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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航

美国研究人员利用脑机接口技术，
成功使3名四肢瘫痪病人获得了控制平
板电脑的能力。他们只需想一想，光标
就能随着心意移动并完成点击操作，无
论是看视频、听音乐，还是购物聊天，都
能轻松实现。

美国布朗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多家
机构的研究人员不久前在美国《科学公
共图书馆·综合》杂志上介绍了这一最新
开发的“大脑门户”系统。

该系统中，植入大脑的小型传感器
能够监测到大脑运动皮层发出的神经信
号，这些信号随即被“解码”成数字信号，
并通过蓝牙连接控制外部设备。

临床试验中，3名四肢瘫痪的受试
者成功按自己的想法操作平板电脑。他
们在使用应用程序时，每分钟最多可进
行22次点击选择；在打字时，每分钟最
多能够输入30个有效字符。

研究人员介绍，受试者评价该系统
“直观且有趣”，甚至有人认为，比先前自
己能用鼠标时还自然。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配合“大脑门户”系统使用的平板电
脑完全不需要做任何改装，只要打开蓝
牙功能即可。

研究人员说，“大脑门户”系统的应
用还有很多，例如，当脑卒中患者失去行
动和说话能力时，就可使用该系统与他
人沟通。 （郭洋）

四肢瘫痪病人
也能用平板电脑

春风吹来，百花盛开，春天是一个万
物复苏的季节。可是，偏偏有些人害怕
春天的到来。这是为什么呢？罪魁祸首
就是花粉过敏。

花粉过敏又称花粉症，顾名思义，就
是指具有过敏体质的人，因接触或吸入
致敏花粉，身体出现各种过敏反应的免
疫性疾病。

当花粉触及皮肤的时候，皮肤细胞
发生变态反应，表现为红肿、风团、发痒、
脱皮等皮肤过敏症状；当呼吸道吸入花
粉时，呼吸道粘膜发生一系列变态反应，
表现为阵发性鼻内发痒、连续打喷嚏、流
大量清水涕、鼻塞、咳嗽、咽喉疼痛、头痛
等症状。眼睛接触花粉表现为眼睛发
痒、流泪、眼睑肿胀，严重可伴有水样或
分泌脓性粘液分泌物。严重过敏者还会
发生哮喘、呼吸困难，甚至休克。

为了进一步确诊，可检查过敏原，查
血常规有无嗜酸粒细胞、嗜碱性细胞增
高，还可进行鼻粘膜激发试验。在有条
件的医院，还可以检测血清中特异性
IgE抗体水平等。总而言之，尽早确诊
后才能更好地采取改善措施。

目前在花粉过敏的治疗方法上，主
要以控制、缓解过敏症状，降低机体对抗
原的敏感性治疗为主，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1.避免接触。避免花粉接触，通常
就可预防发作，这是防治花粉过敏最有
效的方法。注意在花粉季减少外出，多
居于室内，并关闭门窗减少花粉飘入；外
出时戴口罩、眼镜，穿长袖衣服，尽量不
去花草茂盛的地方。

2.脱敏疗法。这是目前唯一针对致
敏花粉的种类进行治疗的方法。治疗
时，会将抗原物质多次打入体内，可以产
生免疫耐受。但是这种治疗的疗程一般
需要持续2年甚至更长时间，并不是所
有人都适用。严重过敏者有可能发生过
敏性休克等不良反应，因此这种治疗必
须在医院进行。

3.药物治疗。可选择局部用药，也
可口服用药。常用药物包括色甘酸二
钠、抗组胺药物及糖皮质激素等。

要想摆脱这“春天的烦恼”，必须注
意合理用药，重在预防。 （殷美静）

“春天的烦恼”
来找你了吗？

□本报记者 刘洋

时下，正是春耕备耕时期，在土
左旗北什轴乡恰台吉村的内蒙古稼
泰绿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来自内蒙
古农业大学的作物栽培专家们不停
奔走于田间地头。该公司在专家的
指导帮助下，以现代科技为先导，引
进碱稻种植项目，采取生物综合施策
的有机改良办法，通过2年来的品种
选择、工厂化育苗、土壤改良，成功将
盐碱荒地改造为有机田，试种出有机
碱田稻，稻米种植面积达到1200亩，
稻谷平均亩产量400公斤。所规划
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与中国农科
院草原所、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等科
研院所联合建设，培植优质青贮玉
米、优质强筋小麦、油用葵花等适宜

新品种，引导当地调整农业种植结
构，不断提升农业经济效益，用科技
之光点亮乡村振兴路。

这是呼和浩特市创新发展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在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全市科
技创新环境，推动科技与经济深度
融合、互相促进，培育经济高质量发
展新动能上，走出新节奏。

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呼和浩
特市建立中科院院士工作站3家；23
个科技型企业签约落地，总投资155.6
亿元；全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74家，
总数达273家，占全区总数的38%；科
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6%。

科技创新投入大幅增加、政策
体系渐入佳境、服务平台保驾护
航，一条强化科技“硬支撑”、优化

创新“软环境”的康庄大道正在首
府大地上徐徐展开。

去年，呼和浩特市本级安排各类
项目137项，支持企业研发创新资金
15263万元；同时还积极争取上级科
技部门科技项目157项，争取资金
45374.8万元，同比增长660%，创历
史新高。呼和浩特科技城、呼和浩
特市科技创新精准化服务平台、中
科院老专家技术中心呼和浩特工作
站揭牌启动。

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呼和
浩特市通过组织创新创业大赛、科
技活动周、知识产权宣传周等活动，
加大对创新文化、政策、人才、主体
和成果的宣传力度，全面激发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和活力，营造
出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与氛围。

创新，正日益成为首府的鲜明

标识与显著气质，首府创新生态的
吸引力与日俱增。

“奶山羊精子的成活率达到
60%以上，性控冻精技术在牛以外
的哺乳动物身上取得了又一重大
突破；把采集到的约克夏猪精液进
行X、Y精子分离，在国内第一个成
功将性控精液常温远距离运输技
术应用于性控猪育种……”

在内蒙古赛科星繁育生物技术
集团，持续的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关，
使这家企业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性
控冻精生产基地，拥有30多项自主
知识产权技术。

近年来，根据科技政策和主导
产业的发展，呼和浩特市聚焦云计
算、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制药
等重点领域，实施了一批重点技术项
目。通过项目带动，在推进自主创新

的同时，集中攻克了一大批制约产业
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加快了产业技
术升级，为实体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呼和浩特地处北纬40°以北，
科技特派员们却用农业科技打破了
水果、茶叶种植的地域属性，种出了
火龙果、香蕉、皇菊、龙井，实现了南
果北种、南茶北移。从选育新品种到
推广良种良法，从春播到夏耕再到秋
收，科技特派员跟踪实施技术服务，
通过试验示范引导农户调整产业结
构，凭借科技的力量为塞北农户打通
了一条条致富的新路子，把乡村振兴
的种子播撒在希望的田野上。

新时代，新答卷，新举措，新成
效。在呼和浩特这片千帆竞发的
沃土上，科技创新步履铿锵、指向
鲜明，迈向发展的新征程。

让科技创新成为首府新气质

□孙海华

近日，在进化古生物学界，又
一项被称为“令人震惊的科学发
现”首次公之于世：距今5.18亿年，
地处中国宜昌长阳地区清江与丹
江河交汇处，“寒武纪特异埋藏软
躯体化石库”被发现，并被命名为

“清江生物群”。
发现这一“寒武纪化石宝库”

的，是西北大学早期生命与环境创
新研究团队。3月22日，团队成员
张兴亮、傅东静等人的最新研究成
果——《华南早寒武世布尔吉斯页
岩型化石库——清江生物群》发表
于《科学》杂志。

同期杂志上，《科学》还配发了
专家评论。国际著名古生物学家
Allison C. Daley评价：清江生物
群的“化石丰富度、多样性和保真度
世界一流，科学价值巨大。后续研
究将有望填补我们对于寒武纪大爆
发的认知空白，并解决动物门类起
源演化方面的一系列科学问题”。

被称为古生物学“悬案”的寒

武纪生命大爆发，自达尔文时代以
来就一直困扰着学术界。至今，它
仍与生命起源、智能起源等共同被
列为“六大自然科学难题”。

在学术界，大约5.42亿年前到
5.3亿年前被认为是寒武纪的开始
时间。据了解，这2000多万年时
间内，寒武纪地层突然出现了门类
众多的无脊椎动物化石，而在早期
更为古老的地层中，长期以来却一
直没有找到明显的祖先化石。这
一现象被称作“寒武纪生命大爆
发”，简称“寒武纪大爆发”。

要破解寒武纪大爆发的奥秘，
除了基于理论的科学猜想，更需要
发现恰当的科学观察窗口——化
石库，以找到可靠的化石实证。对
古生物学者而言，最完美的、可解
密寒武纪大爆发与动物门类起源
的研究对象，莫过于布尔吉斯页岩
型化石库。

相较于常见的、类似保存着脊
椎动物骨骼的硬体化石库，布尔吉
斯页岩型化石库不仅可以保存动
物骨骼以外的组织、器官等软体形
态，更可以保存诸如水母、海葵等

软躯体生物。
因此，这一类型的化石库能够

最大程度还原寒武纪生物群原本
的、完整的组合面貌，为探寻寒武
纪大爆发的演化模式和强度，以及
构建动物生命树的基本结构提供
绝佳的化石记录。

1909 年，布尔吉斯页岩型化
石库在加拿大落基山脉寒武纪中
期的布尔吉斯页岩中被最早发现，
并因此命名。在古生物学和进化
生物学研究中，该化石库长期“独
领风骚”。

100余年来，此类化石库在全
球各地已发现50余个。但是，按照
化石保存质量的优劣，及化石物种
多样性的高低等标准来看，仅有加
拿大布尔吉斯页岩生物群和1984
年发现于我国云南省的澄江生物群
成为“理想的顶级研究目的地”。

云南澄江生物群发现至今35
年，在数十万件化石标本中已发现
超过 280个物种。相关研究成果
28次登上Nature/Science/PNAS
三大科学期刊，成为我国唯一化石
地世界自然遗产。

与之相比，此次发现的“清江
生物群”更加引人瞩目：在4351件
化石标本中，已分类鉴定出109个
属种，其中53%为此前从未有过记
录的全新属种。

生物统计学“稀疏度曲线”分
析显示：清江生物群的物种多样
性，将有望超过包含布尔吉斯和澄
江在内的全球已知所有寒武纪软
躯体化石库。

西北大学副教授、成果论文第
一作者傅东静介绍，清江生物群的
特色和优势体现在“新属种比例最
高、后生动物相对多样性最大、软
躯体生物类群最多、化石形态保真
度最优、原生有机质的埋藏保存最
好”等5个方面，“具有难以估量的
研究潜力，它将成为开展寒武纪生
命大爆发研究最理想的顶级‘化石
宝库’。”

清江生物群打开寒武纪“新宝藏”你知道吗

一线

（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健康说

□本报记者 白莲

“川崎病”是 20世纪 60年代
由日本医师首次提出并且用他本
人名字命名的一种儿童免疫系统
疾病，又名小儿皮肤黏膜淋巴结综
合征，主要发生在5岁以下儿童和
婴幼儿群体。该病为全身血管炎，
好发于冠状动脉，可发生冠状动脉
瘤或狭窄，甚至心肌梗死和冠脉瘤
破裂。如果治疗不及时，可能会对
孩子的心脏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川崎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
道什么是川崎病

朱华第一次接触到川崎病患
儿，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

“患儿被送到医院时，已经高
烧1周，眼白发红、嘴唇发红干裂、
手脚肿且发红，烦躁不安。”朱华回
忆说，按照常规诊治，孩子丝毫不
见好转。几天后，患儿在北京得到
确诊，而牵挂孩子病情的朱华也第
一次接触到了“川崎病”这个陌生
的病理学名词。

接下来的几年间，朱华所在的
医院经常会接收到一些从基层医院
转诊来的患儿。有的患儿在村里、
县里治疗了十几天却还在发烧，而

且心脏已经出现冠状动脉瘤，有的
甚至会给孩子造成终生疾患。

“最可怕的不是川崎病本身，
而是它所引发的并发症。及早对
症治疗，才能减少孩子心脏冠脉的
损伤。许多患儿转送到我们这里
来的时候，病情已经转入亚急性发
作期。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尤为
重要。”朱华告诉记者。

不知者误人。因为对川崎病知
之甚少，有的家长以及基层医院因
为判断失误而耽搁治疗，错过最佳
治疗时机，给孩子的健康造成难以
弥补的后果，让人感到心痛和无奈。

10年时间，摸查182家医院、
579例患儿

由于川崎病在早期的临床表
现主要为发热，常常被认为是儿童
喉咙发炎或感冒，容易造成误诊和
漏诊。作为我区川崎病普及诊治
第一人，朱华深感责任重大。

目前，世界各地都有川崎病的
发病报道，发病率存在地区差异，
如今，川崎病已取代风湿热成为儿
童后天性心脏病的主要病因。因
其可导致儿童出现冠状动脉扩张、
心肌梗死等严重并发症，近年来引
起世界儿科医学界的普遍重视。

“那时候，全国一些省市及香

港、台湾地区已先后开展了大量的
川崎病流行病学调查，而我区对川
崎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尚处空白。
因此，对我区川崎病患儿进行流行
病学调查，具有重大意义。同时，
我区调查对国家川崎病调查协作
组分析总结我国川崎病的临床特
点，也具有重要作用。”朱华告诉
记者。

2013年，朱华牵头成立了课题
组。课题组挨个走访了全区县级以
上有儿科病床的182家公立医院，
把2003—2013年间确诊为川崎病
的579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摸清
了全区川崎病状况，建立了档案
库。

课题组对患儿的临床症状、体
征、实验室检查、冠状动脉病变、
IVIG和阿司匹林治疗方案、性别、
年龄、初诊时发病的天数，包括后
期转归等进行了回顾性调查分
析，最终发现，川崎病发病率逐年
升高，发病年龄和性别比例与国内
其它地区基本一致，发病季节与南
方地区不同，关注了川崎病与民族
的关联性。

开展川崎病流行病学调查，在
自治区范围内尚属首次。调查涵
盖全区人口，掌握了自治区近 11
年的川崎病流行病学特征。调查

首次阐明了少数民族地区主要聚
居民族川崎病发病率与自然人口
比例的关系、自治区范围内东西部
地区的发病差异。并依据调查结
果，制定川崎病诊疗策略，在全区
推广应用。建立内蒙古川崎病数
据库及样本库，加入国家川崎病调
查协作组，属国内先进项目，自治
区首创课题。

“川崎病严重影响患病儿童身
心健康，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会大
大减少因病造成的身心残疾，有助
于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家庭幸福，社
会和谐。对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
现健康中国，具有积极的推进作
用。”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科研工
作者，能够为千万家庭的幸福做出
贡献，朱华感到很欣慰。

提高基层诊治能力，为儿童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

“每次到基层做培训，看到有
的患儿因得不到及时诊治而落下
心脏后遗症，我感到十分心痛。
让我感到心痛的，还有基层的儿
科大夫，由于受工作局限性和特
殊性的影响，他们更加迫切想要
得到相关指导与帮助。”在一次次
深入基层调研后，朱华对基层医
疗环境深有感触。

基层医生如果知识面不够宽，
很难想到川崎病早期会以其他疾
病为首发，因此，加强川崎病医学
知识的学习，提高早期诊断水平，
对基层医生很有必要。

为了提高基层医生早期诊断
川崎病的水平，10余年来，朱华
进行了全区儿科医师诊疗川崎病
专项培训，制定了内蒙古地区川崎
病诊疗策略，在自治区各级医院推
广应用，提升了我区基层儿科医务
人员对川崎病的诊治能力，大大减
少了患病儿童因此造成的身心残
疾，保障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内蒙古自治区川崎病流行病
学调查项目”针对我区川崎病临床
特征进行回顾性研究，成果获得了
2018年度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面对荣誉，朱华只是淡然一
笑。“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自治区巾帼建功标兵”“内蒙古自
治区青年科技创新奖”……一项项
沉甸甸奖项的背后，是朱华呕心沥
血治病救人的光荣见证。

眼下，朱华正在就川崎病基因
检测的相关项目进行研究攻关。
采访当日，忙碌的朱华马上就要召
开研究生入学见面会，今年有2位
研究生即将加入她的团队，为科研
实践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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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病川崎病””是一种儿童免疫系统疾病是一种儿童免疫系统疾病，，如果治疗不及时如果治疗不及时，，可能可能
会对孩子的心脏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会对孩子的心脏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近年来已引起世界儿科近年来已引起世界儿科
医学界的普遍重视医学界的普遍重视。。医务工作者朱华牵头成立了课题组医务工作者朱华牵头成立了课题组，，在我在我
区首次开展了川崎病流行病学调查区首次开展了川崎病流行病学调查，，摸清了全区儿童川崎病状摸清了全区儿童川崎病状
况况，，并制定了内蒙古地区川崎病诊疗策略并制定了内蒙古地区川崎病诊疗策略，，目前已在全区各级医目前已在全区各级医
院推广应用院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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