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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航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健康说

与内蒙古科协合办

科普讲解大赛让科学科普讲解大赛让科学““ ””起来起来
□本报记者 白莲

“水宝宝与盐捣蛋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水宝宝去哪儿，盐捣蛋就要跟到哪儿。河套
灌区在引黄灌溉时，水宝宝和盐捣蛋同时被
引入田间，这俩小家伙在一起开心地玩耍。
可不幸的是，水宝宝被太阳蒸发掉了，盐捣蛋
却滞留在土地里。于是，调皮的盐捣蛋将植
物中的水宝宝拉出来，导致作物枯萎死亡，土
地逐渐盐碱化。那怎样才能治理这个调皮的
盐捣蛋呢？”

伴随轻快的音乐，来自巴彦淖尔市科技
馆的科技讲解员张雪娇带来的《水宝宝与盐
捣蛋的故事》，以生动拟人化的方式给大家讲
解了水分、盐分和农作物生长的科学故事，一
亮相就吸引了全场观众的注意。90后的张雪
娇是科普工作战线上的一名新兵，也是第一
次参加科普大赛，她的表现可圈可点。

4月26日，由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科协、教育厅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五
届内蒙古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在呼和浩特市
圆满落幕。本届大赛以“科技强国、科普惠民”
为主题，吸引了自治区相关部门、地方、科研院
所、高等院校等单位的近300名选手参与。

一场科普的饕餮盛宴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不是死，
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在玩手机。”来自
乌兰察布市科技局的选手于丽莎语言生动、
精神饱满，她把讲解选题聚焦智能手机，引发
了许多在场观众的共鸣。随着智能手机走进
千家万户，带来的一系列隐患令人堪忧。

“手机不仅阻碍了友情、亲情和爱情，还

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危害，我们的颈椎首当其
冲。我们低头看手机时，相当于脖子上挂了
一个60斤的小孩儿。”于丽莎告诉记者，要从
正确姿势、锻炼颈部肌肉、调整枕头高度等方
面来预防颈椎病的发生。

大赛现场，选手们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将
涉及自然、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科学话题与
道具、音乐、多媒体等多种展现方式相结合，
用幽默、通俗的方式演绎科学。

有主持和讲解经验的选手闫广懋在台上
讲起“你会察言观色吗”，通过图片比对与现
场观众积极互动，他思路清晰，全程流畅，自
信满满，为观众上了一堂明白晓畅的科普课，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终获得一等奖的
好成绩。

像往届讲解选手一样，在这一届的赛场
上，依然可见历史文化、自然环保类的主题讲
解，洋溢着浓厚的人文关怀气息。

悠扬的马头琴声中，选手杨娟从蒙古包
的建筑构造讲起，为观众带来一场关于蒙古
族和蒙古包历史沿革的文化盛宴；选手刘诗
扬的《沙漠变色记》、张雅楠的《保存种子，保
护赖以生存的家园》等选题不仅呼吁人们热
爱土地文化，关心空气与环境，言语间更是散
发着文字之美。

整个比赛过程紧张而激烈，选手们用形
象生动的语言、端庄大方的举止和良好的精
神面貌赢得了阵阵掌声。

这是一场高水平的科普讲解展示和比
拼，同时也是对我区科普传播者、讲解员综合
素质的一次实际检验。选手们来自各行各
业，既有讲解员，又有学生、医生、科技工作
者。讲解的内容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选题
不仅贴近热点、生动有趣，题材还十分广泛，
覆盖气象、天文、地理、医学等各领域。

“讲解不易，特别是科普讲解更加不
易。科普讲解员在讲解的过程中，不仅需要
对所讲内容有足够精准的把握，同时还需要
寻求通俗性和趣味性的协调统一，帮助观众
在探寻理解科学含义的过程中，提高观众理
解、欣赏和参与科学的能力，对他们产生立
体、愉悦的认知影响。本场比赛的选手们台
风稳健，仪态张弛有度，可见他们背后付出
的努力。”内蒙古艺术学院文化艺术管理学
院副院长葛丽英教授对参赛选手们给予了
极大的鼓励和好评。

同为评委的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导师张树天教授，则向选手提出了一点建议
与意见：“科普讲解通常涉及大量的专业名
词，选手在表达上还可以更清晰一点，在展示
方式上也可以更多样化、现代化，除了解说本
身之外，适当增加一些视频、道具等，可以大
大提高解说的感染力。只有讲解者本人与受
众保持非常良好的接触、互动，才能引发他们
的共鸣。”

做科普，科研人员不能缺席

据了解，本届“科普讲解大赛”是2019年
内蒙古科技活动周暨全区第二十四届科普活
动宣传周的重大示范活动之一。

自2015年开始，自治区科普讲解大赛已
成功举办五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各盟市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踊跃参与，涌现出
一批优秀的科普讲解人才，并在全国科普讲
解大赛中屡获大奖，提升了我区科普讲解的
专业水平和科普传播能力。

大赛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
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

位置”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全社会广泛普及科
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
科学方法。同时，通过竞赛活动，为广大科普
工作者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提升我
区的科普传播能力。

科普讲解是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环节，
是一项教育性极强的工作。在当今的科普场
馆中，科学教育已经成为了职能中心，而讲解
作为科学教育手段之一，内容有学术作为支
撑，可以与学校正规教育形成互补。科普讲
解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大众传播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是实现科学普及
的重要手段。

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
两翼，科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全民科
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
素质创新大军。科普是创新的基石，科学普
及可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和能力。一个国家
或地区科学思维的普及程度，从根本上决定
其创新发展的水平高度。

作为“科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科研人
员除了做科学研究外，培养更多的科学公民
应该是他们最值得花时间去做的一件事情。

“做科普，科研人员不能缺席。让更多有
热情、有能力的科研人员投身科普，正是科普
讲解大赛的意义所在。”自治区科技厅副巡视
员云涛表示，科普讲解员是科普工作面向公
众的窗口，是科学思想的传播者，当科研人
员、科普讲解员用通俗易懂地方式将科研成
果描述与传播出去，将其变成参与和自觉行
动，在全社会广泛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
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积极推动
自治区科技创新以及科学普及事业健康发
展，自治区的创新发展也就具备了更坚实的
基础。

4月18日下午，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从内蒙古大学学术会
议中心里传出，由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内蒙古大学共同主办的自治区科普大讲堂在这里举行。

本次活动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为大家带来题为
“未来已来 唯变不变——对新科技革命的思考”的精彩报
告。他围绕科技革命的主要驱动力、新科技革命的思维范
式，以及新科技革命的机遇与挑战3个方面进行了深刻阐述
和精彩解读。现场金句频出，引来阵阵掌声。

人类需求是科技革命的主要驱动力
张杰表示，人类不断发展的需求推动了历次科技或产业

革命。如今，温饱、健康、安全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人类
的需求转向追求个性化、实现自我、超越自我。

张杰认为第四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将以数字技术的广泛
应用，人工智能、脑机融合、人机一体化作为主要内容。

新科技革命的基础和思维范式
张杰认为，人类需求的新变化驱动新科技革命，新科技革

命的基础是新思维范式的出现。由于人类需求转变，“掌控幸
福、掌控生命、超越自我”将成为新的需求方向，新科技革命的基
础是思维范式的转换。新科技革命以大数据思维为基础，世界
是由数据流组成，数据成为知识性社会最宝贵的战略资源，超强
人类、半机械人、意识上传实现人类永生等话题将成为全人类共
同需要面对的课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将获得空前发展。

如何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
张杰认为，谁有最好的大数据基础设施，谁能获取最多、最

全的数据，谁有最高、最快、最好的数据分析能力，谁能最有效地
利用与开发数据的价值，谁就将成为新科技革命的策源地。“未
来，国家竞争的焦点将从资本、土地、人口、资源转向数据空间，
全球竞争版图将分为数据强国与数据弱国两大阵营。”张杰院
士说，“未来已来，唯变不变，关山万里，我们终将辉煌。”

来自全区学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的科技工作者、中学
生英才计划学员、自治区科协和自治区科技厅机关干部、学
校师生，共计500多人参加了报告会。

内蒙古大学学生韩开元认为，本次活动为大家提供了一个
领略名师、专家风采的机会。通过张杰院士的报告，既掌握了
学术前沿的很多知识，又为自己打开了新的思维方式。

“自治区科普大讲堂是提升科学素质的重要平台。”自治
区科协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后，将举办更多科普活动，积
极营造全民科普氛围，力争到2020年实现我区全民具备科
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的目标。 （赵娜 王文丽）

张杰院士：未来已来 唯变不变

□周舟

中国科研人员近日开发出一种磁性
微游动机器人，可像“蚁群”一样成千上万
地组队协同作业，有望为高效靶向给药和
体内成像提供解决方案。

发表在新一期美国《科学·机器人学》
杂志上的这一研究显示，这种呈花生状的
磁性机器人长3微米，直径2微米，只有头
发丝直径的约四十分之一。由大量这种机
器人组成的群体可在旋转磁场的调控下变
为长链，在狭长的模拟毛细血管中穿行。

论文作者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
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谢晖教授
说，这些机器人之间通过非常小的作用力
交流，形成一个动态系统，就像蚁群用触
觉或气味交流一样。

谢晖说，大自然中，群体协作可解决
个体无法胜任的复杂问题，如蚁群可搬运
超重猎物、鲱鱼群可捕获非常警觉的桡足
类动物。研究人员受其启发，构建了微游
动机器人群体，使其具备快速的环境应变
能力和多任务机动功能。

研究显示，这些机器人能够模拟自然
界的蚁群和鲱鱼捕食阵列，完成大负载可
控输送与大面积同步集群操作。

谢晖说，这种机器人将来可用于医疗
方面，比如通过体内导航控制，成千上万
个装载药物的微游动机器人组成的群体
可直达病灶部位，识别并攻击病变细胞，
还有望留存在体内监控健康状况，从而为
疾病的早期诊断与治疗提供新方法。

“蚁群”机器人
组队协同作业

□李婷婷

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戴着耳机散步、跑
步，有时候在嘈杂的地铁、公交上也会戴
上耳机试图与周围的吵闹环境隔离开。
很多人都知道，经常使用耳机对听力并不
好，所以他们会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选择价格高一些的降噪耳机。那么，降噪
耳机真的可以保护我们的听力吗？

传统的密闭式耳机只能实现对中、高
频声音的降噪，要实现对中、低频的降噪
很困难，为此，降噪耳机应运而生。降噪
耳机不是被动地屏蔽噪声，而是主动发出
与噪声相位相反的声音，在耳内与噪声形
成干涉而抵消噪声。降噪耳机主要是对
于低频和中频的噪声有效果，对于高频的
噪声降噪效果并不明显，也就是说，它能
消除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噪声，但又不会影
响紧急情况下尖鸣的喇叭等警示音。

那么降噪耳机真的可以保护我们的听
力吗？江苏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卜行宽解释，真正损伤听力的不在于用何种
耳机，而在于耳机的音量和使用时间。在相
同的环境下，降噪耳机中播放音乐的音量比
普通耳机的音量低，但是有些年轻人喜欢提
高音量以达到比较“震撼”的音乐效果，或是
长时间佩戴耳机，这些做法才会伤听力。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耳机的使用需
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成都市第三人民医
院耳鼻喉科主任张建辉建议，经常戴耳机
听音乐的人，应掌握60-60原则，这也是
国际上公认的保护听力的方法。60-60
原则是指听音乐时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
量的60%，连续使用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
60分钟。此外，耳机最好选头戴式的，因
为它比耳塞式耳机对听力的损伤小。

最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
科医生高长辉提醒，听力受损往往是不可
逆的，若发现听力下降，应该及时到医院
耳鼻喉科就诊。

别让降噪耳机
“偷走”你的听力

科普在线

□金振娅

癌症是严重威胁群众健康的重大公
共卫生问题。近年来，我国癌症发病率、
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给家庭和社会造
成重大经济负担。

近日，在由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办的
2019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主题活动上，
针对一些广受关注的癌症谣言，国家卫健
委疾控局慢病处处长吴良有、中国医学科
学院肿瘤医院癌症早诊早治办公室主任
陈万青、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副主
任杜鹏等专家给予了“痛击”，并从科学的
角度进行了解读。

一滴血可以测癌吗？“这一说法是不
准确的。”专家们分析指出，因为现有的科
技水平根本达不到，即使将来科技水平能
够达到一滴血检测所有的癌症标志物或者
基因，但单靠血液学指标并不能诊断肿瘤，
这需要结合临床检查、影像学检查等手段，
而且最终确诊往往需要病理学的诊断。要
想准确地检测癌症，还是要到正规的单位，
进行规范化、个体化的癌症筛查才行。

癌症会传染吗？专家回应：“癌症是
不会传染的。”癌症的发病机理与传染病

不同，它是遗传、环境、生活习惯、饮食等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自身细胞基因发生
变化而产生的结果。可能有些人关注了
不少“家庭癌”“夫妻癌”的新闻，会产生

“癌症传染”的错觉，事实上，这种情况的
发生主要由于一家人长期居住生活在一
起，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居住环境基本相
同，因此被相同的致癌因素或诱因影响的
概率很高。还需要说明一点，癌症虽不传
染，但是一些致癌病毒是会传染的，如可
能诱发肝癌的乙肝病毒、可能诱发胃癌的
幽门螺旋杆菌、可能诱发宫颈癌的HPV
病毒，以及可能诱发鼻咽癌的EB病毒。

肿瘤标志物升高一定是患癌症？“这
是不一定的。”专家们表示，肿瘤标志物是
肿瘤细胞所产生的，或者身体机体对于肿
瘤细胞进行反应所产生的一种物质。事
实上，一些良性疾病往往也会出现肿瘤标
志物的升高。比如前列腺癌的肿瘤标志
物PSA，在良性前列腺增生组织中同样会
升高。此外，日常生活中进补、吸烟酗酒、
服用某些药物、怀孕、炎症疾病都可能影
响肿瘤标志物变化，检查仪器或试剂不同
也会有肿瘤标志物假阳性现象发生。需
要注意的是，肿瘤标志物正常也不能完全
排除相关肿瘤，只有进行针对性的体检，

才能够早期发现和排除癌症。因此，肿瘤
标志物升高并不可怕，一定要到规范的癌
症筛查中心进行诊断，听取专家建议。

对于“疟原虫治愈癌症”的说法，专家
们指出，这是个科学猜想，尚在研究阶段，
用“治愈”这个词属于严重误导。从有限
数据来看，单独用疟原虫治疗的效果并不
好，加上反复感染带来的持续高烧等副作
用，治疗的风险收益比是不清楚的。对患
者而言，应该优先考虑标准治疗。

专家们还表示，“不吃甜食来饿死肿
瘤细胞”的说法是不科学的；美国FDA正
式上市“广谱”抗癌药并非真正广谱，准确
来说，只对某种特殊基因突变的癌细胞才
能产生疗效。

长期研究结果表明，癌症的致癌因素
分为不可控因素和可控因素，前者包括性
别、年龄、家族遗传史、种族等，后者主要
包括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等。而大部分
的癌症均是由外界因素导致的。只要防
控好致癌危险因素，可以大幅降低癌症的
死亡率。专家们建议的具体做法是——
戒烟戒酒；保持健康体重，加强体育锻炼；
控制HPV、HBV、HCV等病毒的感染；减
少加工肉制品、腌制蔬菜的摄入，增加饮
食中膳食纤维的摄入；减少暴晒时长。

一滴血可以测癌症？

求真相

第五届内蒙古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以“科技强国、科普惠民”为主题，吸引来自各行各业近300
名选手参与。选手们将涉及自然、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科学话题用幽默、生动、通俗的方式展现
给观众，奉献了一场科学普及的饕餮盛宴。

科普讲解大赛上
的参赛选手。
本报记者 赵娜 摄

焦点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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