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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美国马里兰大学一个
研究团队近日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
论文说，他们开发出一种可根据温度、湿
度变化自动调节冷暖的面料，有望用于
制造“智能”衣服。

这种面料由覆盖了导电碳纳米管的
特制纱线制成。这种纱线由两种复合材
料组成，一种吸收水，一种排斥水。当身
体出汗导致温暖和潮湿时，面料可使更
多热辐射通过。当寒冷和干燥时，面料
可减少热量逃逸。

在潮湿条件下，面料里的纤维会发
生卷曲，从而打开面料上的孔洞，并改变
碳纳米管的电磁耦合效应，给身体中的
热辐射“放行”。这种变化可以迅速发
生，在人们意识到热之前，就实现了降
温。反之，当体温降低时，这一机制可以
阻断热辐射，实现保暖。 （周舟）

面料自动调节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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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新材料测试与评价行业中心落户
包头

近日，我国唯一“稀土新材料测试与评价行
业中心”落户包头稀土研究院。

近年来，中国稀土新材料测试服务行业
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同样存在着公共服务能
力弱、测试评价体系不完善以及缺乏高水平
的综合型测试评价平台等问题，亟待建立国
家级的评价测试平台。稀土新材料测试与评
价行业中心落户包头，将会提升整个稀土行
业新材料的材料性能检测等方面公共服务能
力，推动稀土材料研发、生产和应用的高质量
发展。

★旷视人工智能超算平台在和林格尔
开工

4 月 15 日，旷视人工智能超算平台（一期）
开工仪式在和林格尔新区举行。该项目投入
使用后，将填补自治区人工智能模拟运算能力
的空白。

旷视人工智能超算平台建成后，总运算能
力将超过 47PFLOPS 理论计算能力，达到我国
现有人工智能超算的先进水平。旷视人工智
能超算平台分多期建设，共租用中国移动（呼
和浩特）数据中心 468 个机柜，包含人工智能
所需 GPU、CPU、存储服务器等设备超过 1600
台。

★赛科星自主培育种公牛入围世界公牛
排名百强

4 月 17 日，从赛科星繁育生物技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传出好消息，赛科星合资种公牛
站自主培育的 2 头种公牛入围世界公牛排名
百强，标志着我区奶牛育种步入国际快车道。

★巴彦淖尔市开通首个蒙文科技服务
APP

4 月 25 日，内蒙古科技信息服务类目中的
首个蒙文 APP——巴彦淖尔市蒙文科技信息
移动服务平台正式开通。

该平台借鉴巴彦淖尔市星火科技 12396信
息服务体系成功经验，并实现二者间的有效互
补。12396 信息服务体系目前已经覆盖该市
70%的苏木镇，但乌拉特前旗、中旗、后旗牧区
的信息服务仍是空白。为将有效实用的科技信
息送到牧民手中，巴彦淖尔市科技信息研究所
经过充分实地调研，结合牧民实际需求，研发了
蒙文版科技信息移动服务平台。该平台开通
后，巴彦淖尔市科技信息服务网络覆盖率将达
到90%。

科技领航

据新华社电 英国一项研究显示，
中老年人久坐不动会导致骨密度降低，
使骨头变“脆”，增加骨折风险；少坐多
动、每天步行万步则有助保持骨骼强健。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和杜伦大学近日
在《公共卫生杂志》上发表报告说，他们
让 214 名 62 岁的受试者连续 7 天佩戴监
测设备，以获取他们的运动和久坐时间，
并测量了这些人的髋骨和脊椎骨密度。

结果发现，一周内轻度运动150分钟
的人，其骨密度水平比久坐时间更长的人
要高；总体来讲，男性比女性更易久坐不
起，他们的骨骼也因此更为脆弱。对男性
来说，每天久坐超过84分钟的人，其脊椎
骨密度比每天坐52分钟的人低22%。

研究人员说，久坐不动对骨密度的影
响与吸烟相当，要想保持骨骼强健，降低骨
折风险，最好减少久坐时间，多活动身体。

研究人员还表示，很多人 60 多岁退
休后运动减少，看电视时间增长，而本项
研究特别关注这一群体，提醒他们少坐多
动的重要性。目前不少智能手机、手表都
能统计步数，人们可以借此来激励自己和
家人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张家伟）

中老年人久坐不动
骨头会变“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健康说

5 月 13 日上午，由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
中心、内蒙古科协主办，内蒙古青少年科技
中心、巴彦淖尔市科协承办的“大手拉小手
科普报告希望行”内蒙古巡讲活动启动仪式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第五中学举行。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运载
火箭系列总设计师龙乐豪等 6 名院士、专家
出席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结束后，龙乐豪作了题为《中
国的火箭与航天》专题报告。

报告会上，龙乐豪院士首先为广大师生
介绍了航空航天的基本知识，随后从火箭的
起源和基本构成、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展的
历程和成就、国外火箭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
中国航天发展的展望四个部分进行了精彩讲
解。龙乐豪院士重点介绍了我国火箭的发展
历程与成就，并通过与国外火箭各方面的对

比来介绍我国火箭的研究现状。还向大家介
绍了研究新型运载火箭、建立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建立太空空间站和探月计划等工作目标，
并对未来的长期目标进行了展望，如何将载人
火箭送到火星、开发热核推进技术、建立太空
太阳能电站、研究运载器新专业技术等。

报告中的每一部分，龙院士都用图形和
视频的方式向听众作直观形象、详细具体的
介绍，并将很多复杂艰深的理论知识叙述得
浅显易懂。他和蔼温柔的笑容、平易近人的
语气、绘声绘色的讲解、幽默诙谐的话语深
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名师生，激发了在座听
众们的浓厚兴趣，并使大家对我国的火箭与
航天事业有了更深的了解。

同学们听完演讲后都纷纷表示，能与院
士面对面地进行交流，感到非常地开心，这
样的科普报告非常难得，活动激发了自己对

科学的兴趣和主动学习的热情，希望以后能
多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据悉，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邀请
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战略导弹与运载火箭
专家龙乐豪，北京市科普大使、青少年航天
科普教育专家金声，全国航天科学普及首
席科学传播专家、研究员田如森，清华大学
教授、芯片技术研究专家王水弟，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焦国力，专职
作家、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会员杨平这 6 位学术造诣高、科普报告经
验丰富的科学家组建成专业化科普报告队
伍，将在巴彦淖尔市七个旗县区的 30 所中
小学校开展 30 场科普报告巡讲活动。

（周亚军）

与内蒙古科协合办

“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希望行”内蒙古巡讲活动
在巴彦淖尔市启动

科普在线

据新华社电 5 月 12 日—18 日是
全民营养周。据中国营养学会透露，近
年来，我国居民总体蔬果摄入量不足。

中国营养学会公布了相关调查数据：
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蔬
菜的摄入量为269.4克，与2002年相比，总
体平均蔬菜摄入量下降，尤其是农村居民
减少了29.5克；城乡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
水果的摄入量为40.7克，处于较低水平。

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为“合理膳
食、天天蔬果、健康你我”。中国营养学
会副理事长马冠生建议，应保证餐餐有
蔬菜，天天有水果，一个人每天应该吃够
1 斤蔬菜、半斤水果。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欣指出，
蔬菜水果为人体提供了每日必需的维生
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植物化合物等营养
物质，是合理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蔬果
摄入不足会提升人群高血压、心血管疾
病、癌症等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温竞华）

专家建议每天吃够
1斤菜半斤果

□本报记者 白莲 摄影报道

“打开青城通APP界面，就可以看到餐
饮、外卖、酒店、电影票、单车等服务选项，可
以像在美团APP上一样轻松使用了！”

近日，呼和浩特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内蒙古青城市民卡有限责任公司与美团
共同推出“用美团乘公交”服务，宣布青城
市民卡正式入驻美团。同时，青城通 APP
也接入美团本地生活服务功能。

据了解，此次双方的合作是“互联网+
城市服务”的一次深度尝试，实现了美团生
活服务类消费场景和呼市公交信息化建设
的相互赋能和融合，将公共交通领域与包
括吃喝玩乐行在内的全场景生活服务领域
全面打通，带动绿色环保的公交出行，提升
公交出行在城市交通中的分担率，创造出
多方共赢的公交服务新生态。图为市民用
手机刷卡乘公交。

体验
全场景出行服务一线

“风吹草低见牛羊。”自古以来，内蒙古的
茫茫大草原就以其独特的土、草、畜著称于
世。然而，统计资料显示，我区退化草原面积
已占自治区草原面积的三分之一。以科尔沁
草原为例，退化面积达 50%左右，且每年以
3.7%的速度增长。

近年来，在防治草原退化方面，我区虽取
得了一定成绩，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退化还在
继续，从根本上防治草原退化，已刻不容缓。

“我们要为自治区的草原生态做个全面

‘大体检’”。祁智的话语，掷地有声，而这个
“大体检”背后，需要大量的人、财、物和强大的
科研手段与设备做支撑。依托内蒙古大学，自
治区于 2017 年建设了重点实验室，实验室核
心团队引进高端人才 8 人，这支成员平均年龄
不到40岁的年轻队伍，为科研注入新的活力。

土、草、畜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土、草、畜的
矿质营养状况非常复杂，需要进行系统普查和研
究。土壤决定了牧草的品质，恢复草原，得先从
恢复土壤的矿物质比做起。团队以100到200亩

1个土壤样品的密度进行采样，共需取土样约百
万份，时间成本之高、难度之大，无法想象。

实验室成立以来，团队负责人祁智通宵
达旦地研究自治区相关旗县区的资料，为的
是做出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从而可以对每
一个重点畜牧业嘎查村和旗县区提出具体的
土壤和家畜营养的提升方案。

内蒙古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为“草原健
康体检和提升工程”投入了大量空间、设备经
费和人员。敢于向自然发出挑战，开创性地

启动这样一项具有前瞻性、战略意义的项目，
势必是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也需要付出更
多智慧和汗水。

祁智付出的努力，和他对草原生态深厚的
情怀，令人感动。“这项事业，我们呼吁全区与
草原生态畜牧业相关的个人、企业和政府都积
极参与。”祁智希望最终形成全区参与草原生
态健康体检工程的局面。这是祁智和他团队
的希望，也是内蒙古草原生态治理的需要。因
为，每个人都是家乡草原的守护者和建设者。

[记者手记]

为草原做全面为草原做全面““健康体检健康体检””
□本报记者 白莲

“无论你是家庭或国营牧场主，或是在
天然草原进行畜牧业生产的企事业单位，如
果希望对自己天然草场的土壤、野生饲草和
牛羊的矿质元素进行化验，内蒙古大学都提
供免费测试服务。”最近，内蒙古大学“省部
共建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家重点实
验室”常务副主任祁智教授面向全社会发出
公告。

“省部共建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国
家重点实验室”于 2017 年由自治区人民政府
联合国家科学技术部在内蒙古大学成立，简
称“草原家畜国家重点实验室”，是自治区高
校唯一的国家级、自治区政府作为主体的实
验室，目标是成为引领自治区草原生态畜牧
业科技发展的学术高地和支撑区域经济创新
发展的核心力量。

经过 1 年多的内部建设，内蒙古大学“草
原家畜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草原生态健康
研究中心”，祁智担任主任，全面启动“草原健
康 体 检 和 提 升 工 程 ”。 该 中 心 工 作 室 面 积
1500 平方米，在自治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经费的支持下，装备先进的、针对土草畜矿质
元素测试的设备。到 2019 年底，中心将达到
每天测试 2000 份土样、1000 份牛羊血液矿
质元素的能力，预计在 2021 年完成内蒙古草
原土壤钙铁锌含量分布图和 50 万只草原牛

羊血液矿质元素分析。

从土草畜入手，为草原做全面健康体检

为什么要实施“草原健康体检和提升工
程”？记者带着疑问前往“草原家畜国家重点
实验室”，对祁智进行采访。

“从国家层面来说，‘山水林田湖草’需要
统筹规划，这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生态文明
建设的核心内容。‘恢复和提升天然草原生产
力’是 2018 年初成立的国家林业与草原局在
2019 年提出的工作重点。自治区草原面积约
8000 万公顷，占全国草场面积的 27%，对构
成天然草原核心要素的土、草、畜矿质元素进
行普查，是实施天然草原生产力提升需要的
基础数据。”祁智告诉记者。

内蒙古天然草原土壤主要是钙质土，从
东到西分为黑钙土、栗钙土、棕钙土和灰钙
土。钙含量直接关系到野生牧草的饲用品质
和感应抵抗干旱、低温与盐碱能力。

近年来，科学研究表明，世界不同地区先
后出现了土壤、湖泊等钙流失逐渐加重的现
象。科学家对美国森林和欧洲森林表层土壤
分别进行了 74 年和 22 年的跟踪测试，发现钙
含量下降 50%。同时科学家对美国超市主要
蔬菜水果的钙含量进行了多年连续测试，发
现 1997 年 的 平 均 钙 含 量 只 有 1914 年 的
20%。美国权威学术期刊《科学》报道，加拿
大大多数淡水湖钙含量已经低于生物生存需
要的最低值。

草原草场也面临同样境遇。根据自治区
政府 2017 年公布的 2015 年检测数据，全区
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总面积的 62.5%，其
中，重度和极重度占 36.7%；草原退化、沙化、
盐渍化面积近 70%。

“我们急需对草原土壤矿质元素进行测
定，填补国内在这方面的空白，完善全球相关
数据体系。”祁智说，草原退化的本质是草原
土壤中植物需要的矿质元素含量的下降，间
接导致野生植物和食用野生植物的草原家畜
矿质营养的下降。

祁智告诉记者，牧区常见不正常食性的
羊，例如吃毛，或是吃塑料、泥土，都是因为矿
质元素营养紊乱的原因，出生小羊站立困难
是由饮食缺钙导致。

目前，天然草原都分配给了个体农牧民，
每个农牧民家庭的放牧模式千差万别，导致
每个家庭牧场土草畜矿质营养的状况非常复
杂，需要进行系统普查和研究，从而可以对每
一个重点畜牧业嘎查村和旗县区提出具体的
土壤和家畜营养的提升方案。

草原生态治理，需要各方力量积极参与

“草原健康体检和提升工程”启动以来，
内蒙古大学“草原家畜国家重点实验室”一方
面派遣团队成员深入到全区不同地区的草
原，按照 100 到 200 亩 1 个土壤样品的密度对
兴安盟、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天然草原土
壤进行采样。同时，在内蒙古大学相关领导

的支持下，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内蒙古大学启
动了“寻找牧民孩子-给自己牧场进行一次体
检”活动，发动全校来自牧区的大学生参与到
这项关系草原未来的科研工程中。

另一方面，该实验室计划在草原家畜集
中屠宰季，将动物血样矿质元素分析仪带到
草原，就地进行家畜血液的化验。

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是自治区现代化畜
牧业旗县建设的 2 个重点旗之一，是蒙古羊典
型代表“乌冉克羊”的发源地和集中分布区。
在相关部门领导的推动下，2018年 5月，“草原
家畜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始在阿巴嘎旗实地调
研，与当地政府单位、企业、牧民进行沟通，最
终决定实施“乌冉克羊种质提升工程”。

就在记者采访前2日，“乌冉克羊健康与品
质检测中心”正式揭牌。该中心是内蒙古大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草原健康体检和提升工程”在
重点畜牧业旗县设立的第一个测试中心。

在内蒙古大学“草原家畜国家重点实验
室”，记者看到，羊草、老芒麦、短花针茅、大针
茅、蒙古黄芪、华北驼绒藜等草原常见的不同
品种的牧草种子被分别放置在不同矿物质配
比的实验器皿中，正在生根发芽。

“牧草是草原生态的核心，我们分别测试出
不同牧草所需要的矿物元素，建立相关数据库，
为系统普查和研究做准备。”祁智告诉记者。

这只拥有 80 多位科研人员的“最强大
脑”团队，正在为打造令人向往的草原生态屏
障作积极的努力。

壮美 70 智“惠”草原

内蒙古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祁智教授领衔的内蒙古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祁智教授领衔的““草原健康体检草原健康体检
和提升工程和提升工程””，，对构成天然草原核心要素的土对构成天然草原核心要素的土、、草草、、畜矿质元素进行畜矿质元素进行
普查普查，，不但能够填补国内空白不但能够填补国内空白，，完善全球相关数据体系完善全球相关数据体系，，还可以做还可以做
出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出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对每一个重点畜牧业嘎查村和旗县区提对每一个重点畜牧业嘎查村和旗县区提
出具体的土壤和家畜营养提升方案出具体的土壤和家畜营养提升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