肿瘤细胞干性、迁移和转移能力；还可破坏血管稳态，增加血管通透性，为肿瘤

细胞的转移打开方便之门。PM2.5在肿瘤的新生血管形成和转移中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至今对其作用机制知之甚少。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PM2.5诱导的肿瘤新生血

管形成及转移机制，能为PM2.5引起的恶性肿瘤防治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新的应

对策略。

3



目 次

KEJI DAOBAO

2014年第32卷第26期
（总第452期）
中旬刊

1980年创刊

本期2014年9月18日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期刊基本参数：CN 11-1421/N*1980*TP*A4*96*zh*P*$15.00*10000*11*2014-09

卷首语

1 中国肿瘤防治进入新的时代 …………………………… 孙燕

专题论文

15 黑色素瘤治疗研究进展 ………………………………… 郭军

22 乳腺癌治疗研究进展 ………………………………… 李金锋

27 肿瘤生物免疫治疗研究进展

……………………… 吴艳红，王慧茹，邓振领，葛科立，张叔人

37 肿瘤放射治疗临床进展 …………………… 肖绍文，张珊文

42 中国肺癌的驱动基因研究进展

……………………………………… 钱晓燕，石远凯，韩晓红

47 肿瘤放射治疗研究进展 ………… 欧阳伟炜，卢冰，唐劲天

52 PM2.5引起的肿瘤新生血管形成和转移研究进展

………………………………………………… 孟梅，周泉生

58 环境污染与中国常见癌症流行趋势 ………………… 邹小农

65 中国恶性肿瘤的动态变化 ………… 陈万青，郑荣寿，张思维

72 中国PM2.5污染现状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 王庚辰，王普才

79 维药异常黑胆质成熟剂对乳腺增生模型大鼠乳腺组织

病理形态及血清性激素水平的影响

……………………… 米热古丽·艾乃都，阿依先木·他西，

哈里旦木·吾加不都，哈木拉提·吾甫尔，

努尔买买提·艾买提

科技风云

7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 鞠强

科技事件

9 生物安全实验室安全性遭质疑 ………………………………… 祝叶华

RS推介

11 转基因食物与预警原则在欧洲的应用（I） ……………………… 田恬

科技工作大家谈

12 环京津地区的生态补偿与生态协同机制 …………………… 梁昊光

书评

85 国之方略的考量——评《主要沿海国家的海洋战略研究》 …… 苏勤

科技纵横捭阖

88 保护环境应允执厥中 防污于未然（II） ……………………… 吴建中

科技基金

89 合肥工业大学青年教师创新项目资助计划 ……………………… 岳峰

职场

90 与初入高校任教青年教师的问答 ……………………………… 马臻

特别栏目

6 热点排行

8 科技界声音

10 科学共同体

13 国内期刊亮点

14 国外期刊亮点

86 图书推介

87 读者之声

91 科技人才招聘

94 全球招聘新闻

宣传画廊

封二 《科技导报》编辑委员会

封面图片说明：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和个体化治疗已成趋势

封三 《科技导报》征稿

封四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14公众创新擂台”

学术动态

2014年密码芯片产学研技术沙龙在北京举办（41） 中国科协第89期“新

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达成“阿尔茨海默病上海共识”（57）

4

sunzheng
打字机文本
点击论文或者栏目标题即可跳转至相应页面



CONTENTS
Volumn 32 Issue 26
(Sum 452)
18, Sep., 2014
(Established 1980)

Serial parameters: CN 11-1421/N*1980*TP*A4*96*zh*P*$15.00*10000*11*2014-09

Foreword

1 New Era of Cancer Control in China ………………… SUN Yan

Special Issues

15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Treatment of Melanoma
……………………………………………………… GUO Jun

22 Research Progress in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 LI Jinfeng

27 Research Progress in Cancer Bio-immunotherapy
………………… WU Yanhong, WANG Huiru, DENG Zhenling,

GE Keli, ZHANG Shuren

37 New Advances in Clinical Trea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 XIAO Shaowen, ZHANG Shanwen

42 Recent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Driver Genes for Chinese
Lung Cancer … QIAN Xiaoyan, SHI Yuankai, HAN Xiaohong

47 Advances in Radiation Therapy of Tumor
…………………… OUYANG Weiwei, LU Bing, TANG Jintian

52 Progress in PM2.5-caused Tumor Neovascularization and
Metastasis …………………… MENG Mei, ZHOU Quansheng

58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pidemic of Common Cancers in
China ………………………………………… ZOU Xiaonong

65 Cancer Incidence, Mortality and Trend in China
…………… CHEN Wanqing, ZHENG Rongshou, ZHANG Siwei

72 PM2.5 Pollution in China and Its Harmfulness to Human
Health ……………………… WANG Gengchen, WANG Pucai

79 Effect of Uighur Medicine Abnormal Savda Munziq on
Pathological Morphologyof Breast Tissueand the Level of
Serum Sex Hormonesin the Model of Galactophore Hyperplasia

………… ANAYTUL Mihrigul, TAX Ayxam, HUJABDU Halida,

UPUR Halmurat, AMAT Nurmamat

News Around

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ke Our Life Better ……………… JU Qiang

News Focus

9 The Safety of Biological Laboratory Has Been Questioned
……………………………………………………………… ZHU Yehua

The RS Promotion

11 GM Foods and Application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Europe (I)
……………………………………………………………… TIAN Tian

Forum

12 Ring the Beijing-Tianjin Region and Ecologic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 LIANG Haoguang

Book Reviews

85 Considering on the National Strategy Marine Strategies of Major
Coastal Countries ……………………………………………… SU Qin

Perspectives

88 Doctrine of the Mea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een by Design,
Protection with Knowledge (II) ………………………… WU Jianzh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

89 Young Teachers in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ovation Project
Funding Scheme …………………………………………… YUE Feng

Careers

90 Q & A's on Working as a New Faculty Member …………… MA Zhen

Columns

6 Top News
8 Voice of Scientific Community
10 Scientific Community
13 Domestic Journal Highlights
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Highlights
86 Books Recommendation
87 Readers' Voices
91 Domestic Career Information
94 Global Career Information

8 Cover Story: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hale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hale Gas

5



科技导报 2014，32（26）www.kjdb.org

热点排行
（（20142014--0909--0101至至20142014--0909--1010））

1 中国成功发射创新一号04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2/30]

4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将创新一号04星发射升空，卫星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次任务还同时搭载发射了一颗灵巧通信试验卫星。创新一号04星由中

国科学院研制，主要用于水利、水文、气象、电力及减灾等领域各类监测站点的数据采集和传输

任务。搭载发射的灵巧通信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卫星多媒体通信试验。

图片来源：新华社

2 天拓二号与遥感卫星二十一号发射成功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1/30]

8日11：22，由国防科技大学自主设计与研制的“天拓二号”

视频微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乙遥二十八运载火

箭，以“一箭双星”方式，与“遥感卫星二十一号”一同发射升空，准

确进入预定轨道。遥感卫星二十一号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

源普查、农作物估产及防灾减灾等领域。“天拓二号”是我国首颗

采用视频成像体制的微卫星，其主要任务是进行视频成像与实时

传输、动态目标连续跟踪观测等科学试验，为发展高分辨率视频

成像卫星奠定技术基础。

3 英国首名埃博拉感染患者康复出院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6/30]

3日，英国第1个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威廉威廉··普利普利在伦敦皇

家自由医院经过10天治疗后康复出院。治疗期间，他曾服用美

国马普生物制药公司研制的试验性药物ZMapp。该患者目前已

完全康复，体内病毒完全清除，对他人没有任何传播风险。普利

是一名29岁的男护士，在塞拉利昂志愿护理埃博拉患者时感染

病毒。

4 中国首艘考古专业船首航青岛出发赴丹东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4日，中国第 1艘考古专

业船“中国考古 01”从青岛出

发首航。“中国考古01”采用全

电力推动力方式，全长 57.91
m，型宽 10.8 m，型深 4.8 m，

满载吃水深度 2.883 m，满载

排水量980 t，航速12节，续航

力1000海里，核定载员30人，

主要工作海域为中国近海与西沙海域。首航将赴辽宁省丹东港

开展水下沉船遗址重点调查。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5 巴西成功发射首枚液体燃料试验性运载火箭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4/30]

1日，巴西航天部门成功发射了该国首枚配备液体推进剂发

动机的试验性运载火箭。此次发射在该国东北部马拉尼昂州的

阿尔坎特拉发射中心进行，主要目的是测试巴西完全自主研发的

L5型火箭发动机及乙醇与液氧推进剂的性能。飞行测试期间，

专家们对巴西北里奥格兰德州联邦大学研发的全球定位系统，以

及巴西航空航天研究所制造的航天器安全装置进行数据收集分

析，为今后发射亚轨道航天器和卫星积累经验。

6 中国主导物联网架构标准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5/30]

3日，经33个成员国投票表决，国际标准组织 ISO/IEC JTC1
已正式通过了由中国技术专家牵头提交的物联网参考架构国际

标准项目。这是在全球新兴热门技术领域，首次由中国牵头主导

的顶层架构标准，表明中国正式掌握了物联网这一热门新兴领域

的国际最高话语权。

7 英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完成横倾试验 2016年海试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4/30]

2日消息，英国皇家海军成功完

成了“伊丽莎白女王”号（QE）航母的

横倾试验，以确定其准确的重量和重

心位置。部署团队将使用获取的数据

来掌握 QE 航母最后建造阶段的情

况，以便于确定固体压载的最终数量

及其最后位置。压载系统将对维护航

母的稳定性，特别是对海上部署中舰载机在航母上的起飞和降落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伊丽莎白女王号（QE）航母计划于2016
年8月进行海试，于2018年进行舰载机飞行试验。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8 新方法检测流感病毒感染潜力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9日消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李学兵李学兵课题组研究显

示，根据流感病毒能够识别人类细胞表面的物质而造成感染的原

理，以该类物质为基础所合成出来的金纳米粒子，可作为探针开

发一种高通量、可视化的检测方法，从而为发展新型抗流感药物

以及快速、简便的病毒检测分析方法提供新思路。此项技术一旦

成熟，不论病毒如何变异，研究人员都有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辨析

其感染人类的潜力。

8 新方法检测流感病毒感染潜力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2/30]

9 国内首个海藻多糖空心胶囊产业化项目正式投产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1/30]

2日消息，国内首个海藻多糖空心胶囊产业化项目在北京怀

柔雁栖开发区北京皇岛植物胶囊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正式投产，标

志着我国医药胶囊行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迎来突破。此项目

投资4300万元，共建有6条自主研发的全自动植物胶囊生产线，

可年产空心胶囊24亿粒。

10 新聚合物材料可高效“捕捉”温室气体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10/30]

9日消息，日本京都大学细胞材料研究所研究人员开发出一

种能够从空气中高效滤除温室气体的低成本薄膜，简称PIM-1。
如将这项技术应用于CO2过滤方面或将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从而抑制温室效应加剧。

（排行依据：本刊遴选出的30家核心媒体报道频次）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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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很美好，但却总还有一

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人类会被身体上

的疾病所困扰，也会被精神上的伤害所

折磨，而这些都会妨碍我们用一双发现

美的眼睛去观察周围的世界。然而值得

庆幸的是，不断进步的科技正在赋予我

们治疗疾病、消除贫困和预防灾难的力

量，从而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科学大奖记录着人类重要的科学发

现，也见证了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的历

程。除了耳熟能详的诺贝尔奖外，科学

界还有许多重要的奖

项，拉斯克奖（Lasker
Awards）正 是 其 中 之

一。该奖项于 1946年

由被誉为“现代广告之

父”的 Albert LaskerAlbert Lasker和
妻 子 Mary WoodardMary Woodard
LaskerLasker共同创立，旨在表彰为医学作出杰

出贡献的科学家。北京时间 9月 8日，

2014年拉斯克奖的 3个奖项揭晓，5位科

学家分享了这一殊荣（9月9日果壳网）。

2014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颁发

给日本京都大学的Kazutoshi MoriKazutoshi Mori和美国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 Peter WalterPeter Walter，以
奖励他们在非折叠蛋白反应方面的重要

发现。法国约瑟夫傅立叶大学的 AlimAlim
Louis BenabidLouis Benabid 和 美 国 埃 默 里 大 学 的

Mahlon R. DeLongMahlon R. DeLong因开发了丘脑下核脑

深层刺激法而获得了2014年拉斯克临床

医学研究奖。而2014年拉斯克特殊贡献

奖则被授予美国华盛顿大学的 Mary-Mary-
Claire KingClaire King，她不仅发明了可筛选所有与

乳腺癌或卵巢癌发生相关的突变基因的

方法，同时还建立了可用于鉴定遗骸身

份的分析线粒体DNA的方法，为医学和

人权作出诸多贡献。

内质网是负责对细胞分泌蛋白和细

胞膜蛋白进行翻译后修饰折叠的工厂。

两位科学家发现内质网一旦发现这些蛋

白质出现折叠错误，将会发出信号给细

胞核，激活可以修改这些错误的基因，这

就是非折叠蛋白反应的机制。这些研究

对囊性纤维化和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疾病

提供了分子解释，并促使科学家尝试开

发这一反应在医学中的用途。帕金森氏

症是长久以来困扰人类的疾病之一，目

前没有根治的方法，病因也不明确。20
世纪40~60年代，外科医生只能通过破坏

大脑区域的方法来治疗该病，但是此种

方法有严重的缺点，有可能对病人造成

永久的伤害。60年代起，医生使用口服

左旋多巴胺来治疗此病，但是长期服用

这类药物会使部分病人产生严重的不自

主运动。而丘脑下核脑深层刺激法这项

非凡的医学创新被证明可以减少帕金森

氏症晚期患者的震颤，并恢复运动机能，

从而造福了全世界超过10万名饱受左旋

多巴胺疗法并发症煎熬的病人。这些医

学上的重大发现，极大地减轻了病人的

痛苦，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于人体生命

现象的认识，毫无疑问令病人及家属的

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截至 2013年，先后有 85位拉斯克奖

得主获得过诺贝尔奖，又由于拉斯克奖颁

奖在前，因此该奖又素有“诺贝尔奖风向

标”之称。2014年是否会有拉斯克奖得

主再次获得诺贝尔奖，我们将拭目以待。

我们通过观察就可以发现，获得科

学大奖的科学家不仅取得过非常重要的

科学发现，同时还有着令人敬佩的探索

精神。他们在得奖后并不会躺在功劳簿

上，而是会为人类的福祉继续努力向

前。1987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与拉斯克基础医学奖两项大奖的著名科

学家 Susumu TonegawaSusumu Tonegawa近日就又取得了

重要的发现。由他领导的一个来自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神经回路遗传研究中心的

科研小组 8月 27日在Nature上在线发表

论文，报告了他们通过一项重写小鼠记

忆的实验发现了涉及改变记忆的大脑回

路（8月28日《科技日报》）。

研究人员分析了小鼠杏仁核一部分

中的细胞以及海马体的齿状回一部分中

的细胞是如何在记忆形成时被激活的。

其中，杏仁核被认为是负责编码正面或

者负面感受的部位，而海马体则被认为

编码语境信息的部位。通过实验他们发

现，海马体齿状回的神经回路在试图扭

转记忆时会被激活，导致海马体齿状回

和杏仁核之间的记忆痕迹的连接会出现

改变。这些研究表明，海马体齿状回情

感记忆的痕迹，可以在有新的和语境相

关的信息或位置出现时重写，从而形成

新的情感基因。这个发现为科学家提供

了一种了解情感记忆如何能够被操纵的

途径，同时也提出了在大脑回路层面更

改情感记忆的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

这项技术或许就可以治愈那些经受恐惧

症、创伤后心理紊乱

以及其他焦虑症困扰

的患者。

当然在绝大部分

时候，我们没有必要

改写糟糕的记忆。心

情低落时，喝杯咖啡

或许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如何能够

让咖啡风味更佳呢？科学家最新的研究

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9月 4
日，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在 Science

上公布了第 1份咖啡基因组草图（9月 5
日新华网）。

他们在对中果咖啡和阿拉比卡咖啡

这两种最重要的商业咖啡进行基因组测

序后发现咖啡的基因更容易生成与咖啡

的香味和苦味等密切相关的生物碱和类

黄酮。同时他们还发现咖啡中与咖啡因

合成有关的酶与茶和可可中的酶并不相

似，这说明三者的咖啡因可能是独自演

化而成。这一成果揭示了咖啡因在咖啡

中的演化历史，有助于培育风味更佳、可

抵抗气候变化与害虫的咖啡新品种。全

世界每天会消费大约 22.5亿杯咖啡，一

杯醇香的咖啡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伴侣。因此在全球咖啡类

植物的多样性出现下降趋势的大背景

下，这一成果的意义就显得更加重要。

咖啡是我们美好生活中的点缀，而

科技则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动力之

一。我们要面对生活中的不美好，同时

希望追求和获得更多的美好。随着科学

特别是医学和生物学的快速发展，人类

有理由去憧憬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文//鞠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杨书卷杨书卷））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科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世界的认识，同时也可以深刻

改变人类的生活，显微镜、发电机、计算机等等这些科学成就莫不

如此。随着医学和生物学的快速发展，我们有理由去憧憬一个更

加美好的未来。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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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如果对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学术背

景、学术传统没有深切的理解，学术对话

是很难展开的。即便把我们的学术话语

翻译过去，对方也不一定能听懂，还可能

加深误解。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 孙有中孙有中

《光明日报》[2014-09-01]

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因此从出国

的那一天起，我就想一定要回到国内。

当我知道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招聘一

个从事模式识别研究的科研人员时，就

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回国后自己有一种

前所未有的归属感、责任感和成就感。

我相信，我的事业永远在中国，因为我的

根在这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谭铁牛谭铁牛

《光明日报》[2014-09-04]

过去因为贫困，中国被称为“东亚病

夫”。现在生活好了，却成了新“富贵东

亚病夫”。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 杨宝峰杨宝峰

中国科技网 [2014-09-04]

现在我国空间站建设正在准备阶

段，货运飞船的研制就是要为空间站建

设做足准备。我国货运飞船的建设不仅

要重视飞船船体的研制，也要重视科学

应用系统的设计。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周建平周建平

《中国科学报》[2014-09-04]

当下公众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地震

预报因其高度的复杂性，目前仍是世界

性难题，还没有科学技术上的突破，也无

法做到准确预报。要加强对地震信息的

科学认识和辨别能力，不能轻信各类流

言，更不能把宝押在地震预报上。

———中国地震局原副局长—中国地震局原副局长 何永年何永年

光明网 [2014-09-03]

青山绿水也是生产力。我理想的生

态农业模式，是告别化学化主导的对抗

模式，这个模式人类尝试了半个多世纪，

证明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蒋高明蒋高明

光明网 [2014-09-01]

论文规范不仅是纯粹的技术问题。

我们思考的起点、努力走向的目标，都应

当是问题的解答、学术品位的培育以及

思想的启蒙。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教授教授 潘忠党潘忠党

《人民日报》[2014-09-01]

美国教育赋予我开放、自由、独立的

精神，中国教育则打下扎实的数学和物

理基础。新一代留美中国青年研究员传

承华人刻苦钻研精神，却缺少科学“造

反”精神和集体意识。有的年轻人眼界、

思路窄，导师指到哪才做哪，有疑问宁愿

掏出手机查Google，都不愿寻求团队帮

助。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员 杨薇杨薇

中国新闻网 [2014-09-03]

如果一个读书人、一个科学工作者、

一个知识分子，知道了自己钻研的这份

典籍、这个学科、这类知识在人类整个知

识系统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分支纷繁

复杂的相互联系的话，那么无论是从事

研究，还是表达观点，境界上就会有所提

高，进而可以破除一些盲目的崇拜，坚定

自己的志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复旦大学校长

杨玉良杨玉良

《人民日报》[2014-09-03]

中国的大学受到的限制很多，它们

需要更多的独立性，同时也需要更多地

和国外的大学交流合作。科学不能被控

制得太严格。国家和大学体制需要给科

学家足够的信任和空间，让他们去做自

己擅长和喜欢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美

国能在科学领域有那么多成就，因为他

们允许科学家保持自己独立的状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

Bertil AndersonBertil Anderson
经济观察网 [2014-09-02]

我一直主张不要把科学的地位抬得

太高，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工具，这个

工具是用来追求目标的，目标是什么

呢？就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我们用

科学这个工具来追求目标，而不是科学

本身成为我们的目标，科学本身不是目

标，科学本身是工具。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

江晓原江晓原

澎湃新闻网 [2014-09-02]

科学不仅仅是一个工具，科学同时

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维方式，这其实

对全国人民，对全国的大多数人都是有

意义的。它需要有逻辑，有证据，有理智

的一步一步探索，而且要诚实，有自我反

省，自我更新的过程，这在我们中国古代

是没有的。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饶毅饶毅

澎湃新闻网 [2014-09-02]

对于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好奇

心和求知的欲望。千变万化的大自然深

深吸引着我。此外，光有求知欲还不够，

当一个人的志愿和爱好融合到人民的事

业之中，你便体会到其乐无穷。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吴国雄吴国雄

《中国科学报》 [2014-09-05]

说起心理学，曾经有人认为如同算

命。与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相比，心理学

更加需要人们去“重塑”她。我认为研究

心理学极具挑战性。具体研究过程中，

仅有工科的底子还不够，认知心理学、神

经科学、核磁共振物理学、数学、计算机

知识都必须掌握，否则面对庞大的实验

数据我会无从下手。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杨志杨志

《中国科学报》[2014-09-01]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图片来源：光明网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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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实验室安全性遭质疑生物安全实验室安全性遭质疑
2014年以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

中心（CDC）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下

属的实验室接连发生生物安全事故，引

起了美国国会的关注，同时也进一步使

公众对美国CDC和NIH监管危险研究项

目的能力产生了质疑。作为对这几起生

物安全事故的回应，美国白宫要求由联

邦政府资助的实验室“立刻采取行动”，

列出详细的样品清单，审查安全程序。

虽然美国CDC和NIH下属的病原体

研究实验室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实验室

体系，但频发的生物安全事故让人感觉

这一实验室体系不再那么可靠。7月 16
日，CDC主任Thomas FriedenThomas Frieden在美国国会

听证会上也承认，美国联邦政府实验室

存在系统性安全问题。一连串的生物安

全事件严重刺激着人们关注生物安全的

神经，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思考生物安全

控制问题的必要性提上日程。

安全事故频发多缘管理问题

2014年 3月，美国 CDC的实验人员

在培养一种低致病性流感病毒时，意外

混入了H5N1型高致病性流感病毒；6月，

亚特兰大市CDC的一家生物防卫实验室

因为程序操作失误，没有适当将活炭疽

菌样本进行消灭；7月，NIH在马里兰郊

外的实验室发现遗忘了 60年的天花病

毒。其实生物实验室的安全性并非新话

题，早在1956年，前苏联的一个实验室中

装有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鼠脑的安瓿被

打破。事后没能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

也未彻底消毒，结果造成 24名工作人员

感染。1978年，英国伯明翰大学一个实

验室的天花病毒意外流出，导致医学摄

影师染病死亡。2011年9月，美国芝加哥

大学实验室的一名女性研究人员因为实

验室里一种用于研究的细菌而发生皮肤

感染，最终导致住院。

谈及发生在美国实验室的安全事故

问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

国科学院院士高福高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此次实验室漏洞

明显是安全责任的问题。美国有相关条

例规范实验室安全，这些事故的发生显

然是管理上的疏漏。实验室存放的病

毒，在搬家的时候才发现，这属于实验记

录不全，他们在实验室存放天花病毒，却

遭到遗漏，也属于管理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

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

究员赵国屏赵国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

则表示，安全问题的出现一部分是由于

规范存在漏洞，还有一部分是人为原因。

鉴于频发的生物安全事故，美国国

会参与了调查，并对一直以来存有争议

的“功能性获得研究”加强审查。面对功

能获得性突变实验的争论，匹兹堡大学

医学中心（UPMC）卫生安全中心主任

Thomas InglesbyThomas Inglesby和另外 16名科学家一起

组成了“剑桥工作小组”，并在 7月 14日

发布声明，呼吁缩减该类型实验数量，直

到危险能够得到更加可靠的评估。

个别事故不能否定系统安全

接连暴发的病毒泄露事故再次向人

们敲响了生物安全的警钟。美国政府顾

问团队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成

员Michael OsterholmMichael Osterholm指出所谓生物安全，

就是要关注“如何把坏分子隔离在实验

室外”，同时“避免让好同事因为疏漏和

遗忘而造成伤害”。据生物谷报道称，美

国在2013年公布的一份调查结果就曾显

示，在美国研究危险病原体且存在安全

隐患的实验室，已由 2004年的不到 400
家迅速增至到 1500家。Osterholm 还表

示，病毒实验室的安全漏洞不仅可能造

成人员伤害和社会恐慌，更可能被恐怖

分子所利用。而且CDC在调查过程中还

发现，2014年3月转送的样本被高度危险

的禽流感病毒感染，4个月之后才上报。

专家担心，病毒泄露上报不及时，更加容

易造成安全漏洞。

即便如此，赵国屏在接收采访时还

是建议媒体不要对安全问题的严重程度

进行过度的解读。在天花病毒泄漏安全

事故中，媒体喜欢用“惊现”“惊曝”这样的

字眼，他表示，生物安全方面的事情人们

已有多年积累，规范性也日臻完善，但这

里面仍会出现一些遗漏、疏忽和错误，也

是“正常”的现象。同时他认为生物安全

事故的发生不能简单地从事件上否定总

体上的系统安全，“没有绝对的安全，但是

不能因为没有，就不把安全问题作为一个

重要的事情放在一个领导者或者负责人

每天的工作中，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Inglesby也对媒体表示，过去几年一

直在进行的实验室安全问题讨论让人信

心满满，以至于让你觉得实验室事故是

不可能发生的。但这是不正确的，每个

人都应该认识到，人是会犯错误的。世

界上不存在所谓的完美系统。

高危实验样品审查力度有待加强

在美国实验室相继暴发生物安全事

故之后，专家们开始呼吁在各相关机构

建立更加严格的安全规范。

8月 28日，Science报道称，CDC已经

宣布将全面改革提高安全标准，白宫科

技政策办公室（OSTP）制定的备忘录旨在

让各机构最大限度地吸取事故教训。白

宫提出要求，在30天之内，所有正在转运

或研究植物、动物传染性病原体或有毒

物质的联邦实验室均被要求“安全停

工”。但“停工”并不是停止所有正在研

究的工作，这次审查大约持续几天时间，

以便研究和临床工作不会受到严重影

响。另外，实验室还应该立即检查样本

情况，核实其传染源和有毒物质可能会

造成潜在伤害，确保所有样本均登记在

册。

对于白宫发布的OSTP备忘录，美国

微生物学会（ASM）表示，他们会积极配合

确保实验安全。8月25日，ASM要求其成

员检查冷冻库贮藏的物品。Inglesby也
对这一备忘录十分推崇，他认为，该备忘

录是一次积极的进展，能促进大量提高

实验安全的活动。

但美国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

Richard EbrightRichard Ebright却对这一备忘录的功能

产生了怀疑，他表示，该备忘录的作用其

实非常有限。因为很多安全隐患出现在

学校或非联邦资助的实验室，而OSTP备

忘录不太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备忘

录的审查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文//祝叶华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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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 8月 26—28日，由中国科协常委会

女科技工作者专委会主办，中国女科技

工作者协会、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承

办，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固原市科协

协办的“女科学家走基层——宁夏行”

活动在银川、固原两地展开。来自国家

海洋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兵器科学研

究院、中国海军装备研究院、中国医学

科学院、复旦大学等单位的10余名优秀

女科学家代表和一批特邀专家，在当地

开展科普报告、学习调研、技术讲座等

服务基层的实践活动，受到热烈欢迎。

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 [2014-09-08]

中国科协发布《科技工作者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议书》

9月2日，中国科协在中国科技会堂

举行“科技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座谈会，会议围绕科技界如何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了讨论。中国科协

党组书记尚勇尚勇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会议

由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王春

法法主持，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中国科技馆

馆长束为束为出席座谈会。中国科学院院士

欧阳自远欧阳自远、王乃彦王乃彦、刘嘉麒刘嘉麒，中国工程院

院士刘德培刘德培，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刘恕刘恕，北

京大学教授饶毅饶毅等科技界代表联系科技

工作实际和日常生活，从不同角度就如

何学习好、宣传好、践行好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谈了体会和意见，并建议进一步

凝练形成科技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相关共识。9月4日，中国科协在北

京发布《科技工作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倡议书》，倡议科技工作者努力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2014-09-04]
冯长根专题询问提升

社会组织承接能力

8月 3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组会

议，结合审议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情况的

报告进行专题询问。专题询问中，中国

科协副主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冯长根冯长根就政府有关部门对于培育社会

组织的能力有何种举措、对部分社会组

织存在行政化倾向严重的“二政府”问题

采取何种举措纠正等提出询问。民政部

部长李立国李立国表示，目前，我国依法登记的

社会组织有56万多个，其中行业协会、商

会7万多个，但在能力建设和作用发挥上

都有提高空间。下一步，“政府部门不仅

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

中把更多的辅助性、事务性职能转移给社

会组织，而且还要通过年度检查、定期评

估和行业指导、监管，来帮助社会组织不

断提高能力，使社会组织在我国的经济社

会发展中更多、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4-09-02]
中国盐城·第四届沿海发展

人才峰会举办

8月28—30日，中国盐城·第四届沿

海发展人才峰会在上海市举办。中国科

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陈章良出席并讲

话。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近 1000 人参

会。陈章良指出，中国科协自2004年联

合海外35个科技团体共同启动了“海外

智力为国服务行动计划”，至今全国共建

成44个“海智”工作基地，与88个海外科

技团体建立长期联系，引进国（境）外专

家约15万余人次。他表示，中国科协“海

智计划”办公室将加强与盐城的密切联

系，根据需求大力举荐、帮助引进创新创

业人才，为盐城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此

次峰会共签约引进高层次人才419名，其

中新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13名、长

江学者2名；引进高层次人才创业项目51
个，其中国家“千人计划”创业项目5个。

江苏省科协 [2014-09-08]
李静海当选

国际科学理事会副主席

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第三十一届

全体大会于8月 31日至 9月 4日在新西

兰奥克兰召开。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

处书记张勤张勤率中国科协代表团出席此次

大会，代表团成员由在 ICSU系统任职的

专家代表组成。经英国皇家学会、中国

科协联合提名，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

学院副院长李静海李静海此次参加 ICSU副主

席职位的竞选。9月 3日，经 ICSU全体

成员两轮投票，李静海成功当选 ICSU副

主席，主管科学计划与评估，任期为

2014—2017年。ICSU1931年在比利时

布鲁塞尔成立，是世界最大的国际学术

组织之一。

中国科协国际联络部 [2014-09-04]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举行

9月 2日，由中国科协、中国国际光

电博览会组委会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国

际光电博览会暨中国智慧城市创新产业

大会在深圳开幕。本届博览会主题是

“光引未来 智慧中国”，3000余家海内外

光电企业齐聚，展示目前产业最为领先

的潮流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中国科协

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邓中翰在开幕

式致辞中指出：随着国家对宽带中国、节

能减排、新兴光学转型等产业的大力扶

持和积极推动，中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得

到迅猛发展。而近年来智慧城市发展掀

起热潮，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智慧城市

建设纳入长期发展战略。本届博览会在

充分调研各地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上，

聚焦智慧城市创新发展，探寻智能建设

新思路。作为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的主

办机构，中国科协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

国光电事业发展。

中国科协办公厅 [2014-09-04]
中国抗癌协会

成立30周年座谈会召开

8月29日，中国癌症防控战略研讨会

暨中国抗癌协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在天

津举行。来自全国120余名早期参加协

会的肿瘤专家及协会历届常务理事、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参会。中国科协党组

成员、书记处书记沈爱民沈爱民，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天津市肿瘤研

究所所长郝希山郝希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协和

医科大学原校长巴德年巴德年，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医学科

学院副院长詹启敏詹启敏等出席会议。郝希山

回顾了中国抗癌协会30年道路，巴德年

对中国癌症防控战略发表了见解，詹启敏

分析了世界与我国癌症流行趋势及防控

现状，提出了我国癌症防控的指导原则、

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大会还表彰了吴吴

孟超孟超、汤钊猷汤钊猷、孙燕孙燕等34位为中国抗癌协

会发展和抗癌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

学者。 中国抗癌协会 [2014-09-05]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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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推介·

转基因食物与预警原则在欧洲的应用转基因食物与预警原则在欧洲的应用（（II））

英国食品和农业事务部（DEFRA）认

为，转基因技术是英国农业保持“生机活

力”的必要技术之一。而目前欧盟对转

基因食物所采用的“预警原则”受到质

疑，人们认为这项原则阻碍了转基因技

术的发展，况且欧盟委员会的报告中并

未发现证据表明，转基因有机体导致更

高的环境和食品饲料安全风险（图1）。

因此，英国议会启动了一个咨询项

目，来探讨欧盟的限制性原则是否正在

阻碍英国的科学竞争力，并且通过转基

因食物在安全性方面的证据，来讨论这

些原则是否仍旧适合目前的发展趋势。

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主席Andrew MillerAndrew Miller认
为：

“转基因技术可能会提供更高的产

量，但更应该关注这一技术由于滥用预

防原则而被抑制。”

“通过本项调查，我们会看这种限制

是否会阻碍英国科研竞争力，及采用现

有证据评估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是否恰

当。”

在咨询项目中，提出了 6个主要问

题，希望得到各个协会组织的解读给出

更好的发展方向。英国皇家学会作为英

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团体之一，也向政

府提出了自己的议案。

在2009年的报告《收割利益》中，英

国皇家学会强调，在全球农业中迫切需

求“可持续集约化”发展，这就要求在不

具有负面环境影响，不占用更多耕地的

情况下实现粮食增产。报告认为，农业

的可持续集约化发展要求以“利大于弊”

作为科学研究的立足点，探讨技术和方

法的实施，而这之中就包括转基因技

术。应该从整体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

等多角度进行考虑，以实行多元化发

展。农作物管理和农业实践科学在跨越

食品安全的挑战中具有关键的地位。

报告提议，农业创新的监管应使作

物增产的机会得到最大化，同时防范预

料之外的负面影响。扩大获益、风险和

不确定性的评估范围，涵盖新技术与新

实践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与此同

时，更应该考虑当不采区监管措施时可

能产生的风险和获益。在制定监管框架

时应融合公众的建议，而不是仅考虑利

益方的利益。英国皇家学会认为，关于

转基因的讨论重点不应局限于某项特定

技术的安全性，而应拓展至与转基因相

关的评估，即如何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和

具有恢复力的农业系统。对农业创新来

说，无论作物如何生产，都应该逐个进行

评估，而不是根据生产的方法来进行判

断。无论何时作出具有科学依据的政策

决定时，都应该具有透明度。这些决策

除了科学证据之外，还应考虑到道德和

政治价值，每项决策背后的依据都应清

晰明了，同时科学证据和政治考量应该

有明确的区分。

英国皇家学会与其他欧洲学术机构

紧密合作以寻求跨越一些具有国际性的

挑战。2013年，欧洲科学院科学咨询理

事会（EASAC）发表了报告《耕种未来：可

持续农业中转基因技术的机遇和挑战》，

考察了欧洲范围内法规和转基因技术的

使用，并与全球其他地区进行对比。英

国皇家学会是EASAC中的一员，在提出

议案回答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时，引用了

该报告中的内容作为论据，解读现行法

规存在的相关问题，包括人用转基因植

物培养的相关法规及食物链中源于转基

因有机体相关产品的法规。当然，转基

因作物对其他领域也同样重要，如动物

粮食的生产和生物燃料等，针对这些问

题，英国皇家学会也给出了相应的意见。

针对委员会问题的回答：

1) 欧盟和英国用来评估转基因食物

安全性的现行法规是否合适？如认为不

合适，为什么？

当前的政策框架依据作物的生产方

法（比如使用重组DNA技术）而不是新颖

性（比如新的表型性状）来规定有机体在

农业中使用。然而，农作物中新性状的

引入可以通过若干方法实现，这包括且

不限于常规选种和基因修饰。其中一些

途径相较其他而言被规定得更为严格，

即使没有证据证明当前立法定义下的转

基因方法比其他限制更少的方法会带来

更多的危险因素。

这种基于工艺来制定的法规有失偏

颇，因为相同的表型性状，例如对某除草

剂的抗性，有可能落在也可能不落在法

规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需要判断出带

来的风险），这取决于该性状引入的方

法。而且，技术的进步快过法规，基于工

艺的法规无法捕捉到这些新兴技术，导

致管制和非管制技术之间的明显分隔，

这就很难从风险评估的角度去评判。英

国皇家学会认为，一个更加有效的法规

体系应该将重点从作物的生产方法迁移

至作物品性状的引入，正如加拿大等国

家的运作模式一样。这样的系统对新技

术的引入更具弹性，更能带来环境保护

和食品安全。它可以应用于具有新性状

的所有作物，比现在单独针对转基因品

种的法规来说，减少了繁琐程度。

此外，现行法规只着眼于某些技术

带来的损害和风险。但是，这并未考虑

实施这些技术的潜在获益，以及不实施

可能带来的损害和风险。完备的法规应

该同时包括潜在风险和潜在获益的评

估，并考虑到这两项评估的不确定性。

（（编译编译 田恬田恬））

图1 转基因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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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京津地区的生态补偿与生态协同机制环京津地区的生态补偿与生态协同机制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文//梁昊光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本栏目专门刊登就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国

内外科技工作者投稿。

·科技工作大家谈·

环京津地区包括北京、天津2个直辖市以及河北省的唐山、
保定、廊坊、秦皇岛、沧州、张家口和承德7个地级市，面积16.88
万 km2，占全国的 1.76%；人口 6370万，占全国的 4.92%；2013
年度GDP总值为57261.21亿元，占全国的10.1%；地均GDP为
3393万元/km2，是全国均值的 4.35倍。根据世界银行 2012年
的区域经济测度，京津冀城市群位列全球第十大城市群。由于
该地区具有良好的港口群、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和密集的智力
资源，这里也是中国北方的外向型经济中心和现代服务业及知
识产业中心。环京津区域的生态失衡产生根源之一是受到“区
域性贫困导致掠夺性资源开发”引发生态恶化；而恶化了的生态
环境，又是导致区域性生态失衡的重要根源。探寻区域的生态
补偿与生态协同显得至关重要。
1 环京津地区的生态系统恶化原因分析

环京津带位于内蒙高原与华北平原过渡带，属半干旱和半
湿润过渡气候带和农牧交错地带，环京津带区内明显划分为高
原、山地、丘陵和盆地4种类型，并被永定河、潮白河、滦河、拒马
河切割得支离破碎。环京津带是众多城市的上风上水位置，是
京津冀平原地区的生态屏障、城市供水源头、风沙源重点治理
区。京津冀都市圈生态安全的重大问题主要有：资源型水资源
紧缺和超量利用的生态问题；气候干旱与土地过度开发问题；人
口密集与代谢需求问题；GDP承载与环境保护力度不协调的问
题。其主要产生原因如下：

1）自然因素恶劣
环京津贫困带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是极易遭受人为破坏

并且难以得到恢复的地区。区内广泛分布移动和半移动沙丘、
沙滩、坡蚀和沟蚀严重的黄土区，超强垦殖形成的退化草场和林
地，难以开发利用的石质山地和岗坡，遍布全区的风口和风道，
干枯断流的河床和山泉，适应人类合理开发利用的土地不足总
土地面积的30%。

2）资源条件严重超采和退化
长期超强开发和垦殖，导致区内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

自然资源全部动用，并呈持续退化状态。区内的水资源主要是
永定河、潮白河、滦河、拒马河等4条河流的地表水，开发利用程
度高达95%以上，即使是丰水年也无河水入海。平原河段全部
干枯断流，桑干河册田水库以下已经干枯断流10余年。由于地
表水资源超强度开发，区内已经到了无水可采，上下游严重争水
的局面，并且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大，呈现出有水皆污的状态。现
有耕地中，绝大部分是旱涝难保收的中低产田，水浇地和基本旱
作农田只占耕地面积的25%；现有草场中，绝大部分是严重退化
草场，人工草场和得到人工保护利用的草场只占草场总面积的
8%。

3）水资源危机与水文地质灾害
据水利部测算，1956—1998年间京津冀都市圈依赖的海河

流域（总面积 31.82万 km2）的年平均总水资源量为 372亿m3。
多年平均的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为298 m3，属资源型区域性缺水
区。张家口、承德2市多年来一直通过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引滦
工程等保证京津2市的用水，致使河北省用水更加困难，不得不
超量开发利用，形成了水资源的恶性循环，引发了河流干涸、地
下水位漏斗群生、湿地减少，海口淤积、地面下沉、地裂、海水内
浸等一系列生态环境安全问题，严重影响到京津冀都市经济圈
的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的正常生活。

4）自然生态空间碎片化明显
近年来区域基础设施、城市扩张及农村蔓延及厂矿等建设

用地增长，占用了大量耕地，在耕地占补平衡的压力下，在山区

进行了大量的开荒垦殖，导致了生态用地的大量蚕食。其结果
是生态用地的斑块化、碎裂化加剧，生态服务功能下降。在大面
积的垦殖中，原有条件较好的仍保留有一定比例的原生态森林
成为区内主要的自然保护对象，但由于区内整体环境质量的下
降，人工种植的林种单一，使区内森林植被单一化趋势明显，自
然保护区成为局部的孤立片段，成为了被人工化空间包围下的
孤岛。自然保护区小而分散，急需形成保护区连续空间，整体保
护。
2 生态补偿与生态协同的区域合作机制

北京—张承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合作的机制包括3个层
面：国家、区域、地方层面。国家层面是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
法规，完善有利于区域利益转移与合作的区域政策，建立流域管
理委员会，成立生态环境保护基金；区域层面建立北京—冀北流
域管理机构，属于国家级流域管理委员会的分支，组建本流域的
环境保护区域合作基金；就地方政府而言，从生态补偿、对口支
援和经济合作3个角度，来促进地方和区域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

1）生态补偿区域合作原则
区域合作的研究就是要将补偿与合作的问题固定化和制度

化。张承地区是生态保护者和建设者，北京、天津是生态保护成
果的受益者，二者的责任与义务通过生态环境区域合作机制来
确立。由于生态保护是具有很强外部经济效应的活动，因此在
坚持污染者付费原则（PPP）基础上，还要坚持使用者付费（UPP）
及受益者付费（BPP）等原则。针对上游地区发展水平不高而下
游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的情况，UPP原则和BPP原则更为适用：而
区域经济合作可使生态保护区经济得到发展并提升其自力补偿
的能力。

2）生态环境区域合作机制
通过流域区内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实现生态保护外部效应

的内部化，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地区支付相应的费用，使生态
建设地区得到合理回报，是激励公共产品的足额供给和实现生
态资本增殖的一种经济制度安排。从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合作的
新态势和区域水资源严峻形势角度看，上游生态建设的需求一
般来源于本地区的利益考虑，如缺乏来自下游地区的补偿，上游
地区则缺少为环境建设投资的激励。对处于下游地区的北京、
天津来说，转移支付只能是短期行为。从长期决策角度看，下游
地区将各种税收汇总的财政收入用于上游地区的污染治理补偿
缺乏合理的经济基础，更合理的经济来源是下游各用户为水资
源的环境价值所支付的使用费及为污染排放许可所支付的排污
费收入。下游地区可通过人力资源、技术以及商业投资的方式
换取上游地区在生态环境上的投入。对北京、天津与河北省的
张承地区而言，要解决“北京要生态，张承要发展”问题，补偿机
制是区域合作的基础。张承地区为保护北京的水环境和空气质
量作出了很多牺牲，经济落后，又背上保护生态环境的重任，如
不对其合理地补偿，环境保护和建设将是无源之水。（本项目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127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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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亮点·

土壤大气甲烷氧化菌研究进展

土壤微生物催化是大气中痕

量甲烷（约 1.8 ppmv）氧化的唯

一生物途径。目前的研究表明好

氧土壤中存在专性和选择性大气

甲烷氧化菌2种类型。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的蔡元锋蔡元锋和贾仲君贾仲君对2类大气甲

烷氧化菌的发现历程及其可能的

生存策略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研究人员系统介绍了几种关

键的环境因子（土壤温度及湿度、土壤pH、植被、土地利用

及氮输入）对大气甲烷氧化菌群落结构和甲烷氧化活性的

影响，并对土壤大气甲烷氧化菌的重要研究方向进行了展

望。

《微生物学报》[2014-08-04]
推荐人：《微生物学报》，张晓丽

中国月平均气温可预报性的时空特征
及其年代际变化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李维京李维京等利用中国1960~2011年资料比较完

整的518站逐日气温观测资料，采用非线性局部Lyapunov指数（NLLE）
和非线性误差增长理论，定量分析了中国区域月时间尺度平均气温可预

报性期限（MTPL）的时空分布和年代际变化特征。

分析发现：多年平均的MTPL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总体

来看，东北大部、云南西南部和西北地区东部为

可预报性高值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及黄淮流域

为可预报性低值区；MTPL在各月份的空间分布

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总体上表现为冬半年可

预报性较低，而夏半年较高；MTPL还具有明显

的年代际变化特征。就全国而言，从1970年以

来，MTPL具有上升的趋势，在2000年前后出现

下降的趋势，尤其是东北地区在1986年之后可

预报性显著提高。西北、黄淮、东北MTPL的年

代际变化可能与气温的持续性有关。

《科学通报》[2014-09-03]

改善复杂形状的热成形先进
高强钢汽车结构件成形性的
工艺开发和机理分析

大连理工大学常常

颖颖等针对具有形状要

求 的 先 进 高 强 钢

（AHSS）汽车结构件

热成形时经常发生破

裂现象，从其各处分

布的不同应力方式对

样件微观结构、厚度

分布和力学性能影响作用存在差异的角

度分析。利用高速加热炉、急冷处理室

和带有冷却水道模具的一体化实验设

备，通过在冲压前设计急冷处理新方法，

即由现有工艺的奥氏体化后直接冲压成

形，转变成先经急冷处理，然后到 700℃
左右成形，其目的是：使得样件上以拉应

力为主的加载区，因具有较好硬化指数n
值而获得较好成形性；以压应力为主的

某些抑制马氏体相变区域，因提前的急

冷处理而在微观奥氏体母相中增加马氏

体新相形核的几率，获得致密的组织结

构，以改善强韧性。

实验证明，通过冲压前的急冷处理，

样件更为完整，未出现开裂现象；微观具

有明显细化的马氏体排列形态；宏观硬

度分布均匀，且都在 460 Hv以上，能够

满足高强度、高韧性的性能要求。从而

验证了该急冷方法的科学有效，并突破

了国内现有热成形AHSS易开裂的瓶颈

问题。

《中国科学：技术科学》[2014-08-25]

不同防老剂对天然橡胶复合
材料P-V-T关系的影响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燕楠燕楠等采用PVT膨胀仪测试了添加不同

防老剂的天然橡胶（NR）复合材料的压

力-体积-温度（P-V-T）属性，并通过最

小二乘法拟合得到Tait方程参数，预测了

体系的热膨胀系数（α）和等温压缩系数

（β）。

结果表明，Tait状态

方程可用来预测该复合

材料体系的 P-V-T 行

为，NR复合材料的α值

随着压力的增大而减

小，随温度变化不明显；

β值随压力的增大而减

小，且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分子模

拟结果观察了体系凝聚态结构在不同温

度下的变化，表明其变化原因是升温使

体系自由体积增大，分子链的活动性增

强，同时观察到单独加入防老剂4010NA
或防老剂RD的体系α和β的值较大，说明

其尺寸稳定性差，而当同时加入4010NA
和RD进行防老剂并用时，体系的α和β值
均较小，表明此复合材料体系不容易产

生变形；通过分子动力学模拟手段计算

了NR复合材料的内聚能密度（CED）随

温度的变化规律，对于2种防老剂并用的

体系，其CED比较大，说明分子间相互作

用力较强，从而体系尺寸稳定性好，受温

度和压力的影响小。

《高分子学报》[2014-09-20]

无线MEMS传感系统在燃气
轮机等恶劣环境下的应用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阮勇阮勇等对燃气

轮机工作过程中各项环境参数（如温度、

压力等）进行了实时监测，进一步完善和

优化了燃气轮机结构、提高效率、减少排

放和降低维护费用。

基于微机电系统（MEMS）技术的传

感系统在高温、高压等恶劣环境下具有

无可比拟的应用优势，特别是在恶劣工

作条件下以燃气轮机为代表的大型机电

设备的各项环境参数监测中，应用潜力

巨大。研究人员对燃气轮机等恶劣环境

下的传感技术、无线

信号传输技术及 SiC
无线 MEMS 传感系

统实现方案进行了综

合介绍、评述和讨论，

并对无线 MEMS 传

感系统在燃气轮机等

恶劣环境下的应用进

行了展望。 《航空学报》[2014-08-25]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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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期刊亮点·

破译油菜多倍体基因组

纠缠光子拍出“薛定谔猫”悖论

照片
奥地利物理学家设

计出一种新奇方法，无

需光与拍摄目标相互作

用，利用量子效应也能

拍出照片。相关论文发

表在 8 月 28 日的出版

的Nature上。

量子成像要用成对光子，也就是纠

缠的“孪生光子”，其中一个光子的量子

态会与另一个连在一起。一个光子以某

种概率通过拍摄目标，另一个则进入探

测仪。但进入探测仪的光子却“知道”它

孪生兄弟的命运，研究人员就是根据它

“知道”的情况构建出图像来。这种技术

的一个优点就是，2个光子的能量不一定

要相同，这意味着接触目标的光与检测

信息用的光可以有颜色差异。

研究人员拍了一张几毫米宽的镂空

猫图样，还有几张蚀刻在硅片上的其他

图样。他们通过摄像机无法检测到的光

波长来探测到了图形。该研究负责人、

奥地利科学院物理学家Anton ZeilingerAnton Zeilinger
说“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量子成像确实

起作用的证据。”

《科技日报》[2014-08-29]

自闭症或与大脑突触过多有关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项新研究发

现，与正常人相比，自闭症儿童及青少年

的大脑内存在过多“突触”，一旦用药物

消除这些多余突触，实验动物自闭症行

为便可有所改善。这一研究成果发表于

9月3日出版的Neuron上。

实验人员在研究中分析了26个自闭

症患者的大脑额叶组织，这些患者年龄在

2~20岁之间，他们大多因溺水、车祸或噎

食等非自闭症原因死亡，另有22个源自

正常人的大脑额叶组织作为对照组。

研究结果显示，在

儿童时代后期，正常人

对照组的大脑突触密

度下降了约一半，而自

闭症大脑的突触密度

只下降了16%，这说明

自闭症患者的大脑皮

层中存在过量神经元突触。该研究还发

现，在自闭症患者大脑皮层的兴奋性神

经元中，一种名为mTOR的蛋白激酶被

过度激活，结果受mTOR抑制的细胞自

噬过程受到阻断。利用患有自闭症的小

鼠开展的实验也证实，mTOR蛋白激酶

被过度激活可抑制细胞自噬过程，从而

导致突触的剔除过程受阻，最终造成自

闭症的行为。 新华网 [2014-08-27]

鲸鱼数量反弹有益海洋生态系统
大型鲸鱼数量的增加对保持海洋环

境健康十分主要。一项发表在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9月刊

中的新研究表明，须鲸和抹香鲸数量的

回弹有助于强健全球海洋生物网。

研究显示，在鲸鱼锐减后，磷虾种群

数量保持不变，甚至出现下滑。研究人

员推断，鲸鱼会为磷虾和其他位于食物

网底端的生物提供营养盐。同时鲸鱼也

能够使整个海洋的营养盐均衡分布。使

用历史和当前鲸鱼种群数据进行分析

后，该研究小组预测，鲸鱼数量回升将增

加某些亚热带水域浮游植物的产量，使

其生产率比目前高 15%。另外，研究人

员还指出，对于海洋生态另一个被低估

的奖赏是这种动物死

后为深海生态系统提

供的丰富有机物。一

头 40 t的灰鲸死后为

海底生态群落提供的

碳，相当于正常岩屑

和营养循环 2000 多

年的产量。

《中国科学报》[2014-08-25]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等多个国内外相关机构通过合作首次完成了甘蓝型油菜的基因组测

序工作。相关成果8月22日发表于Science上。

研究发现，甘蓝型冬油菜基因组至少包含10多万个蛋白编码基因，为至今测序的植物种中基因数最多

的物种。借助与亲本种甘蓝和白菜基因组的比较，科学家发现，该基因组进化的突出特点是2个亚基因组

（A和C）存在广泛的、相互的基因或DNA序列置换。

据该项目技术负责人之一、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刘胜毅刘胜毅介绍，甘蓝型油菜及其祖先种中的

多次基因组加倍事件，为研究植物多倍体基因组进化提供了极好的材料。下一步将重点从基因组角度，探

讨该多倍体的协调进化规律及其对性状形成的影响和多倍体优势形成机制。

《中国科学报》[2014-09-03]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施一公施一公课题组通过大量系统的生化分析发现并证实了决定抗酸系统3的膜转运蛋白

AdiC的pH感受器，即其启动“开关”——蛋白上的第74位酪氨酸。这一成果8月19日在线发表于PNAS上。

研究者们通过分析AdiC蛋白的结构信息，结合体外的底物转运实验，在近100个可能的位点上鉴定出了

决定转运工作开关的这一核心氨基酸。正常的AdiC在pH降到6.5以下才开始工作，在大于pH6.5的环境下

关闭转运活性；在将此氨基酸“移除”的突变体上，AdiC蛋白的转运不再受到环境酸碱度的影响，在一定酸碱

度范围内处于始终有活性的状态。研究者还揭示了第74位酪氨酸如何控制蛋白感受酸碱度变化并调节活性

的分子机理，通过氨基酸残基替换的比较研究，证实了这一过程是通过正电荷-π键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这种

非常规氢键的键合作用是首次在蛋白感受外界环境酸碱度的过程中被发现。 清华大学 [2014-08-20]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发现证实决定抗酸系统3膜转运蛋白Adic的PH感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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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国之方略的考量国之方略的考量
———评—评《《主要沿海国家的海洋战略研究主要沿海国家的海洋战略研究》》

李双建主编。海洋出版社，2014年 5
月第1版，定价：80.00。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苏勤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海洋出版社，编辑。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尹传红，电子信箱：asimov@
126.com。

中国是海陆兼备的大国，自古以来

就与海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海洋

的开发利用由来已久，也曾拥有发达的

造船技术和先进的航海技术，更出现过

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和郑和七下西洋的辉

煌壮举。在历史的长河中，出现过许多

大国和强国，走向海洋是这些国家共同

的国家战略。随着陆地资源的日趋短缺

和环境瓶颈的日益凸显，海洋对人类生

存和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增大。遗憾的

是，从放大的历史时空角度看，近代中国

海洋意识不强、海权思想薄弱，缺乏从战

略高度上认识海洋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系，致使国家错过了3次历史性发展

机遇：一是15世纪人类走向海洋、实现海

洋强国的机遇，在这次机遇中，通过拓展

海外空间、利用海外资源，多个欧洲国家

先后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二是18世纪工

业革命所带来的机遇，使得西方国家纷

纷利用海洋运输和贸易，走上了现代化

道路；三是市场经济兴起所带来的发展

机遇，借此机遇，通过海洋开发和产业发

展，利用海洋桥梁纽带作用，使二战后一

批新兴国家成功实现了民族复兴和国家

崛起。中国不赞成、也不会走上海上霸

权、海外殖民道路，但西方国家依海而

兴、依海而强的历史，却值得借鉴。

古希腊海洋学者地米斯托克利早就

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

切”。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

次伐兵，其下攻城”。大国间的海洋战略

博弈，比的是智慧和谋略。因此，解析世

界主要沿海国家海洋战略的内容和特

点，揭示其对全球和中国海洋事务的影

响，是中国制定海洋发展战略之所启，也

是维护海洋权益和海洋利益之所需。如

何制定新时期我国海洋发展战略，建设

海洋强国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什么，目

前各方的看法还不尽一致，还处在百家

争鸣阶段。海洋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

版的《主要沿海国家的海洋战略研究》一

书可谓应时而出。该书由青年学者李双

建主编，追溯了海洋战略的理论根源和

海上强国更迭的历史逻辑，客观描述和

评价了当前国际海洋发展的基本态势，

对欧美及与我相邻国的海洋战略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透视，梳理了这些国家海洋

战略的基本脉络，并对我国海洋战略的

基本思路进行了探讨。这些成果对理解

相关国家海洋发展情况，进而思考我国

海洋发展战略问题、服务海洋强国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全书不仅以大量笔墨较为系统地阐

述了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英、法、俄、日

等13个主要沿海国家的海洋战略演变过

程和基本特征，作者还基于对海权研究

和地缘政治的理解，重点剖析了对中国

拓展发展空间具有重要影响的两大区域

——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总体形势和主

要国家在区域内的战略博弈，并指出中

国的战略利益重点所在。最后从世情国

情出发，构建了中国海洋战略的基本框

架和政策建议。

诚然，《主要沿海国家的海洋战略研

究》一书有些观点和立论尚待商榷，然而

作者对国际国内海洋战略问题的研究和

理解确有独到之处。更加令人欣慰的

是，从中可体现出青年学者对海洋战略

理论研究的执着和对国家前途、民族命

运的关切。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海洋工作，国家海洋事业得到长

足发展，结束了我国有海无防历史，彻底

洗刷了中国近代遭受西方列强来自海上

侵略和蹂躏的屈辱的历史。特别是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很好地抓住了经

济全球化的浪潮，基本补齐了工业革命

和市场经济这两个发展阶段，经济社会

实现了跨越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和“世界工厂”，同时也使我国经济形

态和格局呈现出前所未有“依海”特征：

一是我国经济已是高度依赖海洋的开放

型经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经济

形态将长期存在并不断深化；二是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形成了大进大出、两头在海的经济格

局。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

效以来，新的国际海洋秩序渐趋成型，沿

海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并调整、制定新的

海洋政策，加强对海洋的控制、占有和利

用，以实现海洋利益最大化。在世界多

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随着中国深

度融入世界，海洋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中的地位愈加突出。沿海国家重构海

洋战略对我国海洋事业和海洋经济发

展，乃至国际海洋发展形势都将产生深

刻影响。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

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

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

益，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任务。

《主要沿海国家的海洋战略研究》一

书是在党的十八大作出建设海洋强国的

重大部署的背景下编辑出版的，契合了

新时期、新形势下海洋软科学研究的实

际需要。该书对“两洋”地缘政治和国别

海洋战略的分析，以及现代海洋发展观

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研究制定

中国海洋战略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和借

鉴。

相对于海洋调查和科学研究而言，

我国的海洋软科学研究起步较晚，尚是

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该书不仅为读者阐

释了沿海国家海洋战略演变的基本脉

络，而且拓宽了研究视野，将《主要沿海

国家的海洋战略研究》一书介绍给广大

读者、相关专业学者和专家，希望营造百

花齐放的海洋战略研究气氛，有力推动

我国海洋软科学研究工作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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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推介·

击败癌症：与曾治愈过癌症的医生

们访谈·如何防范于未然

[美] Suzanne Somers，陈文，陈薇 著，郑瑞

珍，邹亚芬，陈大元 译。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4年第1版，定价：69.00元。

本书作者是一位癌症幸存者，她旗

帜鲜明地反对当今癌症治疗中所倡导的

“把癌细胞整体清除掉”的观念及采用手

术、放疗、化疗一起上的这种给患者造成

极大伤害的治疗模式。书中通过采访十

几位曾经成功治愈癌症患者的医生和专

家，展示他们各自成功的、独特的非传统

疗法；告诫患者面对癌症时要冷静分析；

书中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癌症治疗方

法；提出重要的治疗癌症的原则：不用有

害健康的毒药和致残的根除手术，避开

环境和食物中的毒素，排除体内的毒素；

强调个性化治疗，通过调整饮食、增加营

养和各种添加剂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和自

愈力；本书提供了丰富的抗癌与防癌的

科学建议，包括如何养生、保健等降低肿

瘤复发的风险和防范癌症于未然的科学

方法。本书是肿瘤患者及其家属的良师

挚友，也是抗癌战线上的科研人员和医

务人员（包括传统治疗和非传统治疗的）

的良师和挚友。

癌症，别急着开刀

[加] 近藤诚 著，小张岩 译。海南出版

社，2014年3月第1版，定价：32.00元。

日本医生近藤诚认为，即使是癌细胞

也与正常细胞一样，有很多共同的性质与

机能，对患者来说，癌细胞并不是异物，它

依然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手术在切除癌

细胞的同时，也给患者带来了很多痛苦，

大大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会加速

患者死亡。用放化疗或者抗癌药歼灭癌

细胞效果有限，能用抗癌药治好的癌症不

到10种。近藤诚用医学界认可的科学方

式揭开了医界极力“隐瞒”的种种关于癌

症的事实，破解一般大众对癌症的错误认

识，提出与癌共生，也许才是正确的道路，

才能让患者活得更自在长久。

第6次大灭绝——人类能挺过去吗

[美] Annalee Newitz 著，徐洪河，蒋青

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 8月

第1版，定价：30.00元。

该书用生动的笔触、科学的事实回

答了人类关注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第6
次大灭绝会发生吗？地球此前已经经历

过 5次大灭绝，第 6次大灭绝必将会发

生，这是无法逃脱的自然规律。二是对

于即将到来的第6次大灭绝，人类将何去

何从？作者从地质历史时期的化石生物

故事开始讲起，追溯生命如何度过一次

次生物大灭绝，以及人类走出非洲的艰

难历程，探讨如何运用科学技术和人类

的智慧，应对即将到来的种种灾难，最后

带领读者展望人类的未来。从5次大灭

绝中幸存物种的身上借鉴经验，运用科

学技术和人类的智慧，展望未来。本书

是对人类命运进行的深刻思考，观点新

颖，内容丰富、有趣，阅读本书，相信会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

纳米化学：纳米材料的化学途径
[加] Ozin G. A.等著，陈铁红 译。 科学出

版社，2014年8月第1版，定价：120.00元。

本书从化学的视角描述纳米科学的

基本原理，具备足够的广度和深度，而在

两者之间又更注重其广度，力图化繁为

简、全面合理地展现纳米科技领域。每

章的最后都附有一些没有明确答案的思

考题，希望为读者解决自己研究领域中

的问题提供灵感，指引方向。主要内容

包括纳米化学原理、化学图案化与软印

刷技术、层层自组装、纳米材料的制备及

组装、胶体晶体、微孔与介孔材料的自组

装合成、嵌段共聚物的自组装、生物材料

及仿生合成等方面的内容。

食品营养分析与检测★

于志伟 袁静宇 著。海洋出版社，2014年

3月第1版，定价：42.00元。

本书主要包括实验室基础知识、食

品理化指标检测、食品中营养成分检测、

营养标签检测、食品中微生物检测、食品

添加剂的检测、食品安全卫生检测，并在

附录部分编入了食品检验工历年中高级

考试题，教师可选择相关内容对学生进

行训练。同时依据食品检测国标要求配

套相应的技能训练，每个模块技能训练

后都配有相应的操作标准及评分表，适

应教师在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工学结合”

教学理念的指导下，采用案例教学、项目

教学等方法进行教学。适用范围：高等

职业教育院校食品类各专业教材，还可

作为食品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及相关

人员的培训教材。

注：带★图书可联系本刊发行部惠购。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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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神经胶质细胞真的能生成牙齿吗

牙齿是人类最坚固的器官，也是咀

嚼、摄取食物所必需的器官。形成牙齿

的细胞被称为成牙细胞，传统观点认为，

成牙细胞源自于牙髓内的间充质干细

胞。而神经胶质细胞是广泛分布于中枢

神经系统以及外周神经系统内的，起着

支持和滋养神经元作用的一大群细胞。

牙齿和神经胶质似乎是风马牛不相

及的两群细胞，然而最近，Nature报道了

瑞士 Igor Adameyko实验室关于小鼠牙

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工作，他们认为，小鼠

的一部分牙齿起源于分布于髓腔内的外

周神经胶质细胞。若该结果属实，就意

味着这些广泛存在的神经胶质细胞能够

像传统的间充质干细胞一样被用于再生

牙齿、软骨以及其他骨骼。然而，这一引

起轰动的结论，其验证过程是否禁得起

推敲呢？

简单介绍 Adameyko的研究工作：

他们利用最近颇为流行的子系示踪系统

研究了 PLP1和 Sox10阳性细胞在小鼠

髓腔内的子代。PLP1和 Sox10是经典

的外周神经胶质细胞及其前体细胞的蛋

白标记。结果发现，这些细胞的子代不

仅包括已知的胶质细胞，还包括部分间

充质干细胞以及成牙细胞。于是得出结

论：这部分间充质干细胞来源于外周神

经胶质细胞。

看似严谨的推论其实是基于一个似

是而非的前提：PLP1和Sox10只表达于

外周神经细胞而不表达于间充质干细

胞；否则，哪怕只有一个间充质干细胞表

达PLP1和Sox10，由于其自我复制的能

力，依然能够形成一个群落的子系。那

么，如何排除这种可能性呢？很简单，检

测干细胞活性的 golden assay：移植。

文章最后的确完成了一次移植实验，但

是很遗憾，他们没有将被标记间充质细

胞从供体细胞中剔除，因此依然无法证

明受体的成牙细胞是神经胶质细胞来源

的。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无效实验。

我对该工作的结论持怀疑态度，另

一个重要原因是，早就明确动物头部的

骨骼有相当一部分是神经嵴来源的

（Chai，2000，Development），而外周神

经胶质细胞同样是神经嵴来源的。因

此，一部分间充质干细胞和神经胶质细

胞具有相同的祖细胞。在发育过程中，

它们何时分离是一个不完全确定的问

题。于是，在发育过程中专一地示踪神

经胶质细胞就非常考验技巧。

总之，这部分工作提供的论据是神

经胶质细胞生成牙齿的必须论据但非充

分论据，除非研究者能证明移植纯化的

外周神经细胞能够产生成牙细胞。无论

多么吸引人的概念，只有经过严谨推论

和广泛验证，才能成为有用的概念。在

此之前，我们应该对其持谨慎态度。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日本理化学研究

所小保方晴子关于万能细胞的科研成果

刚得到关注时，我们实验室的一位日本

博士后激动地在组会上展示了她的工

作。当大家都啧啧称奇时，我的导师斩

钉截铁地表示：该结论违背了干细胞基

本法则，必然会被证伪。如果这么多通

信作者能够多点批判精神，多些怀疑态

度，或许，万能细胞造假丑闻就不会发

生，笹井芳树自杀悲剧也不会上演。

———美国西南医学中心博士后—美国西南医学中心博士后 周波周波

文科研究生也应该有机会

参加学术会议

在《科技导报》上发表的文字大多是

介绍前沿科技成果和促进科技学术交流

的，关注的重点是自然科学，作者群体大

多为自然科学研究者。其实，人文社会

科学也属于科学范畴。人文社会科学对

于人类精神和世界精神文化、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揭示和研究同样意义重大。

但是在研究生人才培养方面，更多

研究所和高校较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生的

研究和对外交流，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

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对于文科研究生

参加学术会议，特别是国外顶级会议支

持较少。受限于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在

评价体系、经费政策支持以及导师态度

和研究生自己认识等因素，目前国内博

硕士研究生，特别是硕士研究生在国内

外大型学术会议上亮相的机会不多，这

也一定程度上导致研究生思维局限于课

本和已有文献成果，因为缺乏思想碰撞

和交流丧失了创新性想法。

作为一名农业大学的文科研究生，

我幸运地得到学校和导师的支持，经常

参加全国或地区学术会议，聆听报告，拓

展视野，在一些会议上还就某些问题和

专家交流讨论，收获很多。记得刚开始

读研究生，导师就鼓励我参加在哈尔滨

举办的全国种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论

坛，近距离听到农业部、中国科学院院士

和全国产学研专家就种质资源、育种理

论与方法，种子加工技术、作物栽培技术

与方法，种子商业化与知识产权保护等

议题所作的

报告，主办

方还组织我

们去试验基

地参观了解

其研发的新

品种和种植

生产情况，这对我主要关注的农业知识

产权领域的研究很有帮助。

每年关于知识产权和农业科技发展

相关的会议召开时，导师都大力支持我

参加，迄今为止，我参加学术会议多次，

会议论文集收录了我投递的论文多篇。

几乎每次会议都会给我学习和思想启

迪，也会认识专家学者，能够和他们交

流，是很好的进步方式。

但是，就我参加的会议来看，省内高

校主办的全省会议，研究生参与汇报、讨

论或聆听的较多，且主要来自专业实力

较强的两三所高校；全国性专业会议，较

少见到研究生，大多为专家学者或者年

轻教师、博士生；跨学科会议则更难见到

文科研究生。究其原因，还是很多学校

和单位并不认同研究生，特别是文科研

究生参与学术会议的意义。有些高校出

台了参加学术会议的经费支持办法，但

大多只是针对博士生，给硕士生的支持

很少。甚至，在一般学校的科技创新项

目资助上，对于文科和自然科学研究生

支持额度差异也很大，如笔者所在的高

校给硕士生：文科2.2万元，理工科3.2万

元；博士生：文科3.4万元，理工科4.4万

元，主要是就课题开展必备设备、学术交

流和发表论文提供资助。对于理工科学

生而言，是利用已有设备开展实验，发表

论文；而文科学生则要多些社会实践和

会议交流支出，但学校并不考虑这些。

当然，更多学校资助额度更少，研究生很

难参加外地举办的全国性会议，国际会

议就只能想想了。

研究生期间是从事科研的第一站，

要有更多的想法和交流的机会，如果社

会、学校包括导师都不认可我们，我们如

何能够更好地走出去？靠自己钻研和小

范围的讨论体会到的学术魅力毕竟有

限，只有倾听和交流才会更加明白学术

和研究的意义。当然，这需要更多学校、

主管部门和导师的认可和支持，也需要

学生自己积极求知的态度。否则形式上

的参会也不会有太大价值。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华中农业大学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

沈大力沈大力

（（编辑编辑 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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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应允执厥中保护环境应允执厥中 防污于未然防污于未然（（IIII））

文//吴建中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化学和环境

工程系，教授；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长江讲座

教授。图片为本文作者。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关增建，电子信箱：guanzj@
sjtu.edu.cn。

·科技纵横捭阖·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如果说盈利是企业唯一的目标，那

么牺牲环境显然是优化企业利润最便捷

的途径。自1952年开工到1986年关闭，

汽巴公司在汤姆斯河地区排放了上亿吨

废水和扔弃了几十万桶固体废料。这些

废物不能给公司产生任何的利润，而其

造成的污染却给当地民众带来了长久的

伤害。自工业革命以来，工厂和环境受

害者之间的诉讼可能从来就没有间断

过。遗憾的是，法律往往不能给受害者

以很好的保护。无论从科技水平、金钱

关系或者律师能力的角度，企业的实力

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受害者。在西方社会

里，企业拥有最优秀的律师是不争的事

实，而许多化工企业以对控诉者残酷无

情而闻名。自20世纪80年代初，汤姆斯

河镇的民间团体便一直试图让汽巴公司

为当地多发的各种儿童癌症承担责任。

但经过近30年的努力，在许多政府部门

和科研单位的参与之下，居然无法从科

学上证明化工污染与当地儿童癌症之间

的直接关联。在走投无路之下，受害家

庭最后只能与汽巴公司达成和解，在企

业不道歉以及不再被控讼的前提下，汽

巴公司提供总额 3500万美元的最终赔

偿。在扣除律师费用之后，平均每个有

孩子得癌症的家庭得到近30万美元的赔

款。虽然赔偿总数目不算太少，但许多

家长无法接收这不清不白的结局，拿到

钱时忍不住痛声哭泣。科学在法律面前

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科学以及科学家

们让饱经污染摧残的人们彻底的失望。

美国的环保运动起源于 20世纪 60
年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海洋生物学家

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此书的

出版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极大注

意，促使美国在 1970 年成立环境保护

署，建立了如《清洁水法》、《清洁空气法》

等一系列环境保护法案。从此环保事业

引起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美国及其他

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虽然得到了很大的

改善，污染问题其实从来没有得到真正

的解决。毫无疑问，化学工业在生产过

程中难免涉及许多有毒物品和产生化学

废物，但只要处理得当，化学物质本身不

会对工人或周边环境产生任何危害。问

题是化学废物回收往往成本很高，保护

环境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自18世

纪中叶汽巴公司在瑞士莱茵河谷建厂之

后，工厂几经转移，先是搬到美国辛辛那

提俄亥俄河边，再搬到汤姆斯河，目的都

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环保压力。

即使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环境保护措施

不断提高，以牺牲环境获取最大利润的

企业运营模式从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在

《汤姆斯河·科学与救赎的故事》一书的结

尾，费金先生不无忧虑地写道，大量化工

企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类似

汤姆斯河这样的悲剧可能会不断地重

演。费金可能没有想到，环境污染在许多

发展中国家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与发展

中国家许多地区相比，汤姆斯河的污染

程度真可以说是“小污”见“大污”了。

像能源、制药、化工等重工业企业，

在通常情况下多少会有一些污染问题。

保护环境意味着减少这些企业的利润。

保护环境应需要有防污于未然的理性。

为了防止企业片面追求利润而忽视健康

环境问题，我们需要政府从严立法和协

调管理，需要公民环保意识的全面提高，

需要社会团体的有效监督。科技进步固

然可以减少环境污染问题。不过道心惟

微，发展高科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

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需要许多人的不邂

努力，需要政府及企业对基础科学研究

的长期投入。所谓推进绿色化工或发展

生态工业，不仅是社会的愿景或政府的

需求，也正是许多科技工作者孜孜以求

的长远目标。

当然环境保护不应该阻碍经济的发

展。现在社会上一些环保人士对能源化

工企业一味地抵制，这种非理性行为只

是因噎废食。近代英国哲学家怀特黑德

曾说，恐慌失误就是厄杀进步。法国思

想家伏尔泰说，尽善尽美是良好的敌

人。如果我们因为害怕环境污染而不发

展经济，那么只能过着与当时印第安人

一样的生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社会

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对政府的期待。

古人云，“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解决环

境问题的关键是寻求发展与环保之间的

平衡点。“地有财，能与人共之”，应该让

企业和社会公平合理地分享发展经济的

成果同时承担环境破坏相应的风险。

最后，解决环境问题离不开专业人

才的培养。作为一门学科，化学工程与

能源、材料、制药等国家大型企业息息相

关。在很大的程度上，化学工业的发展

水平反应了一个国家整体的工业水平。

由于中国化工发展起步较晚，技术落后

污染严重的小化工企业往往是许多人对

化学工业的刻板印象。即使是有很好的

就业机会和丰厚的年薪，化学工程也很

少成为青少年心目中的热门专业。传统

化工教育强调为包括化工、材料、制药及

生物科技在内的工业企业输送合格的技

术性人才。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如果

竞争激烈的企业界是战场的话，化学工

程师可以比作驰骋四方的战马，那么高

等院校可以比作养马场。企业希望学校

的毕业生不但精于业务，而且要善于沟

通和具有在商业环境中的团队合作精

神。在商业世界里，为公司赢利是每个

雇员的天职。即使工程师有千里马一样

的优良品质，也很难为牺牲本公司利益

而保护社会环境有所作为。就像养马场

不限于养战马一样，高等院校培养人才

的目的不应该局限于只为企业服务。为

了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许多政府部门

及社会团体同样需要化学工程师为他们

提供能与企业科技相匹配的专业指导。

另外，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是现代

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怎么培养未

来的专业人才为更广大的社会大众服务

是值得化工教育者思考的课题。（致谢：

感谢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费维扬鼓

励写作《汤姆斯河·科学与救赎的故事》

读后感，感谢卢滇楠和刘铮两位教授对

本文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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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工业大学青年教师创新项目资助计划合肥工业大学青年教师创新项目资助计划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合肥工业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自

然科学研究项目主管，助理研究员。图为本文

作者。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汤锡芳，电子信箱：tangxf@
nsfc.gov.cn。

文//岳峰

·科技基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汤锡芳汤锡芳））

合肥工业大学青年教师创新项目

（亦称“种子基金”），由校科学技术研究

院（简称科研院）负责组织与管理。基于

对该项目的理解和认识，笔者结合此类

项目管理的经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供

科研管理同行们分享。

1 定位和目标

该项目主要支持35周岁（含）以下青

年教师以科学前沿和和国家重大需求为

导向，以解决行业或领域关键共性技术

和社会重大需求为目标而进行的自主创

新研究；注重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基金项目的衔接，目的是推动原始创新、

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青

年科技人才，培育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

金项目。基础研究是科学技术的源泉，

是保持学校科研工作高水平和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项目引导青年教师自由选题、

开展基础研究工作，保障自由探索、培养

青年教师独立主持科研项目、进行创新

研究的能力，激励他们的创新思维，培育

基础研究后继人才，是稳定学校科研队

伍的有效途径之一。

每年的资助经费总量约为130万元，

单项资助额度不超过5万元，平均资助强

度约为3.4万元。项目从2011年设立以

来侧重支持基础研究，作为支持学校教

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的“种子基金”和“第一桶金”。刚刚走上

工作岗位的青年教师，正处于思想最活

跃、创造力最强的阶段，也是培养独立开

展科研工作能力的重要阶段，最需要获

得支持，项目的资助大大缓解了这一矛

盾，虽然单项经费资助并不多，但对于青

年教师来说可谓“雪中送炭”。

2 组织和立项

从项目申报信息的发布，到项目申

请书的提交、评估，异议项目的处理，项

目遴选结果的反馈，立项项目的资助，项

目经费的拨付等，都有明确和具体的制

度和相关流程约束，且予以公开。立项

评价的标准是申请书的质量和申请人的

科研潜能。

在公平性方面，将“公正”与“透明”

作为项目征集与资助的基本原则，强调

充分发挥学校二级单位的作用，项目的

遴选采用由学院组织申请和专家评审，

限额申报至学校，学校择优支持资助经

费的机制。

项目属于“种子基金”，申报单位的

组织推荐工作按照申请 指南 ，抓住

重点方向，并严格遵守项目指南对项目

申请人的要求，从本单位青年教师中遴

选和推荐。每个学院可申报的名额都非

常有限，要重点支持具有潜力青年科研

工作者，因此，限项规定为：不具有正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教师且仅有一次获得

此类项目资助的机会。

被推荐申报项目的青年教师都是各

学院择优遴选的结果，各学院都很重视

对35岁以下青年科研工作者的培养，学

校更注重资助项目的发展潜力，并考虑

研究人员和研究内容的可持续性，以期

达到最好的培育效果，为今后成功申请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科学基金奠定基础。

项目的每年申报数量是学校依据资

助项目特点和当年经费支持总量，并根

据各学院的科研基础、青年教师规模而

限定的，每年在各学院内部的申请数量

约为50项。

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采取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每年项目的申请通知都

在网上公布，同时下达申报名额，各学院

组织专家组评审申报的项目，并在学院范

围内公示申报材料，科研院受理申请后，

对项目形式审查，对于通过形式审查的项

目，科研院根据项目研究领域和关键词分

组，选择评审专家，召开评审会，由专家组

提出立项建议和资助经费额度。依据专

家评审组结果，经科研院审定后，将择优

遴选拟资助的项目和资助经费清单，反馈

各学院，无异议即正式批准立项。

项目实行合同制管理，须签订任务

合同书，各项指标原则上同申请书，有专

家修改意见的，则根据意见进行相应修

改；科研院根据评审意见和合同下达项

目批准通知和项目经费。

3 资助效果

项目启动后，加强督促、检查和评

估，建立科研诚信体系，严格对项目开展

财务验收和结题验收。

目前，学校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校内

科研项目管理体系。明确管理流程，使

项目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尽可能排除科

技项目管理中的人为因素影响。同时，

还根据科研活动的不确定性，建立了项

目信息反馈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跟踪

项目进展及变化情况，并根据实际需要

在工作目标、内容、进度和经费等方面作

出相应调整，使校青年教师创新项目的

管理更加规范、灵活、高效。

此外，建立校内科研项目信用档案

体系，培育良性的竞争机制，对到期结题

项目进行评审。对于不能按期完成研究

任务或最终结题质量不合格的，学校将

适度减少该资助对象所在学院下一年度

的资助名额，从加强二级单位管理与责

任的角度提高校青年教师创新项目管理

的效率和水平。

资助项目自 2011 年实施以来，

2011—2013年共资助项目117项，资助

经费395万元，资助效果明显。据统计，

获得支持的年轻科研人员中有39位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我校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科学基金数量从2010
年的30项，2011年49项，2012年51项，

达到2013年77项，其中就有校青年教师

创新项目的重大贡献。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校获得该

项目资助的教师数的增加和研究的不断

深入，青年教师在研究中获得了经验和

教训，丰富了阅历，这是一种有益的成

长，他们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

我校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

的青年科技人才，同时也为培育我校的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继续发

挥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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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初入高校任教青年教师的问答与初入高校任教青年教师的问答

·职 场·

文//马臻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

授。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马臻，电子信箱：zhenma@fudan.
edu.cn。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常有些青年教师就入职后的困惑咨

询我。本文选取些有代表性的问题，简

要谈谈个人看法，希望能带来启发。

问：从读博士起，就一直以科研为

“志业”。进高校当老师后，第1年几乎每

天除了上课就是备课，没时间搞科研。

这使我非常困惑。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答：准备一门课需要看各种教材、设

计PPT、试讲等，花几个月时间都很正常，

更何况你需要讲授的可能还不止一门

课。当你为了“失去的时间”而难过时，

不妨想一想，用人单位给你工资是请你

来做什么的，或者说，你的本职工作是什

么？我们的确需要搞科研，但是如果现

在有一门课需要你来讲，你就得义不容

辞地把课上好，这不但是对学生负责，也

是对你的职业发展负责（以后晋升职称

时有对教学的要求）。在确保能上好课

的前提下，挤出时间搞科研。在实际操

作中，你可以利用还没有排课的那个学

期或者寒假、暑假提前备课，而不是到临

上课的那个学期才开始备课。另外，当

你把一门课上了几个“循环”以后，对教

学自然能“轻车熟路”，从而把更多时间

留给科研。

问：入职后的第1年非常繁忙：给本

科生作学术报告、参加项目评审会、给国

际刊物审稿、接待外宾、参加校运会和歌

唱比赛，但年终考核的结果竟然是“基本

合格”！为什么会这样？

答：在高校，有些东西是评价体系非

常看重的，也是考核指标，类似于企业里

的 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这包括：授课、申请到科研项目、发表科

研论文、带研究生、从事学生工作和行政

工作等。如果你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

前提下再参加些活动，那是锦上添花。

最怕的是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没有搞好还

去做些“外围”的事，那会影响自己的生

存和发展。

问：青年教师在事业上急需证实自

己、发展自己，但各方面负担也非常沉

重，特别是小孩出生前后，家庭和事业的

矛盾特别大。应该如何面对？

答：青年教师在工作上想脱颖而出，

早一点评上理想职称，而结婚、生育必然

牵制自己的精力，因此，工作和家庭的矛

盾很常见。为了处理好这方面的矛盾，

有些男教师的妻子在家做“专职主妇”，

还有些教师家庭有老人帮忙照顾小孩。

当然，也有些“双职工”由于种种原因只

能自己照顾小孩。如果因为家庭的“拖

累”使自己没能尽早得到自己渴望的职

称（或者入选各类人才计划），不要纠结，

也不要抱怨。韩国智光大师在《生活禅》

一书中写道，“在既定条件下寻找幸福”，

就是根据你所面临的“边界条件”决定自

己能做什么。

问：刚入职时压力非常大，感到周围

的人都在盯着我。1年后，获悉自己获得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下可以喘

口气了吧？

答：你入职后在项目申请方面“一炮

打响”，这很好。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

到，获得科研项目资助只是“投入”，如果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还是“产出”，

即在项目经费的资助下，取得什么科研

成果。如果有好的“产出”，这不但有利

于你申请到下一个科研项目，而且有利

于为你未来的科研之路打好基础。

问：我入职时为副教授，本想把自己

的科研工作做好，但这时候我们研究方

向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系领导让我兼

职做一些行政管理工作。我该怎么办？

答：如果你有能力、有意愿把科研做

得出类拔萃，显然要慎重评估从事行政

工作对科研和家庭生活的影响。而如果

你发现自己在科研上已经没有发展潜

力，想服从领导的工作安排做些和自己

的专业背景相关的行政工作，也未尝不

可，特别是当这个行政工作别人不会做、

不愿意做时。这会让你找到和周围环境

更加契合的“生态位”，同时也能锻炼你

的办事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使你思考问

题更加全面。

问：回国任教不久，遇到一个困惑：

我以前做博士后快结束时，有2项科研工

作没来得及整理成文发表。如果入职后

花时间整理以前的论文，我的博士后导

师不一定愿意让我署现单位名称，并且

这2篇论文即使发表，评职称可能都“不

算”。但如果不整理，博士后期间的科研

工作就白做了。我该怎么办？

答：无论从推动科学发展的角度，还

是从对自己、对以前课题组负责的角度

出发，都应该把未发表的（且准确的、有

价值的）实验结果整理成文，征得以前导

师的同意后（由他/她或你）投稿。并且，

发表科研论文（无论你署原单位、现单位

名称还是兼而有之），对你申请相关的科

研项目都有帮助。但是，也应该清醒地

知道，现单位考评你、决定是否续聘你看

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不要仅仅满足于

整理以前的数据，更要抓紧时间利用现

有的实验条件产出“属于自己”的科研论

文。

问：回国任教之前，本来满怀希望，

但回国后，常看到路上行人乱穿马路、乘

公共汽车不排队、机动车胡乱“加塞”，这

使我牢骚满腹，影响工作情绪。对此你

怎么看？

答：一位人力资源经理曾对我说，世

界上只有 3件事：自己的事、别人的事、

“老天爷”的事。所谓“老天爷”的事，就

好比今天下不下雨。所谓别人的事，就

好比在公路上别人开车是否“加塞”。他

说，“老天爷”的事不在我们掌控范围，别

人也很难改变，但我们可以做好自己的

事。我一下子明白了：做好自己的事，能

提高自己的“能量级”，使自己在职场和

生活中更加游刃有余，遇到机会便能抓

住机会。而如果老是为了一些别人的、

不能改变的事情影响自己的情绪、用别

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哪还有精力做好

自己的工作并保持开开心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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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招聘·

教授/副教授

[南京] 南京林业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招聘研究人员。岗位 1. 机械电子工程

3~4名。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机器人控制、数控技术与系统

或电液控制研究方向的专业背景，具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机电一体化、机械电子工程研究经验。岗位2. 机械设计及理

论4名。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机械设计、林业与木工机械、

农业机械设计与理论领域的知识背景或研究基础，以第1作者发

表 SCI论文 2篇或EI论文 4篇以上。有海外相关专业留学经历

者优先。岗位3. 控制科学与工程3名。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

有控制理论与工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模式识别与智能系

统、系统工程领域的知识背景或研究基础。本科专业为自动化、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联系人：周宏平，电话：

025-85427778，电子信箱：hpzhou@njfu.com.cn。详情见：http://
www.sciencenet.cn。

博士后

[北京] 清华大学

汽车系汽车动力学与轮胎技术研究所招聘博士后 3名。方

向：汽车/轮胎动力学主客观评价、轮胎道路噪声、橡胶疲劳、ESP
轮胎模型。要求：获得博士学位不超过2年，具有车辆工程、机械

工程、力学或具有相关的专业背景和研究经历。电子信箱：

weiyt@tsinghua.edu.cn。 详 情 见 ：http://zhaopin.rsc.tsinghua.edu.
cn。

博士后

[上海] 上海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招聘博士后。方向：果蝇温度感觉受

体、果蝇温度感受神经回路、果蝇痛觉感受神经回路、小鼠温度

调控神经回路、小鼠温度调控与能量代谢等。要求：具有细胞生

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

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的申请者优先；有膜片钳电生理（比如

slice patch）经验者优先；有共聚焦成像、细胞生物学和实验动物

（小鼠或者果蝇）管理经验者优先。电子信箱：slst@shanghaitech.
edu.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博士后

[汕头] 汕头大学

方向：免疫毒理学、生殖毒理学、发育毒理学。要求：具有博

士学位，能够进行以下研究：环境污染物对儿童和新生儿生长发

育的影响；环境污染物与出生缺陷、肿瘤以及神经、生殖、免疫系

统疾病等的发病关系和机制。联系人：霍霞，电话：0754-
88900307，电 子 信 箱 ：xhuo@stu.edu.cn。 详 情 见 ：http://www.
yingjiesheng.com。

教授

[广州] 暨南大学

耐磨蚀及特种功能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招聘研究人员。

要求：具有金属材料相关学科博士学位，具有正高级职称，年龄

不超过40岁。在金属耐磨材料与摩擦学、耐蚀材料与腐蚀、材料

表面工程或特种功能材料等领域已取得突出业绩，能讲授金属

材料相关专业课程。电子信箱：zhigzhang@jnu.edu.cn。详情见：

http://www.sciencenet.cn。

教授/副教授/博士后

[武汉] 武汉大学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招聘研究人员。方向：遥感传感器与集

成技术；雷达、红外、高光谱遥感；物联网、传感网及移动通讯技

术；计算机视觉与视觉测量技术；空间统计学及其应用；地理信

息工程与科学。岗位1. 学术带头人。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

3年以上科研或任职经历，近5年在本学科前沿方向上取得国内

外公认的重要成就，发表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岗位2. 骨
干教师。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在海内外高水平学术机构学

习或任职经历，在国内外高质量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能胜任

专业课程的讲授任务，能全英文教学者优先。岗位3. 研究学者/
博士后。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不超过3年，具有良

好的基本理论研究与实验实现能力，并取得显著科研成果（学

术论文、软件著作权和专利等）。电话：027-68778546，电子信

箱：rsrenshi@whu.edu.cn，截止日期：2014-10-26。详情见：http://
www.sciencenet.cn。

副研究员/博士后

[上海]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健康科学研究所免疫与疾病研究组招聘研究人员。岗位1.
副教授。方向：通过分子、细胞生物学方法和小鼠疾病动物模型

与临床病人样本分析等手段，研究重大炎症相关疾病的发病机

理。要求：具有医学或生物学专业博士学历，并有博士后研究经

历，以第 1作者身份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过研究论文。岗位

2. 博士后。方向：研究炎症在重大疾病如自身免疫性疾病、肿

瘤、糖尿病、感染性疾病等病理中的分子作用机制。要求：具有

博士学位，具有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或分子免疫学相关研究

背景，以第 1作者发表过 SCI论文。电子信箱：ycqian@sibs.ac.
cn。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北京] 北京大学

海洋研究院招聘博士后。方向：涉海经济、法律、政策和海

洋文化研究；国家海洋战略尤其南海战略研究；海洋基础科学研

究；海洋工程装备基础研发与系统集成研究；海洋生物技术及生

物资源研究；海洋能源资源开发研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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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洋开发前沿和重大技术跟踪研究；海洋产业服务支持系

统研究与实践。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不超过5年，年龄

不超过35岁，具有相关方向研究经历。联系人：牟老师，电子信

箱：moushaoyan@pku.edu.cn。详情见：http://www.postdoctor.org.
cn。

博士后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肖泽宇课题组招聘博士后。方向：纳米医学与生物

工程、分子影像学、化学生物学。岗位1. 化学博士后。要求：具

有化学相关专业（高分子化学，有机化学或无机化学）博士学位，

具有高分子化学合成，有机合成，或无机材料合成的理论基础和

实验技能，熟悉各种仪器分析方法，以第1作者身份在相关领域

发表过论文。岗位2. 生物学博士后。要求：具有生物学相关（生

物化学，分子生物学或药理学）博士学位，具有生物化学，分子生

物学领域的基本理论和扎实的实验技术，具有肿瘤（如肺癌，胃

癌或大肠癌）动物模型研究经验，以第1作者身份在相关领域发

表过研究论文。电子信箱：xiaozeyu@gmail.com。详情见：http://
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青岛]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

方向：海洋沉积、第四纪地质、海洋地质等。要求：具有博士

学位，年龄40岁以下，具有海洋地质相关专业背景，能够全脱产

在本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电话：0532-88896892，电子信箱：

rsc2013@ndsc.org.cn。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毕业生

[长沙]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区域农业生态中心土壤环境生态组招聘研究人员。方向：

土壤学、农学、环境学。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土壤学、农学、

环境学相关经验，发表过SCI研究论文。具有丰富野外试验经验

者优先。联系人：苏以荣，电子信箱：yrsu@isa.ac.cn。详情见：

http://www.cas.ac.cn。

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方向：合成、制备和表征先进能源材料；设计、制作和测试用

于能量收集、转化和储存的功能化器件；研制自供电系统、研究

其在交叉学科领域的应用；研发基于力、电、光等耦合效应的人

机交互传感系统。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材料、物理、化学、

微电子或相关领域研究经历。精通以下一项或多项领域的应聘

者优先：能量收集和转化，特别是基于静电感应、压电和电磁感

应等效应的机械能收集器件；超净间微加工工艺，以及微电子器

件的设计、模拟和测试；电化学器件、测试和应用（锂电池、超级

电容器、电催化、腐蚀防护、水处理等；材料结构和物化性能的表

征和分析；运用MATLAB，LabVIEW等软件工具进行计算机编

程；电子电路设计、电学信号的采集和处理。联系人：朱光，电

话：010-82854736，电子信箱：zhuguang@binn.cas.cn。详情见：

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方向：氮循环及相关功能微生物生态学。要求：具有博士学

位，年龄不超过35岁，在本研究领域内已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

联系人：邓峰煜，电子信箱：houlijun_ecnu@sina.com。详情见：

http://www.sciencenet.cn。

博士后

[上海]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周兆才研究组招聘博士后。

方向：肿瘤发生信号机制。要求：具有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

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有肿瘤学或动物试验从业经验者优先。

电子信箱：zczhou@sibcb.ac.cn。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
com。

博士后

[武汉] 中国农业科学院

油料作物研究所招聘博士后。方向：油料作物研究。要求：

具有分子生物学、遗传育种、分子生物学等博士学位，年龄40岁
以下，近3年内以第1作者身份发表SCI、EI收录学术研究论文单

篇影响因子达 2.0以上或累计影响因子达 3.0以上。联系人：胡

志勇，电话：027-86712076，电子信箱：huzhiyong@oilcrops.cn。详

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西安]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方向：超导材料、钛及钛合金材料、金属多孔材料、难熔金属

材料、生物医用材料、稀有金属、表面技术。要求：具有相关方向

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不超过 3年，年龄不超过 40岁，能够全

职进行博士后科研工作。联系人：孟德成，电话：029-86266574，
电子信箱：ywj@c-nin.com。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研究员/副研究员

[上海]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低碳转化科学与工程中心招聘研究人员。岗位 1. 研究员。

方向：催化氧化。要求：具有博士学位，有连续4年及以上的海外

科研工作经历，年龄不超过40岁。在副研究员岗位聘用期间或

近五年以来在相关研究领域发表过高水平研究论文或发明专

利。岗位2. 副研究员。方向：工业催化。要求：具有博士学位，

具有连续2年及以上的海外科研工作经历，年龄不超过40岁，以

第1作者或通信作者身份在本学科领域国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

研究论文 3篇以上。岗位 3. 工程师。方向：反应器设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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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器模拟。要求：具有化学工程、能源工程等相关专业博士学

位。具有反应器模拟开发经验、催化反应或煤化工工程经验者

优先；具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或者企业工作经验者优先。电子

信箱：leiy@sari.ac.cn。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教授/副教授

[杭州] 浙江大学

医学院招聘研究人员。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年龄 40岁以

下，具有1年以上海外工作或博士后研究经历，在重要的学术期

刊上发表过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或著作。联系人：王银儿，电

话：0571-88208029，电子信箱：yinerwang@zju.edu.cn。详情见：

http://www.sciencenet.cn。

博士后

[北京]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方向1. 酶工程及工程菌应用。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具有基

因工程、发酵工程和酶工程等相关专业背景，能够熟练进行微生

物表达系统的构建和微生物发酵，以及相关酶制剂的制备和应

用研究。方向2. 粮食中真菌毒素污染物代谢组学研究。要求：

具有博士学位，具有生物分析、化学生物学或代谢组学等相关专

业背景，熟练使用高端质谱、核磁等分析仪器，熟悉结果统计分

析和分析生物学等分析研究方法。电话：010-58523596，电子信

箱：lgt@chinagrain.org。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北京]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农业动物生态研究组招聘博士后2~3名。方向：数学生态学

（采用数学与模型方法，研究动物种群时空分布与动态机制）；动

植物关系（主要研究森林或草原生态系统动物-植物相互作用及

动态机制）；行为生态学（鼠类社会行为的分子生物学及神经生

物学机制及生态环境的影响）。要求：具有生物学或相关专业背

景博士学位，以第1作者或者通信作者身份在相关领域发表过国

际论文。联系人：李宏俊，电话：010-64807110，电子信箱：

lihj@ioz.ac.cn。详情见：http://www.cas.ac.cn。

博士后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城市发展研究院招聘博士后3~6名。方向：地理学、社会学、

经济学。要求：具有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不超过2年，年龄不

超过35岁，具有相关方向研究背景，能够全职进行博士后科研工

作。电话：021-62232952，电子信箱：office@iud.ecnu.edu.cn，截止

日期：2014-09-12。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方向：氮循环及相关功能微生物生态学。要求：具有博士学

位，年龄不超过35岁，在本研究领域内已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

联系人：邓峰煜，电子信箱：houlijun_ecnu@sina.com。详情见：

http://www.sciencenet.cn。

博士毕业生

[武汉]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岗位1. 天线工程师。要求：具有博士学位，精通电磁场与天

线理论和测量技术，熟悉电磁场仿真软件。具有宽带多频天线、

MIMO天线等终端技术背景者优先。岗位 2. WIFI工程师。要

求：具有博士学位，精通通信系统建模及仿真，熟悉信源、信道编

码技术及调制解调。具备OFDM/MIMO信道/WiFiMAC/等技术

背景者优先；了解无线通信系统全链路性能设计者优先。岗

位3. 音频效果工程师。要求：具有博士学位，熟悉音频特征的分

析与提取方法，熟悉用于音频特征分析的建模，熟悉音频质量分

析和评估技术。电子信箱：xue.ding@huawei.com。详情见：http://
www.yingjiesheng.com。

博士后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

植物病理学系植物线虫实验室招聘研究人员。方向：根结

线虫、孢囊线虫等重要植物寄生线虫的研究。要求：具有或即将

获得博士学位，具有植物学或植物病理学研究背景，有较好的分

子生物学操作技术。从事过病原与植物互作相关研究者优先。

电子信箱：liuqian@cau.edu.cn。详情见：http://www.yingjiesheng.
com。

博士后

[广州] 中山大学

广东省低碳化学与过程节能重点实验室招聘博士后。方

向：有机合成、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材料学、电化学、化学工程、环

境科学、仪器分析等。要求：具有化学、化工、能源材料、高分

子材料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熟练掌握相关的实验技能，发表

过相关领域的 SCI 论文。电话：020- 84115506，电子信箱：

handongm@mail.sysu.edu.cn。 详 情 见 ：http://www.yingjiesheng.
com。

博士后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神经生物学课题组招聘研究人员。方向：与帕金森综合症

相关的转基因细胞和动物模型中引起其神经功能紊乱的分子与

细胞生物学机制。要求：具有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神经生

物学等相关学科专业博士学位，具有细胞分子生物学实验基础，

具备细胞培养、动物细胞转染、mRNA及蛋白表达分析、原代神

经元细胞的分离与培养、冰冻组织切片、免疫组化等相关实验技

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过研究论文。具有小鼠立体手术治疗相

关技能者优先。联系人：张云鹤，电子信箱：craneer@163.com。

详情见：http://www.sciencenet.cn。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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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招聘新闻·

博士后

[德国] Max Planck Institut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Dynamics and Self-Organization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for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n ideal
candidate is a theoretical physicist and has excellent skills in
advanced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is familiar with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al physics and nonlinear dynamics theory, likes to work
closely with data, works independently, and has some experience
in supervising research projects that are of cross- disciplinary
character at the border of theoretical physics,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biology. Please submit your application, in one single PDF-
document, including a cover letter, a Curriculum Vitae, concise
statements of previous achievements, current, and planned
research, a list of publications, relevant certificates, and names of
at least three possible referees via E-mail: networks@nld.ds.mpg.networks@nld.ds.mpg.
dede (subject: Theoretical PostDoc Networks) to Dr. Eleni KatiforiDr. Eleni Katifori
and Prof. Dr. Marc Timm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Dynamics andand Prof. Dr. Marc Timm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Dynamics and
Self-Organization,Self-Organization, 3707737077 Göttingen, Germany.Göttingen, Germany. See also: http://www.http://www.
ds.mpg.de/.ds.mpg.de/. Please submit your application until August 30, 2014
for full consideration and by mentioning reference no 12/2014.（源

于Science [2014-09-05]）

博士后

[丹麦]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of
Condensed Matter Theory. The position will be part of a growing
research environment including collaboration with researchers
within the broader condensed matter group at NBI. Significant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 with other theoretical end experimental
groups is also expected to take plac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group please see http://cmt.nbi.ku.dk.http://cmt.nbi.ku.dk. Further inquires related
to the project can be directed to Brian M. AndersenBrian M. Andersen at bma@bma@
fys.ku.dk.fys.ku.dk.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Department is linked at
http://www.science.ku.dk/english/about-the-faculty/departments/.
Inquiries about the position can be made to Robert Feidenhans'l.
（源于Science [2014-09-05]）

博士后

[丹麦]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in cell-
migration and systems- scale drug discovery. In this position,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will perform large- scale integrative studies,
combining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global phospho-proteomics
and high content screening, with computational model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signaling networks involved in cell migration.
Following target identification the applicant will generate novel

antibody based anti- cancer therapies that can be taken further
into pre- clinical and clinical testing. Candidates should hold a
PhD degree or equivalent in systems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or
other relevant field. Experience in large- scale systems studies,
mammalian tissue culture, cell imaging and/or antibody
development is desired. Experience in mass- spectrometry and
(phospho) proteomics techniques is a distinct advantag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osition, please contact Professor
Linding at ++4545 23652365 19411941 or linding@lindinglab.org.or linding@lindinglab.org.（源于 Science

[2014-09-05]）

博士后

[法国] Pprime Institute

Pprime Institute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This post-doc is a
part of the French ANR program ChoCoComp (CHOc Detection by
Innovative Piezochromic COatings on COMPosite Materials). The
objectives of the post-doc are: to experimentally characterize the
damage mechanisms occurring after mechanical impact in both
composite substrate and sensitive coating, by using different
techniques including laser shock test; to realize a numerical model
of the structure (substrate + coating) by finite element calculation;
to study the long- term behaviour of the structure (after ageing).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must hold a PhD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Material Science or other relevant discipline and must
have a strong background in solid mechanics for composite
materials. Previous experience in both experimental and
computational fields is expected. A high level of self-motivation,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a good command of oral and written
English, PC skills, the ability to work in a team, as well as alone
and good organizational skills are essential.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Detailed CV including list of publications; Short
statement of previous work (no more than one A4 page);
Professional reference letters. Interested applicants should send
their complete application to: Fabienne Touchard: fabienne.fabienne.
touchard@ensma.frtouchard@ensma.fr and Stéphane Guinard: stephane.guinard@eads.stephane.guinard@eads.
net.net.（源于Science [2014-09-05]）

博士后

[拉托维亚] Latvijas Organiskas Sintezes
Instituts

Latvijas Organiskas Sintezes Instituts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The successful applicant will be part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eam including experts in field of
preparing and studies of nanoparticles, including magnetic
nanoparticles, as well as self- assembling compounds, medicinal
chemistry, pharmacology and drug discovery. The candidates must
have a PhD degree in natural or life sciences. The candi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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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experienc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dynamic light
scattering equipment (DLS); prepar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magnetic nanaparticles in the biocompatible medium and magnetic
liposomes, have experience in the optical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data interpretation and have fluency in
English. Please submit a CV, list of publications, a short
description of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skills and contact details of
at least one persons, who can serve as references including at
least previous supervisor. Applications should be sent by email to
the address aiva@osi.lv.aiva@osi.lv.（源于Science [2014-09-05]）

博士后

[瑞典] Acreo Swedish ICT AB

Acreo Swedish ICT AB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for a two
year Post Doc. The project will develop and investigate
theoretically, by simulations and experimentally new methods for
constructing communications systems for long range transmission (>
1000 km transmission range) with very high capacity. The work
will be performed within the EU Marie Curie project ICONE
which starts February 1, 2014 and has a duration of 4 years. The
work will be in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one PhD student at Acreo-
Swedish ICT and 2 PhD students from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TH) in Stockholm. Topics for study includes: Ways
of incorporating features like chromatic dispersion, fiber non-
linearities, Raman amplification, and decide which
implementations give the best phase noise tolerance; Mitigation of
component imperfections in system context; Modulation techniques
that are interesting are coherent n-level Phase Shift Keying (PSK)
and 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ed (QAM) systems as well
OFDM systems. The Post Doc research will be based on numerical
simulations (i.e. using tools like MATLAB, VPITtransmission
Maker etc.) as well as on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s in the lab at
high transmission speeds in the order of 100 GS/s. See www.acreo.www.acreo.
se.se.（源于Science [2014-09-05]）

博士后

[西班牙] Institute for Bioengineering of
Catalonia

Institute for Bioengineering of Catalonia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involved in:
Experiments in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central neural system;
Lab on a chip experiments on neural development; Cell migration
experiments in confocal microscopy. Requirements for candidates:
PhD Degree in Biology or Neurobiology; At least 1~2 year
experience in Cell Biology or Cellular Neuroscience; Languages:
English (high level) and Spanish (recommendable); Self- critical,
capacity to learn and bring knowledge. Interested applicants
should send their CV, cover letter and references to:
jobs@ibecbarcelona.eujobs@ibecbarcelona.eu, before 30/09/2014 (Reference: PD-JR).（源

于Science [2014-09-05]）

博士后

[意大利] University of Rome Tor Vergata

University of Rome Tor Vergata opens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funded by the ERC Starting Grant nature nanodevices. The
overriding goal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to mimic Nature in the
design of novel nucleic acid based nanodevices that detect cancer,
provide detection- driven therapy, and monitor treatment efficacy.
The candidate will work in an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 that spans
the fields of DNA nanotechnology, synthetic biology and
bioengineering. The candidate will engineer and optimize
highly specific biomolecular DNA-based nanodevices that undergo
binding-induced conformational changes upon target binding and,
in doing so, signal the presence of the cancer marker or release a
therapeutic cargo. Different therapeutic agents that includes
aptamers, siRNA and DNA binders will be studied. Different
cancer markers will be also taken in consideration inclu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s, RNA and DNA, Cell receptors (epitopes
expressed on the surface of tumor cells) etc. Requirements:
Expertise in bioengineering, DNA sensors, cell imaging, synthetic
biology, DNA/RNA aptamers, DNA computation, DNA
nanodevice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and research
carried out in the laboratory can be found at www.francescoriccilab.www.francescoriccilab.
com.com.（源于Science [2014-09-05]）

博士后

[美国]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open postdoctoral
positions to work in the area of DNA damage repair and cancer
biology. The lab focuses on the roles of tumor suppressor genes
and oncogenes in DNA repair and other pathways involved in
tumor initiation,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The approaches they
take range from mammalian cell culture, molecular biology,
biochemistry to mouse genetics. They are also conducting large-
scale proteomic studie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new components
involved in various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s. They are seeking
candidates who are self-motivated and career-oriented to join an
exciting highly interactive research team. Highly motivated and
energetic candidates are encouraged to contact them by E-mail:E-mail:
jchenjchen88@mdanderson.org@mdanderson.org or letter to: Dr. Junjie Chen, ProfessorDr. Junjie Chen, Professor
and Chair, Department of Experimental Radiation Oncology, Theand Chair, Department of Experimental Radiation Oncolog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 D. Anderson Cancer Center,University of Texas M. 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15151515
Holcombe Boulevard- UnitHolcombe Boulevard- Unit 6666 (Room Y(Room Y33..60066006), Houston, Texas), Houston, Texas
7703077030, USA., USA.（源于Science [2014-09-05]）

助理教授

[美国] Randolph-Macon College

Randolph-Macon College seeks to hire an evolutionary biologist
for a tenure- track position at the rank of assistant professo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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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in September 2015. Applicants must hold a PhD, be a
proven teacher- scholar with a commitment to undergraduate
teaching, and establish an undergraduate research program that
seeks external funding. Successful applicants will be expected to
teach the equivalent of four lecture/lab courses per year, including
evolution (lecture only) each semester, one lecture/lab course in
their innovative introductory biology sequence, and two upper-
level courses with lab in their area of expertise. Review of
applications will begin on October 10, 2014 and continue until the
position is filled. Interested candidates should submit
electronically a cover letter that includes a description of potential
upper- level course offerings, a curriculum vitae, a statement of
teaching philosophy, a statement of research interests, and
unofficial graduate transcripts to Ms. Barbara WirthMs. Barbara Wirth (bwirth@rmc.(bwirth@rmc.
edu)edu), subject line Biology Search. Please submit as one attachment
titled with the candidate’s last name and first initial. Candidates
should also arrange for thre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to be sent
on their behalf.（源于Science [2014-09-05]）

助理教授

[美国] Ohio Wesleyan University

Ohio Wesleyan University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 track
position to begin August, 2015. They seek a field- oriented
vertebrate biologist who is committed to teaching in a liberal arts
setting and who will develop a productive research program that
include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Primary teaching duties will
include a course with a significant field emphasis: either
ornithology or a vertebrate field course in the candidate’s area of
expertise. A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
department’s introductory courses, major and non- major. PhD
require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t http://jobs.owu.eduhttp://jobs.owu.edu
or from the search chair, Dr. David Markwardt (ddmarkwa@owu.Dr. David Markwardt (ddmarkwa@owu.
edu)edu). Completed application packets are to be sent to the search
chair and will include: 1) letter of interest (cover letter); 2) current
CV; 3) statement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terests; 4) copies of
all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transcripts; 5) three letters of
reference; and 6) up to 5 reprints.（源于Science [2014-09-05]）

助理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s seeking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 track faculty position for a biologist studying adaptation.
Successful applicants are expected to integrate with and contribute
to their Department’s Human Biology curriculum. They seek
candidates with a PhD and/or MD degrees (or equivalent) who
have demonstrated excellence, originality and productivity in
research, and interest in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teaching.
PhD, MD, or equivalent is required by date of application. The
potential start date is July 1, 2015. Applications should be

submitted online through http://apptrkr.com/http://apptrkr.com/511851511851.. Applications
should include a curriculum vitae; a list of publications; copies of
three significant publications; a brief description of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and a statement of research objectives and
teaching interests. Inclusion of a cover letter is optional.（源于

Science [2014-09-05]）

助理教授

[美国]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s seeking to fill a tenure-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faculty position, with an anticipated start date
of July 1, 2015. PhD or equivalent is required by date of hire.
Candidates must have completed all degree requirements except
the dissertation at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Applicants should
submit a cover letter, curriculum vitae, research statement,
summary of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interests, and two to five
reprints or preprints. Applicants should also arrange for the online
submission of three to fiv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All letters
will be treated as confidential p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olicy
and California state law. Please refer potential referees, including
when letters are provided via a third party (i.e., dossier service or
career center), to the UC Berkeley statement of confidentiality
prior to submitting their letters. Applications must be received by
November 13, 2014. Please direct questions to
psychsearchpsychsearch22@berkeley.edu,@berkeley.edu, and include“Higher-Level Cognition
Search”in the subject line.（源于Science [2014-09-05]）

助理教授

[美国] Occidental College

Occidental College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 tenure- track faculty
position in Computational Biology at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level to
expand its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ering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living systems through analytical and quantitative techniques.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participate in teaching an introductory or
intermediate level biology course as well as an intermediate or
upper level course in the area of specialty, and to develop a
rigorous, externally fundable research program involving
undergraduates. Applicants should submit the following: (1) a letter
of interest demonstrating a commitment to academic excellence in
a liberal arts environment (2 pages suggested), (2) a statement
concerning instruction in a socioeconomically, ethnically, culturally
and intellectually diverse environment, (3) a statement of research
interests (2-3 pages), (4) a statement of teaching philosophy (2-3
pages), (5) evidence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f available, and (6)
a curriculum vitae. At the end of the cover letter, please include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ree references. Application materials
should be addressed to Dr. Dan Pondella, Chair, ComputationalDr. Dan Pondella, Chair, Computational
Biology SearchBiology Search, and sent by E- mail to biology@oxy.edu.to biology@oxy.edu.（源于

Science [2014-09-05]） （（编辑编辑 孙杨慧孙杨慧（（实习生实习生），），石萌萌石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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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多项研究成果表明，黑色素瘤治疗已进入一个

全新时代，这个曾经令医生束手无策的疾病，如今正逐步呈

现出治疗多元化的繁荣景象。

黑色素瘤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的疾病。早在公元前 5世

纪，黑色素瘤一词就被记载在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1787
年，苏格兰外科医生 John Hunter成功切除了一名 35岁男性

患者下颌处的复发性黑色素瘤，成为西方医学史上首例被记

载的黑色素瘤外科手术。而黑色素瘤的内科治疗，直到20世
纪才开始受到关注。

黑色素瘤内科治疗的研究始于约50年前。1968年，一项

来自英格兰西部记录了 650例患者的大型回顾性研究认为，

马法兰动脉内注射是对广泛转移的黑色素瘤患者最有效的

全身治疗手段[1]。1975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批准了烷化剂达卡巴嗪（DTIC）用于转移性黑色素瘤的治疗，

从而奠定了达卡巴嗪在晚期黑色素瘤治疗的地位，达卡巴嗪也

成为此后数十年中黑色素瘤治疗的金标准。实际上达卡巴嗪

治疗的中位生存期仅为5~11个月，1年总生存率只有 27%[2]。

之后人们一直致力于将达卡巴嗪与其他药物联用，希望改善

黑色素瘤治疗研究进展黑色素瘤治疗研究进展
郭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肾癌黑色素瘤内科；恶性肿瘤发病机制及转移研究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北京 100142
摘要摘要 黑色素瘤是一种曾经让医生束手无策的恶性肿瘤，既往治疗手段有限，放疗、化疗及传统免疫治疗疗效不佳，患者预后极

差。2011年以来，小分子靶向药物（包括BRAF抑制剂Vemurafenib、Dabrafenib，MEK抑制剂Trametinib等药物）相继面世，预

示着黑色素瘤内科治疗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阶段。而免疫靶向治疗（如抗CTLA-4抗体，抗PD-1、PD-L1抗体）在多项临床试验中

的成功，更是缔造了肿瘤治疗的新理念。黑色素瘤治疗逐渐摆脱传统抗肿瘤治疗的模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可预见的

将来，新治疗靶点的研发、多种小分子靶向药物、多种免疫靶向药物的联合治疗，以及小分子靶向药物和免疫靶向药物的联合治

疗等模式将会是黑色素瘤治疗的主流。本文主要从小分子靶向药物治疗、免疫靶向治疗、化疗3个方面综述黑色素瘤治疗的研究

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黑色素瘤；靶向药物；免疫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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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Treatment of Melanoma
GUO Jun
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Ministr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Renal Cancer and
Melanoma, Pek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 Beijing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 Beijing 100142, China

收稿日期：2014-08-12；修回日期：2014-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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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Melanoma is an aggressive malignant tumor with poor prognosis by traditional therapies. Since 2011, the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drugs such as BRAF inhibitors (Vemurafenib, Dabrafenib) and MEK inhibitor (Trametinib) have brought a hope. Whereas
new immunological therapy drugs, including anti-CTLA-4 antibody (Ipilimumab) and anti-PD-1/PD-L1 antibody, have brought a
brain storm to the melanoma therapy. The modes of treatment of melanoma are gradually getting rid of the traditional treatment
strategy and entering a new historical stag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research of some new targets, various small molecular
targeted drugs, immune targeting therapy of drugs, as well as combination of small molecule targeted drugs and immune targeting
drugs will be the mainstream treatment of melanoma. A new era of melanoma therapy is coming. This paper briefly summarizes the
advances of molecule-targeted chemotherapy, immunological 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KeywordsKeywords melanoma; target drugs; immun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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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乳腺癌的广泛关注，研究投入不断

加大，诊治水平不断提高，原发性乳腺癌治愈率得到提升，复

发转移率下降，治疗理念也在发生变化，外科手术更倾向于

功能保全及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于复发转移的晚期乳腺

癌使至肿瘤进展时间延长。

1 早期乳腺癌治疗进展

1.1 乳腺癌原发病灶的处理

乳腺癌原发病灶的切除仍是目前原发性乳腺癌治疗不

可或缺的步骤，但手术范围已明显缩小。自 20世纪 70年代

Fisher[1]的乳腺癌全身疾病说被广为接受以来，以解剖学概念

为主导的Halsted理论受到直接挑战。近年来，传统根治手术

几近绝迹，改良根治手术（保留胸大肌和/或胸小肌）在乳腺癌

治疗的舞台上领跑 40余年，至今仍然是外科治疗的主要术

式，尤其在欠发达国家更是如此。自 20世纪 90年代几项大

型随机对照试验结果逐步公布之后 [2]，证实保留乳房手术与

传统切除乳房手术疗效相同，这一乳腺癌治疗里程碑式的结

论，给广大乳腺癌患者带来了福音，不但使患者的身体创伤

大大降低，而且更重要的是保留乳房使患者心理压力得到缓

解。自此，在发达国家，乳腺癌的保乳治疗逐渐替代全乳房

切除手术成为乳腺癌治疗的主流术式，如今平均60%以上的

乳腺癌患者采用此术式[3]。中国规范保乳治疗的开展起步较

晚，人们对保乳治疗的接受程度与人们的传统意识、医务人

员的业务与认识水平以及患者的经济状况等诸多因素有

关。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内主要省级以上肿瘤专科医院的保

乳手术比例也在逐年提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

疗中心近年来保乳手术的比例已达40%以上，经远期观察疗

效确切[4]。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乳腺癌保乳治疗的普及，如何

规范保乳治疗的行为，包括手术的切口选择、病变的切除范

围、术中切缘的病理评价以及手术后化放疗的综合应用等无

乳腺癌治疗研究进展乳腺癌治疗研究进展
李金锋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恶性肿瘤发病机制及转化研究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42
摘要摘要 乳腺癌为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是严重影响女性身心健康的重要疾病。近年来，乳腺癌的治疗取得长足进步，在早

期乳腺癌的保留乳房和保腋窝治疗等方面获得里程碑式的突破。本文综述不同病期乳腺癌治疗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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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LI Jin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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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 Beijing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 Beijing 100142, China

AbstractAbstract Breast cancer is the highest incidence of malignant disease in women and seriously affects their heal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We have achieved great progress in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in recent years, expecially in some aspects such as breast-
conserving therapy and axillary-conserving treatment. The latest advancement of treatments in early and late stages of breast cancer is
summarized.
KeywordsKeywords breast cancer; breast-conserving; sentinel node; metastasis;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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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2月 30日出版的 Science杂志评选出 2013年度

10大科技突破，居首位的是“肿瘤免疫治疗”[1]。近年来肿瘤

生物免疫治疗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研发如雨后春笋，蓬

勃发展。之前，许多临床医生认为免疫治疗作用差，无法与3
大常规疗法（手术、放疗和化疗）相提并论，这也是事实，不可

否认。21世纪初肿瘤免疫监视理论被免疫编辑理论替代[2]，

关键的不同点是看到了机体免疫系统不仅具有监视肿瘤和

抗肿瘤作用，还有促进肿瘤，帮助肿瘤生长的作用。因此也

发展了免疫治疗的另一个新途径，不是靶向肿瘤，而是对抗

免疫负调控，从而解放了抗肿瘤免疫系统。如今将直接靶向

肿瘤、杀伤肿瘤的手段联合对抗免疫负调控的治疗相结合，

肿瘤的治疗会产生更大的突破，甚至以前不被看好的一些免

疫治疗，通过联合应用也会产生新的火花。本文主要综述抗

体治疗、肿瘤疫苗治疗、细胞过继免疫治疗、溶瘤病毒治疗的

研究进展。

1 抗体治疗肿瘤的研究及临床应用进展

利用特异性的抗体选择性的靶向肿瘤用于肿瘤的治疗

最初由Paul Ehrlich提出，距今已有1个世纪。1975年杂交瘤

技术的应用成功地推出的单克隆抗体，之后嵌合抗体以及人

肿瘤生物免疫治疗研究进展肿瘤生物免疫治疗研究进展
吴艳红，王慧茹，邓振领，葛科立，张叔人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免疫室，北京 100021

摘要摘要 肿瘤免疫编辑理论的提出阐述了免疫系统在肿瘤发生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作用。靶向肿瘤免疫负调控的单克隆抗体在临

床的成功应用，更确定了调控免疫系统对有效治疗肿瘤的重要性。未来大有发展潜力的联合免疫治疗手段主要有抗体、细胞因

子、肿瘤疫苗、过继免疫细胞治疗和溶瘤病毒等。免疫治疗联合传统的肿瘤治疗包括手术、放疗和化疗，是今后提高肿瘤治疗效

果的重要研究和应用方向。本文主要综述抗体治疗、肿瘤疫苗治疗、细胞过继免疫治疗、溶瘤病毒治疗的研究进展，提出相关研

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肿瘤免疫治疗；抗体；肿瘤疫苗；免疫细胞过继治疗；溶瘤病毒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 R730.54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doi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4.26.003

收稿日期：2014-08-12；修回日期：2014-08-15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2012CB917104）
作者简介：吴艳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肿瘤免疫与生物治疗，电子信箱：wuyanhong849@126.com；张叔人（通信作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

肿瘤免疫与生物治疗，电子信箱：zhangsr@cicams.ac.cn
引用格式：吴艳红，王慧茹，邓振领，等. 肿瘤生物免疫治疗研究进展[J]. 科技导报, 2014, 32(26): 27-36.

Progress in Cancer Bio-immunotherapy
WU Yanhong, WANG Huiru, DENG Zhenling, GE Keli, ZHANG Shu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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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e cancer immunoediting theory dipicts the significance of immune system in cancer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The
success of antibodies targeting the suppressive immune component ha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immunotherapy
in cancer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surgery,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immunotherapy including antibody therapy, cytokine,
cancer vaccine, adoptive immune cell transfer and oncolytic virus is a potential and promising treatment for cancer. This review will
mainly introduce the progress in antibody therapy, cancer vaccine, adoptive cellular immunotherapy and oncolytic virus, as well as
point out the problem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in cancer bio-immunotherapy.
KeywordsKeywords cancer immunotherapy; antibody; cancer vaccine; adoptive immune cell transfer; oncolytic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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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疗是治疗恶性肿瘤的三大手段之一，现已成为肿

瘤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国内外文献统计，肿瘤患者

中有60%~70%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需要接受放疗，放疗对肿瘤

治愈贡献比达到40%以上[1~4]，由此可见肿瘤放疗在肿瘤治疗

中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随着现代影像技术、计算机技术

的迅猛发展，肿瘤放疗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具体体现在放

射物理与技术、放射生物和放疗临床3个方面。

1 放射物理和放射技术

1.1 三维适形放疗在临床普遍开展，调强适形放疗开始推广

应用

三 维 适 形 放 疗（3 dimension conformal radiotherapy，
3DCRT）是指照射野的形状与肿瘤的实际形状及大小相一致

的放疗技术。20世纪90年代初期，3DCRT开始应用于临床，

适用于全身不同部位、不规则凸形肿瘤（正常组织包绕肿瘤）

的治疗。3DCRT的优点是在三维空间的任何方向上，照射野

几何投影的形状都与肿瘤的形状一致，并且在三维方向上肿

瘤（靶区）内及表面的剂量处处相等。与二维放疗技术相比，

3DCRT可使肿瘤内的照射剂量平均提高 10 Gy以上，并使传

统的放疗敏感性概念受到冲击，组织病理不再是决定放疗是

否有效的标志。三维适形放疗可使肿瘤得到足够的照射量，

但周围正常组织受到的照射量较小。适形放疗的应用，使得一

些不能手术的、常规放疗无法根治的局部晚期患者有了治愈的

希望，进而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减少了放疗的副作用[5,6]。近

年来，适形放疗已在全国许多大中型肿瘤专科医院和部分综

合医院普遍开展，治疗的患者也几乎涉及所有类型肿瘤。

调强适形放疗（intensity-modulated conformal radiothera⁃
py，IMRT）是在适形放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技术，是肿

瘤放射治疗技术的巨大进步，该技术被誉为21世纪的主流放

疗技术。与传统适形放疗相比，调强适形放疗在照射剂量方

面更具优越性，调强治疗不仅能提高靶区的实际剂量，而且

靶区适形度高，靶区内剂量专一性及对敏感器官的保护性均

优于传统适形放疗[7,8]。

调强放疗又分静态调强和动态调强两种，二者并无本质

区别，但后者对物理技术的要求更高。目前，静态调强技术

在临床已较少使用，动态调强放疗技术已经成为主流，并洐

肿瘤放射治疗临床进展肿瘤放射治疗临床进展
肖绍文，张珊文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北京肿瘤医院放疗科，北京 100142

摘要摘要 放射治疗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从放射物理与技术、放射生物学、肿瘤临床3个方面，综述近年来肿瘤放射治

疗的新进展，次促进对肿瘤放疗的现状、进展及其在综合治疗中的地位、作用的了解。

关键词关键词 放射治疗；肿瘤；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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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dvances in Clinical Trea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XIAO Shaowen, ZHANG Shanwen

AbstractAbstract Radiotherapy is a very important clinical treatment mean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latest advancement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including radiophysics, radiobiology and clinical oncology. The aim is to tell the rea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dvances of radiotherapy and its function in comprehensive therapy of oncology.
KeywordsKeywords radiotherapy; tumor; clinical

Pek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 Beijing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 Departments of Radiotherapy, Beijing Cancer
Hospital, Beijing 10014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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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及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2014年发布的中国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0 年肺癌发病率为 46.08/10 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

19.59%；死亡率为 37/10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 24.87%[1]。根

据生物学特性，肺癌可分为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和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前
者占肺癌发病的15%~25%，后者占肺癌发病的80%~85%。其

中非小细胞肺癌又可分为腺癌、鳞癌和大细胞癌。

驱动癌基因（driver oncogenes）概念于2002年由Weinstein
首先提出，他指出肿瘤细胞的生成及维持其恶性生物学表型

依赖于某个或某些活化癌基因，也称为癌基因成瘾或癌基因

依赖（oncogene addiction）[2]。驱动癌基因编码的蛋白通常在

细胞内复杂的信号调控网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与正常细

胞相比，癌细胞内驱动基因编码的蛋白异常表达，信号传导

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导致细胞持续生长、浸润和转移。

研究表明，驱动癌基因的失活可导致癌细胞凋亡，即癌细胞

对驱动基因的抑制剂具有高敏感性[3]。驱动癌基因的发现为

肿瘤的分子靶向治疗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目前针对肺

癌驱动癌基因的靶向治疗已成为除手术、放疗及化疗外重要

的治疗手段。本文从肺癌的主要驱动基因、驱动基因的检测

及针对驱动基因的靶向治疗3个方面进行综述。

1 肺癌驱动基因

1.1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
tor，EGFR）

EGFR是一种酪氨酸激酶受体，分为细胞外配体结合区、

中国肺癌的驱动基因研究进展中国肺癌的驱动基因研究进展
钱晓燕，石远凯，韩晓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内科；抗肿瘤分子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21

摘要摘要 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及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肿瘤细胞在驱动基因的作用下持续生长，并对该驱动基因的抑制剂具有高

敏感性。近年来，针对驱动基因的检测技术不断发展，相应的驱动基因靶向药物也层出不穷。本文主要从中国肺癌的驱动基因、

驱动基因的检测及针对驱动基因的靶向治疗3个方面进行综述，并展望中国肺癌驱动基因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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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Lung cancer is the lead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malignant tumor in China. Cancer cells keep growing under the action
of driver genes and are sensitive to driver gene inhibitors. R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continuous developments of driver gene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driver gene-targeted drugs. This review focus on the driver genes in lung cancer, detection of driver genes
and targeted therapy of driver genes, giving a glimpse of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driver genes for Chinese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KeywordsKeywords lung cancer; driver genes; targeted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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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放射治疗研究进展肿瘤放射治疗研究进展
欧阳伟炜 1，卢冰 1，唐劲天 2

1.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肿瘤科；贵州省肿瘤医院肿瘤科，贵阳 550004
2.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医学物理与工程研究所，北京 100084
摘要摘要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放射物理学、放射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及影像学技术的发展与之有机结合，放射治疗取得了

革命性的进步，已由二维治疗走向三维治疗，由常规放疗走向精确放疗。本文综述放射物理、放射生物及临床放疗的研究进展,
并对放射治疗的未来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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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Radiation Therapy of Tumor

AbstractAbstract Du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mbin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radiation physics, radiation biology, molecular biology
and imaging analysis technology, the radiation therapy has made revolutionary progress. The radiation therapy has been developed
from 2D to 3D radiotherapy, from the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to the precise one.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advances in radiation
physics, radiation biology, and clinical radiotherapy and forecasts the future of radiotherapy.
KeywordsKeywords radiation physics; radiation biology; clinical radi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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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目前主要采用手术、放射治疗、化学药物治疗3
大治疗手段来治疗。WHO报告恶性肿瘤45%治愈率，手术治

愈22%，放射治疗治愈18%，化学药物治疗治愈5%。近年来，

放射治疗作为肿瘤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有了很大的发展，由

于计算机技术、放射物理学、放射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影像

学技术的发展及有机结合，放射治疗技术已经取得了革命性

的进步，已由二维治疗走向三维治疗，由常规放疗走向精确

放疗时代。具体体现在放射物理、放射生物和临床放疗3个
方面。

1 放射物理和放射治疗技术
1.1 三维适形放疗的广泛应用及调强适形放疗开展

三维适形放疗（three-dimension conformal radiotherapy，
3D-CRT）是指在射线剂量体积与靶体积形状在三维方向上

相一致的放疗。与二维放疗技术相比，3D-CRT可使肿瘤内

的照射剂量平均提高10 Gy以上。3D-CRT目前在鼻咽癌、喉

癌、肺癌、肝癌、胃癌、前列腺癌等全身多种实体瘤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

调强适形放疗（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I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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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PM22..55引起的肿瘤新生血管形成和转移引起的肿瘤新生血管形成和转移
研究进展研究进展
孟梅，周泉生

苏州大学唐仲英血液学研究中心，苏州 215123
摘要摘要 PM2.5指直径≤2.5 μm的颗粒物质，它很容易穿过呼吸道屏障，进入血液循环，可诱发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已成为恶性肿

瘤新的诱因。近年研究揭示，PM2.5可刺激肿瘤细胞合成和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促进血管内皮细胞介导的肿瘤血管

新生；并可激活肿瘤细胞，使其通过血管生成拟态直接形成肿瘤血管；还能使肿瘤干细胞向肿瘤内皮细胞转化，促进肿瘤新生血

管形成。此外，PM2.5可促进肿瘤细胞及其他多种细胞分泌趋化因子和白细胞介素，招募骨髓和血液中白细胞进入肿瘤组织，诱发

局部慢性炎症反应，诱导上皮细胞-间充质细胞转化（EMT）的发生，增加肿瘤细胞干性、迁移和转移能力；还可破坏血管稳态，增

加血管通透性，为肿瘤细胞的转移打开方便之门。PM2.5在肿瘤的新生血管形成和转移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至今对其作用机制

知之甚少。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PM2.5诱导的肿瘤新生血管形成及转移机制，能为PM2.5引起的恶性肿瘤防治提供可靠的理论依

据和新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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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PM2.5-caused Tumor Neovascularization and Metastasis
MENG Mei, ZHOU Quansheng
Cyrus Tang Hematology Center,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Abstract PM2.5 refers to the particles with 2.5 μm or less in diameter, which can easily go through the barrier of respiratory track
and enter the blood circulation. PM2.5 can induce various malignant tumors including lung cancer, and it has become a new cause of
cancers. Recent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PM2.5 may stimulate synthesis and secreti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and various vascular growth factors, promote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mediated tumor angiogenesis, activate tumor cells and allow
cancer cells to directly firm tumor vasculature through vasculogenic mimicry, and induce the trans-differentiation of cancer stem cells
into tumor endothelial cells, enhancing tumor neovascularization. In addition, PM2.5 can escalate tumor cells and many other cells to
secrete chemokines and cytokines which recruit bone marrow and blood while cells into tumor tissue, and bring about local chronic
inflammation. PM2.5 may also induce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resulting in an increment of cancer cell stemness,
migration, and metastasis. Furthermore, PM2.5 may damage vascular homeostasis system, increase vascular permeation, opening a door
for tumor cell metastasis. Taken together, PM2.5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tumor neovascularization and metastasis; whereas, its
mechanisms are enigmatic. Thus, more extensive study of the mechanisms of PM2.5-induced tumor neovascularization and metastasis
will provide a reliable theory, strategy, and new approach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M2.5-caused malignant tumors in the future.
KeywordsKeywords PM2.5; cancer; neovascularization; tumor meta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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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在癌症发生与发展过程中，70%以上的致癌和促癌因素与环境污染和人类行为有密切关系。国际癌症研究中心确认砷、

石棉、苯、吸烟、空气污染等都是导致人类癌症的环境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可通过空气、水和土壤对环境产生污染从而产生致癌作

用。中国癌症高发区的研究显示，亚硝胺、霉菌、黄曲霉毒素、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职业环境空气氡污染、室内燃煤空气污染是导

致中国部分地区癌症高发的原因。控制癌症危险因素是降低癌症危害的有效途径。回顾环境污染与中国常见的食管癌、胃癌、

肝癌、宫颈癌、肺癌的流行趋势及典型案例，可为癌症人群预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关键词 环境污染；癌症；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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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pidemic of Common Cancers in China

Abstract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ancer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more than 70% of the carcinogens and promoters are associated
with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r human behaviors. Arsenic, asbestos, benzene, smoking, air- pollution, etc. have been classified by
IARC as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that are carcinogenic to human. Research in some high risk areas for cancer in China shows that
food contaminated by nitrosamines, fungus and aflatoxin, or infected by human papillomavirus,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air polluted
by radon, and exposure to indoor air polluted by burning smoky coal are causes of cancers It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control the
risk factors to reduce the hazards of cancer. The current study reviews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epidemic of cancers of
esophagus, stomach, liver, cervix uteri, lung, and their typical cases to 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s for working on cancer prevention.
KeywordsKeywords environment pollution; cancer; epidemiology

ZOU Xiaonong
National Office for Canc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National Cancer Center, Beijing 100021, China

环境污染是当今社会倍受关注的问题。据国家环境保

护部《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可知，2012年，中国黄河流域、淮河

流域和辽河流域断面的劣V类水质检出率超过10%，I~III类
水质检出率分别为 60%、47%、44%[1]。全国环保重点城市大

气空气质量环保达标率为 23.9%；地级城市中大气可吸入颗

粒物年均浓度超标率为 57.2%；环保重点城市NO2年均浓度

超标率为 27.4%。以上数据显示，中国的大气空气和水环境

污染情况使人堪忧。然而，这些常规监测数据尚不足以说明

环境污染与中国居民发生癌症的关系。在此简要回顾关于

环境污染与中国常见癌症流行趋势研究。

1 环境污染物与人类致癌物
在癌症发生和发展过程中，70%以上的致癌和促癌因素

与环境污染和人类行为密切相关。致癌性物质污染环境是

增加癌症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导致人类癌症的环境污染

物可通过空气、水和土壤对环境产生污染，致癌部位广泛，包

括肺、皮肤、膀胱、喉、卵巢、乳腺、鼻咽、肾及造血系统等。世

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中心的《世界癌症报告2014》，列出

了 18类导致人类癌症的环境污染物，如砷及其无机化合物、

石棉、苯、1, 3-丁二烯、六价铬化合物、柴油机尾气等（表

1）[2]。这些致癌性环境污染物，有的是在工农业生产的职业

过程中有所接触，如石棉、苯、氡及其子体、毛沸石、甲醛；有

的常见于日常生活，如家庭燃煤、室内空气污染、室外悬浮颗

粒、柴油机尾气；还有个人生活行为产生的接触，如吸烟和二

手烟。烟草烟雾（包括主动吸烟和二手烟的烟雾）中，有数百

种有害物质，其中 69种是人类已知的致癌物，包括多环芳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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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恶性肿瘤的动态变化中国恶性肿瘤的动态变化
陈万青，郑荣寿，张思维

国家癌症中心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北京 100021
摘要摘要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环境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癌症已成为严重危害中国居民健康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疾病之

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呈持续增长趋势。对目前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数据的分析，了解其负

担和变化趋势，可为制定有效的肿瘤控制规划和策略提供可靠依据。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掌握的全国肿瘤登记数据及3次全国

死因调查资料，对目前的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及变化趋势进行汇总和分析发现，目前中国每年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约309万，死亡

196万，肺癌、女性乳腺癌、胃癌、肝癌和食管癌是常见的肿瘤。恶性肿瘤发病率在20年间呈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后10年变化

尤其显著，其中人口老龄化是主要因素。肿瘤负担不断加剧，应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控措施遏制肿瘤对中国居民健康的危害。

关键词关键词 恶性肿瘤；发病率；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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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r Incidence, Mortality and Trend in China

AbstractAbstract Cancers have been becoming a major disease threatening human heal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long with it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n increasing older population. Since 1970s,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 have risen
steadily. I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cancer status and trend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ancer registry data so as to provide reliable
evidences for making effective cancer control strategy and policy. In this paper, the cancer incidence, mortality and time trend of
cancer in China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based on the dataset from National Central Cancer Registry and three national death
surveys. There are about 3.09 millions cancer new cases diagnosed and 1.96 millions cancer deaths annually. Lung cancer, female
breat cancer, gastric cancer, liver cancer and esophageal cancer have been the most common cancers. Cancer incidences of most
cancers have been increasing over the past 20 years, especially in latest 10 years, mainly due to the aged population. Effective control
act should be taken to face the increase of disease burden from cancers in China.
KeywordsKeywords malignant tumor; incidence; mor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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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是威胁中国居民健康的主要慢性疾病之一[1]，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中国大多数恶性

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上升趋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下

属国际癌症研究所发布的Globocan 2012的数据显示，2012
年，全球恶性肿瘤发病数达到 1400万，与 2008年相比，全球

癌症患者和死亡病例都在增加，新增癌症病例有近一半出现

在亚洲，其中大部分在中国。报告显示，全球癌症病例呈现

逐年增长趋势，由2012年的1400万，会逐年递增至2025年的

1900万人，到 2035年将达到 2400万人。中国新增癌症病例

高居第 1位，而且在肝、食道、胃、肺等 4种恶性肿瘤中，中国

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均居世界首位[2,3]。《2010年中国卫生统

计年鉴》显示，恶性肿瘤在中国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均位居

居民死亡原因首位[4]。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每年对全国肿瘤登记地区恶性肿瘤

的发病与死亡数据进行及时报告，作为权威性肿瘤监测体

系，肿瘤登记数据全面反映了中国肿瘤负担的现状，为制定

65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2030


科技导报 2014，32（26）www.kjdb.org

当前中国大气污染形势严峻[1,2]，已成为倍受关注的环境

问题和社会问题，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已突

显出来。一些研究结果还表明，大气中一些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POPS）、持久性有毒化学物质

（persistent toxic chemicals，PTS）和重金属等既有急性毒性，

也有慢性毒性，其中有些化学污染物不仅有致畸、致癌、致突

变的毒性，而且还有免疫、生殖和发育毒性，不仅严重影响当

代人的健康，也影响后代的健康[2~6]。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逐渐重视并开展对大气污染与

人体健康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随后，在

医学气象、环境卫生学以及环境毒理学、生物学等学科领域

相继开展了环境与人体健康方面的研究工作。一些国际组

织和专业学会，如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
zation，WMO）、世 界 卫 生 组 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联合国环境署（united nation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国际生物气象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biometeo⁃
rology，ISB）等也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计划。中国

卫生部、环境保护部等联合发布了“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

划”[7]，从不同角度组织相关科学家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工

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变化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工

中国中国PMPM22..55污染现状及其对人体健康的污染现状及其对人体健康的
危害危害
王庚辰，王普才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29
摘要摘要 当前，中国大气中PM2.5污染形势严峻。2013年，在全国纳入监测范围的74座城市中，接近92%的城市的PM2.5年均浓度

未达到国家标准，其中，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重点区域PM2.5污染尤为严重。PM2.5中含有的多种有毒有害物质可直接危害

公众身体健康。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PM2.5污染会直接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与肺癌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密切相关，

但需从PM2.5毒理学及暴露-反应关系等影响机制方面做深入研究。中国对大气中PM2.5污染的治理任重道远，强化PM2.5的健康

风险研究，科学评价PM2.5污染对中国不同人群疾病发生的负担率等应是认真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关键词 大气污染；PM2.5；健康；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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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 Pollution in China and Its Harmfulness to Human Health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situation of PM2.5 pollution in China is serious at present. Among 74 cities starting PM2.5 monitoring in 2013, about
92% cities have PM2.5 concentrations exceeding the state standard limit value. The most polluted areas in China are the Beijing-
Tianjin-Hebei regio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Some poisonous species contained in PM2.5 may
have a direct influence on human health. Som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diseases such as respiratory system and cardiovascular
system are evidently affected by PM2.5 pollution. Moreover, PM2.5 concentration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lung
cancer. Therefore, some key problems, like PM2.5 toxicology, exposure-response relationship and so on,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and
the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n PM2.5 pollution must be strengthened as well.
KeywordsKeywords air pollution; PM2.5; health;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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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药异常黑胆质成熟剂对乳腺增生维药异常黑胆质成熟剂对乳腺增生
模型大鼠乳腺组织病理形态及血清模型大鼠乳腺组织病理形态及血清
性激素水平的影响性激素水平的影响
米热古丽·艾乃都，阿依先木·他西，哈里旦木·吾加不都，哈木拉提·吾甫尔，努尔买买提·艾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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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为探讨维药异常黑胆质成熟剂对乳腺增生模型大鼠的治疗作用及可能的作用机制，选用清洁级雌性Wistar大鼠60只，随

机分为6组：正常对照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三苯氧胺组）、异常黑胆质成熟剂高、中、低剂量组，采用大鼠右下肢肌肉注射雌、

孕激素建立乳腺增生病模型，进行药物干预（三苯氧胺1.8 mg/kg，胆质成熟剂高、中、低剂量分别为3.75、7.5、15 g/kg）。运用光

学显微镜观察维药异常黑胆质成熟剂对实验性乳腺增生症大鼠乳腺形态学的影响，放射免疫测定法检测其血清激素水平。结果

表明，异常黑胆质成熟剂能减轻上皮细胞、间质纤维组织增生程度，改善模型大鼠乳腺组织病理形态学改变，调节血清激素水平，

降低血清雌二醇（E2）、黄体生成素（LH）、升高孕酮（P）、睾酮（T）、催乳素（PRL）及卵泡刺激素（FSH）水平，与模型组比较具有统

计学差异（P<0.01或P<0.05）。由此可见，异常黑胆质成熟剂对乳腺增生症大鼠的乳腺组织形态改变有一定的修复作用，同时能

够降低大鼠血清雌激素水平，显著提高孕激素水平，且雌、孕激素比例失调状态也能够得到改善。

关键词关键词 异常黑胆质成熟剂；乳腺增生模型大鼠；病理形态学；性激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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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Uighur Medicine Abnormal Savda Munziq on Pathological
Morphologyof Breast Tissueand theLevel of Serum Sex Hormonesin
the Model of Galactophore Hyperplasia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its possible mechanismof abnormal Savda Munziq (ASMq) on galactophore
hyperplasia (GH) in rats. Sixt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namely the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positive control
(tamoxifen) group, ASMq high-dose group, ASMq middle-dose group, and ASMq low-dose group. The rat pathologic model of GH
was established by estradiol/progesterone injection and drug intervention (tamoxifen 1.8 mg/kg; ASMq high, middle and low dose: 15,
7.5, 3.75 mg/kg). The effect of ASMq on the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of breast tissue in the GH rat model was studied using an
optical microscope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sex hormones in serum was observed by radio immunoassay.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ASMq can reduce the degree of hyperplasia of the epithelial cells and fibrous tissue, improve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breast tissue
of model rats, regulate the serum hormone level, decrease the concentration of estradiol (E2), luteinizing hormone (LH), and elevate the
level of progesterone (P), testosterone (T), prolactin (PRL) and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FS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P<0.01 or P<0.05). Therefore, we conclude that ASMq can recover the morphological dama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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