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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空探索

科技领航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与内蒙古科协合办

科普在线

风景线

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真要
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
变化，牙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不少人
为了治疗，不得不采取拔牙、补牙、种植
假牙等方式，不仅给患者带来痛苦，还耗
时费力、花费不菲。

有没有更简便的办法治疗牙病？最
近，一项获得中国专利银奖的再生医学
材料展示出美好的前景。

这种“面粉”状的再生医学材料，由
纳米级的颗粒组成。研发团队成员仇越
秀博士介绍，人体的软硬组织其实是三
维网状结构，组织受损后如何恢复是一
个世界难题。团队瞄准这个方向，历经
上万次实验，研制成功这种高科技材
料。在显微镜下，这些再生医学材料颗
粒表面看起来就像马蜂窝状的孔洞，其
内部也布满密密麻麻但大小均匀的孔
洞。孔洞虽小，它们的表面积加在一起
却非常巨大，100克材料的孔洞面积相
当于5个足球场大小。

这些细小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
损的地方后，快速吸附口腔中的唾液，唾
液与材料孔洞表面均匀地发生反应，生
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这种成分
是人体内最坚硬的部分。它们像一块块

“盾牌”一样密集附着在牙齿表面，随着
材料使用时间延长，这些“盾牌”和原来
牙齿表面牙釉质形成的保护层长成一
体，与人类自己生长的牙齿几乎一样，实
现了牙齿的永久性修复。目前，这种材
料已经在北京的14家大医院试用，成功
地为近500人修复了牙齿。

仇越秀说，再生医学材料pH值在
人体内稳定，不会对细胞和其他接触组
织有过敏刺激和毒性伤害。 （蒋建科）

用“面粉”
修复牙齿

据新华社电 中科院苏州医工所
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最近对我国东北
地区的3个主要黑木耳品种进行了基因
测序。研究组发现，这些黑木耳品种都
含有能代谢出抗肿瘤、抗衰老产物的基
因，进一步研究或将明确黑木耳的药
用、保健价值。相关研究成果已于不久
前发表在自然出版集团旗下刊物《科学
报告》上。

此次研究涉及的3种黑木耳，来自
吉林省蛟河市黄松甸镇国家级万亩黑
木耳标准化种植示范区。根据表面褶
皱由多到少，分别称为全筋、半筋和无
筋黑木耳。

合作组对这3个黑木耳品种进行了
转录组测序分析，共获得13937个独立
非重复基因。其中，有一部分基因代谢
出的小分子产物已经被验证具有抗肿
瘤、抗衰老的效果。此外，研究者还发
现了1124个基因库中未曾记录的新独
立非重复基因。这些基因也可能与黑
木耳抗氧化、抗衰老等独特功能的产生
有关。

虽然研究涉及的3种黑木耳都拥有
能产生抗肿瘤、抗衰老代谢产物的基
因，但不同种类的黑木耳仍有显著差
异。黑木耳的不同品系在疾病抗性和
药物成分生成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

（王珏玢）

黑木耳竟然含
“抗癌基因”

□本报记者 白莲

5月13日，由内蒙古科协主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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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活动为期1周，在巴彦淖尔市7个旗县区的30所中小学
校开展了30场科普报告巡讲，约近8000名师生到现场聆听。

此次活动，邀请到龙乐豪、金声、田如森、王水弟、焦国力、
杨平等6位学术造诣高、科普报告经验丰富的科学家组成专业
化科普报告队伍。专家们用自己长期在科研一线工作积累的
丰富知识，以形象生动的图片、视频、动画等方式深入浅出地为
青少年讲解科学热点问题，分享新锐思想和人生理念，有料又
有趣，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有料有趣的科学课堂

“让我们先从一个故事开始。假如你在回家路上遇见一位
制造星球的公司老板，设想一下，公司的结构会是怎样的？”杨
平教授以科幻电影片段开场，设置了一个科幻悬念，瞬间引爆
现场同学们的无限遐想。

5月13日，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实验小学报告厅内，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杨平为该校师生带来一场科普盛宴——《科
学幻想中的科学与想象力》。杨平或娓娓道来，或旁征博引，带
领大家在虚拟与现实的时光隧道中穿梭，让人耳目一新。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国最厉害的战斗机叫什么吗？”
“是歼二零隐形战斗机！”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科普作协国防委

员会副主任、空军大校焦国力与同学们不断互动，孩子们积极
参与、踊跃发言，使得讲座气氛热烈、高潮迭起。短短1个小时
的时间，同学们不仅感受了太空环境和航天技术的神奇，更了

解到教科书上没有的科学知识，受益匪浅。
“作为军事迷，焦国力爷爷响亮的名字经常出现在百科上，

这次见到他本人，我非常激动。”临河第二中学一位四年级的学
生听得如痴如醉：“我要好好学习，争取长大后当一名既能开飞
机又能研制战斗机的空军工程师。我要研制一架超强的无人
歼击战斗机，不用我们的一兵一将就能保卫祖国的防线，造福
祖国。”

在为乌拉特中旗蒙古族师生作的科普讲座上，北京市科普大
使、青少年航天科普教育专家金声带领孩子们做了“纸包铁棒燃烧”

“鸡蛋测气压变化”等各种有趣的小实验，寓教于乐，引人入胜。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通过小实验，孩子们

对摩擦、重力、温度、作用力等物理知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
们明白了“生活处处有科学”的道理。

讲座结束后，孩子们变身追星少年纷纷围住金教授。金声
殷切嘱托广大青少年：“探索宇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它能

开阔眼界，让人学会用更宏观的视野看待世界。航天事业需要
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努力，希望你们用知识的力量让祖国变得
更加强大！”

锤炼人生的思想熔炉

温暖和煦的5月天，临河区第五中学的校园内绿树成荫，
清风拂面。5月13日上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神采飞扬
地步入学校报告厅。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运载火箭技
术研究院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龙乐豪。

龙乐豪通过播放幻灯片、视频影像等方式将深奥的航天知
识讲述得浅显易懂。同学们时而凝神思考，时而会心一笑，欢
快的笑声和阵阵掌声在会场上空萦绕。

龙乐豪还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科研历程，中
国科研人的不懈追求和努力奋斗感染了每一位在场的师生。

“尽管一生成就斐然，但龙爷爷也有过实验失败后一夜白
头的经历。龙爷爷的个人奋斗经历让我备受鼓舞，更让我懂得
面临失败不气馁、不放弃的道理。”临河五中初二年级13班的
刘宗惠同学深受感动。

“听了田如森爷爷讲的课，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的梦
想是当一名宇航员，为人类做出贡献，哪怕再苦再累，我也不
怕！”磴口县诚仁中学五二班的赵卿汝用稚嫩的笔触写下她真
切的感受。

“孩子们太热情了，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对
科学发自内心的热爱。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个科学梦，这就是
科普教育的意义。”全国航天科学普及首席科学传播专家、研究
员田如森很是感慨。

远望广袤的乌拉特草原，绿意萌动，生机盎然。一场场鲜
活生动的科学盛宴，如同涓涓细流，润养着热爱科学、崇尚科学
的热情，引领孩子们走进科学的神圣殿堂。

为期为期11周的周的““大手拉小手大手拉小手 科普报告希望行科普报告希望行””内蒙古巡讲活动近日在巴彦淖内蒙古巡讲活动近日在巴彦淖
尔市举行尔市举行。。在在3030场科普报告巡讲中场科普报告巡讲中，，科普专家们用自己长期在科研一线工作积科普专家们用自己长期在科研一线工作积
累的丰富知识累的丰富知识，，以形象生动的方式深入浅出地为青少年讲解科学热点问题以形象生动的方式深入浅出地为青少年讲解科学热点问题，，分分
享新锐思想和人生理念享新锐思想和人生理念，，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李春来研究员领导
的研究团队，利用嫦娥四号就位光谱探测数据，
证明了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SPA）存在
以橄榄石和低钙辉石为主的深部物质，为解答
长期困扰国内外学者的有关月幔物质组成的问
题提供了直接证据，将为完善月球形成与演化
模型提供支撑。这项我国月球探测领域的重大
发现，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科学期刊《自然》。

有关月球早期演化的理论认为，月壳由岩
浆洋中较轻的斜长石组分上浮结晶形成，而如
橄榄石、辉石等较重的矿物下沉形成月幔。然
而，这一关于月幔组成的推论至今没有很好地
被证实。带着揭开月球深部物质成分神秘面
纱的使命，嫦娥四号踏上了为探索月球起源演
化提供新数据的征程。巡视器（玉兔二号）与
着陆器分离，其上携带的红外成像光谱仪成功
获取了着陆区高质量光谱数据。

国家天文台和仪器研制单位——中科院
上海技术物理所组成的研究团队，通过对光谱
数据的分析发现，嫦娥四号着陆区月壤光谱的
吸收特征与月球正面月海玄武岩质月壤光谱
的吸收特征存在着显著差异，展现出低钙辉石
的光谱特征，并暗示有大量橄榄石的存在。进
一步的分析证实，嫦娥四号着陆区月壤物质中
橄榄石相对含量最高，低钙辉石次之，仅含有
很少量的高钙辉石。这种矿物组合很可能代
表了源于月幔的深部物质。 （吴月辉）

嫦娥四号新发现
我国科学家
证实月幔成分

□本报记者 白莲 摄影报道

5月23日-24日，由内蒙古科协主办的第19届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机器人
竞赛上，全区12个盟市科协选拔出的来自141所中小学的131支队伍、344名
青少年，在现场一决高下。

竞赛包括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FLL机器人工程挑战赛、VEX机器人工程挑
战赛等7个比赛项目，为广大青少年机器人爱好者在智能编程、自动控制以及机器
人高新科技领域进行学习、探索、实践搭建了成果展示和竞技交流的平台。该项
赛事的举办，对于培养青少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造就大批科技后备人才，更好
地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赛后赛后，，22位小选手认真分析讨论下场比赛的注意事项位小选手认真分析讨论下场比赛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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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选手在调试机器人小选手在调试机器人，，做赛前准备做赛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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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专家走进中小学举办科普讲座，给孩子
们在少儿时代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能够满足并
进一步吸引孩子们对前沿科技的好奇与兴趣，对
学生和一线教师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这样的
科普教育方式，值得点赞和推崇。

科普的目的在于激发科学兴趣。迈入知识经
济时代，青少年科普教育显得更为重要。青少年是
人才的储备力量，是发展的助推之星，更是社会进
步的希望所在。从娃娃抓起，在广大中小学大力加

强科学教育，让孩子们热爱科学、崇尚科学，长大后
投身科学，实现科技创新的接力和传承，是科学普
及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我区专业的科普队伍日益壮大，但
还远远不能满足学校科学教育的实际需求。在
日常教育教学中，许多基层学校面临缺乏专业科
学教育设备及人才等问题，把权威专家、科技工
作者引进校园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

青少年科普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这既需要

政府引导和教育工作者用心耕耘，也离不开社会
各界的共同努力。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
江河。”青少年科普工作既要靠科学大咖，更需要
每一位基层科技人员行动起来，在从事创新工作
的同时，拿出一些时间，投身科普，走进课堂，承
担起传播科学知识、传授科学方法和弘扬科学精
神、营造科学文化的重任，为青少年科普教育活
动注入新的动力源泉，让创新精神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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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科普硬核科普””实力圈粉青少年实力圈粉青少年

焦点看台

5月19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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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仪
式在乌兰察布市举行，标志着主题为“科技强
国 科普惠民”的内蒙古科技活动周正式在
全区拉开帷幕。

据了解，本届科技活动周（科普活动宣传
周）将于5月19日-26日在全区范围同步进
行。期间，全区各地方、各部门将集中开展丰
富多彩的科技活动，包括举办科技创新成果
展示、特色科普活动，开展科技服务脱贫攻坚
行动，开放优质科技资源等，公众可以尽情参
与其中，在参与中开拓科学眼界、在体验中学
习科学知识、在互动中感受科技魅力，进一步
推动全社会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
科学的浓厚氛围和良好风尚。

当天上午，由内蒙古科协主办，内蒙古科
技馆、内蒙古青少年科技中心、内蒙古环境保
护宣传教育中心共同承办的内蒙古科技活动
周科普活动暨生态环保宣传和科普影片首映

启动仪式同步在内蒙古科技馆举行。
内蒙古科协主席赵吉在致辞中指出，希

望通过科普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引领公众树
立科学思想，提升科学素质，进一步激发广大
青少年参加科技创新活动兴趣，启迪科学思
维。同时，进一步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把普及
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
科学方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始终坚守正
道、追求真理，带领广大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朋
友们，共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博
士生导师、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许木启作科
技活动周首场科普专题报告。许木启博士在
《水体污染与水资源保护》的科普报告中，围
绕水——生命的源泉、水体污染现状与危害、
水污染综合治理与成效、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四个方面为在场师生展开了一次深入浅出的
讲解，大屏幕上数组河流被污染的照片，像一

把利剑直插同学们的心头，发人深思。
内蒙古地区首映科普影片《海洋：蓝色星

球》由英国BBC摄制，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科技单元”暨第八届中国科技馆特效电
影展映最佳科学传播影片获奖影片。讲述了
在海洋中生活的多种多样的动植物，并告诉
人们，海洋与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保护海洋
势在必行。

此次科技活动周期间，内蒙古科协将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依托科技馆现代化的科普
展教资源，组织内蒙古科技馆、青少年科技中
心、环保宣教中心、水资源与节水学会、农业
大学、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等单位，开展一系列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富有创新性的科普教育
和科普宣传活动。

（刘宏波 福荣 李琳）

内蒙古科技活动周再掀科普热潮

让更多科研人
员走上讲台

◎白莲

创意创意
大比拼大比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