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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航

（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你知道吗

与内蒙古科协合办

科普在线

潮知识

王建忠博士王建忠博士（（中中））和和
他的团队在做实验他的团队在做实验。。

据新华社电 浙江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的
联合团队研发出一种新型生物胶水材料，可在数
秒内完全止住大动脉损伤和心脏穿透伤的大出
血。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

在研究团队提供的一段视频中，一只小猪
的心脏受到了6毫米直径铁管穿透创口损伤，研
究人员在猪心脏创口上挤上生物胶水，再用一束
紫外光进行照射，短短几秒钟之内，喷涌的鲜血
就被止住。

“猪的心脏大小与结构和人的心脏最为接
近，跳动心脏大出血是目前最难止的血。”论文共
同通讯作者、浙江大学医学院欧阳宏伟教授介绍
说，生物胶水让创口无须缝合就能闭合，小猪在术
后为期2周的恢复期检测中均未发现任何异常。

据了解，该新型生物胶水是一种仿生材料，
以人体组织材料为模板，主要成分对光敏感。只
要紫外线光照“一声令下”，这种材料就能迅速长
出 2层网络结构，从流动的液态变为固态，有力
黏附于湿润器官的表面。

此外，该新型生物胶水还具备一定的材料
强度，能够抵抗血液压力和心脏跳动的收缩压，
展现了良好的修补性能。

中科院院士刘昌盛认为，这一研究解决了
医用组织胶水在动态、湿性、大出血组织截面处
的止血和封闭问题，并且操作便捷，具有较好应
用前景。 （朱涵）

“神奇胶水”
数秒内快速止血

据新华社电 加工好的食品吃起来方便
快捷。但一项新研究表明，它们可能会“诱使”
人们吃得更多，从而导致超重和肥胖。

这项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的国家糖
尿病、消化系统疾病和肾病研究所进行的研究，
首次通过随机控制实验来观察深加工食品对人
们进食的影响。该研究体系定义的深加工食品
指的是含氢化油、高果糖玉米糖浆、调味剂和乳
化剂等食品工业中常见添加成分的食品。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细胞-代谢》杂志
上发表论文说，10 位成年男性和 10 位成年女
性志愿者参与了这个为期 1 个月的封闭实验，
他们被随机分为食用深加工食品组和低加工食
品组，连续 2 周食用同一组别食物。每份深加
工食品和低加工食品所含的热量、糖分、纤维、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都一样，而志愿者可自由选
择吃多少份。例如一份深加工食品早餐可能包
括火鸡培根和奶油芝士百吉饼，而低加工食品
早餐则是加入核桃、香蕉和脱脂牛奶的燕麦片。

结果显示，食用深加工食品的志愿者平均
每天比另一组志愿者多摄入约 500 卡路里热
量的食物，而且吃得更快。他们的体重 2 周后
平均增加 0.9 千克，而食用低加工食物组则平
均减重 0.9 千克。 （胡丹丹）

深加工食品更易让人发胖

据新华社电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一项研
究显示，日常帮着做家务的孩子更自信，学习
成绩更好，社交能力更强，更快乐；而不怎么做
家务的孩子容易对生活不满。

研究结果刊载于最新一期美国《发育和行
为儿科学杂志》。研究人员分析 9971 名 9 岁
左右学龄儿童的学习成绩和做家务情况，并借
助调查问卷评估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和自信心、
与同龄人的关系、社交活动以及生活满意度。
结果显示，与难得做家务的孩子相比，经常做
家务的孩子自信心更强，学习成绩更好，在数
学、阅读和科学测试中得分更高；难得做家务
的孩子对生活不满意的可能性高 30%，更容易
对学习能力缺乏自信，而且容易与同龄人关系
不佳。 （黄敏）

做家务的孩子学习更佳

□本报记者 白莲

“不同基因决定了不同疾病的遗传易感人
群。从基因入手，早发现、早干预，是我们项目
研究的意义所在。”

在股骨头坏死临床与科研方面都有突出
贡献的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创伤一科
业务主任、医学博士王建忠这样告诉记者。

股骨头坏死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疾病，严
重危害患者的健康。该疾病病理过程复杂，多
发于 20 岁-50 岁人群中。由于其有效治疗方
法较少，一旦发生股骨头坏死，很难逆转，具有
强致残性，因而又被称为“不死的癌症”。

在中国，大约有 500 万至 750 万的股骨头
坏死患者需要医治，每年新增病例接近 20 万。
仅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每年就接诊股
骨头坏死患者 300 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最终需
要关节置换。虽然人工关节置换可以解决患者
的行走问题，但由此带来的手术并发症也日渐
增多，并且手术费用昂贵，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
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将治疗模式从病后手术转移到病前预防

2006 年，31 岁的王建忠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骨外科攻读博士学位，
师从我国关节外科权威王坤正教授，系统学习
了关节外科疾病的诊断、治疗等。期间，王建忠
非常关注当时前沿领域里的基因检测技术，把
对股骨头坏死研究的目光转向基因层面的思路
开始萌芽。

2009年博士毕业后，王建忠义无反顾回到
家乡，从事创伤骨科与关节外科的临床与科研
工作。近 10年的时间里，王建忠带领研究生团
队从事股骨头坏死发病风险的基因多态性研
究，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其科研成果走在自治区
乃至全国前沿。

在非创伤性股骨头坏死患者中，绝大多数
属于激素性及酒精性股骨头坏死。

“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发现，同等条件暴露
于激素和酒精危险因素下，只有部分人群发生
了股骨头坏死，这说明个体的遗传因素在决定
非创伤性股骨头坏死的易感性方面起着重要的

作用。”王建忠从遗传学角度探索激素性和酒精
性股骨头坏死的发病机制，这种遗传易感性主
要表现在单核苷酸多态性。

王建忠带领团队在股骨头坏死的发病机
制及预防中做了大量工作。通过深入研究
GWAS、NCBI等权威数据库，发现了大量可能
导致股骨头坏死的相关基因。

团队首次系统性研究了 OPG/RANKL/
RANK、MMPs/TIMPs 信号通路及其基因多
态性在激素性与酒精性骨坏死中的作用机制，
研究了激素性与酒精性骨坏死中脂类代谢及炎
症相关因子基因多态性，先后发现了 RANKL/
RANK/OPG 系统、MMPs/TIMPs 系统等若
干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发病基因。

当这些基因发生突变时，会导致基因失去
原有功能，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发生改变。股骨
头血液供应发生障碍，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功
能失调，骨骼代谢紊乱，股骨头形状发生改变，
失去原有功能，最终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发生。

团队的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了这些基因突
变会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发生。此外，团队收集
到包括蒙古族在内 5个民族的股骨头坏死血液
样本 1000 余例，借助生物信息学和遗传学原
理，通过计算机模拟，针对这些危险基因，构建
了大量基因模型。

“通过该项目的研究，可以设计高通量基
因芯片，用于早期发现易感人群的筛查。”王建
忠说。

该项研究，为建立中国人群骨坏死基因库
提供了重要数据来源，未来可用作骨坏死诊断
的分子标志物，有助于早期发现易感人群，及时
干预，积极预防，将目前的治疗模式从病后手术
转移到病前预防，不仅造福于广大患者，而且具
有重大经济和社会意义。

由于在股骨头坏死的研究中做出了突出
贡献，王建忠及其团队获得 2018 年度“内蒙古
自治区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对团队近 10年
科研工作的肯定与表彰。

科研使临床教学更具生命力

怀着对医学的赤诚情怀，王建忠及其团队
成员脚踏实地、潜心钻研，充分施展专长，在科
研、临床和教学工作中，都做出出色成绩。

近 5 年来，王建忠共主持 4 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1项国家博士后科研基金，发表文章 30
余 篇 ，其 中 20 余 篇 为 SCI 收 录 文 章 。 他 于
2012年、2017年先后 2次入选内蒙古自治区新
世纪“321 人才工程”，带领的团队在 2016 年被
授予“草原英才创新创业团队”称号。

医院工作繁忙，王建忠依然投入大量精力
进行科研。“现代医学的发展不仅要求医务工作
者掌握扎实的临床技能，更要有创新思维的科
研能力，才能促进临床发展，更好地为医院和患
者服务。”“科研不是每一个医生的必修课，但要
做一个好医生，就必须懂科研。”他以国内外多
名权威专家（血液专家陈竺、呼吸专家钟南山、
骨科专家张英泽、王坤正等）为例，不止一次地
强调，科研对于临床医生的重要性。

科研工作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
的，瞩目成绩的背后往往是艰苦卓绝的奋斗，其
中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最大的困难首先是时间，既要把临床做好，
对患者负责，又要进行科研实验，所以加班加点
是家常便饭。

王建忠说：“我们做实验，比如 PCR，经常
需要 1 天，一个步骤和下一个步骤的间隔时间
只有半小时，如果耽搁的时间超过半小时，那么
整个实验就等于前功尽弃。”

做实验时，常常从早晨 8 点开始，一整天
都待在实验室，在步骤之间的空隙吃口方便
面。等到间隔的空隙可以过夜或者更长，一般
已是深夜时分。走出实验室时，人常常累到精
疲力竭。

王建忠不仅是受患者尊敬的医学科研工
作者，更是一位优秀的骨科专家和受学生爱戴
的好老师。多年来，王建忠一直从事创伤骨科
与关节外科的临床工作，尤其是关于四肢骨折、
股骨头坏死及骨关节炎的治疗等等。在内蒙古
地区率先倡导四肢骨折的微创治疗，擅长运用
髓内钉技术治疗四肢骨折，LISS 钢板 MIPPO
技 术 治 疗 骨 端 骨 折 ，Masquelet 技 术 及
Ilizarov 技术治疗感染性骨不连和骨缺损。他
目前担任中华医学会、中国骨科精英会、白求恩
公益基金会、内蒙古医学会等十几个学会的委
员、常务委员甚至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对学生，王建忠悉心教导，宽严适度，引导
他们健康成长。他总对学生们说：“搞科研和做

医生一样，都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能不懂装懂。
现在基础打不好，将来会出大问题。”

王建忠毫无保留地向研究生传授知识和
经验，为学生们提供最好的学习机会和学习条
件。在他的努力争取下，研究生在读研期间都
有机会去名校实验室学习科研知识、参加国际
学术会议。在他的积极引领下，每位研究生毕
业前最少发表 2 篇 SCI 论文，为学生们未来的
科研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自2013以来，作为内蒙古医科大学硕士和
博士研究生导师，王建忠共培养研究生 14名，3
人次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奖学金，2 人次毕业论
文获得内蒙古自治区优秀毕业论文。指导研究
生发表 SCI收录论文 23 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
5.168，总影响因子65.604。

“国家培养了我，学以致用造福家乡父老，
我责无旁贷。”王建忠动情地说。如今，他积极
号召团队到农村牧区推广研究成果及医学建
议，参与公益科普活动，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新时
代医学科研工作者的风采。

【记者手记】

基因科技是当今世界医学的“必争之地”，
王建忠团队在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能取得
大量的实验样本，突破创新，并走在全国前沿，
实属可贵。

股骨头坏死是骨科的老病、难病，由于其不
可逆转性，在发病之前进行干预的意义重大。
王建忠团队另辟蹊径，从基因入手破解生命密
码，找到了新的解决路径，让更多易感人群受
益，为“健康内蒙古”做出积极贡献。

王建忠谦逊温和，思维敏捷，充满正能量。
他带领团队以“做好每一件事”的执着精神，一
步一步踏实走下来。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自治区医学科技领域
日新月异，医疗环境和技艺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提高了他们
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这既得益于广大科研
工作者脚踏实地积极开展新技术、新业务，也与
一代代医务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分不开。

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而这样的创新还
在继续。相信医学科技创新将一次又一次带给
我们新的惊喜。

股骨头坏死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疾病，严重危害患者的健康。该疾病病理过程复杂，发病后很难逆
转，具有强致残性，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王建忠带领研究生团队从事股骨头坏死发病风险的基因多态性
研究，有助于早期发现易感人群，及时干预，积极预防。该项科研成果走在自治区乃至全国前沿。

他们破解了他们破解了““不死癌症不死癌症””的基因密码的基因密码

据新华社电 中国新一代远洋综
合科考船“科学”号已抵达西太平洋马
里亚纳海沟，探查那里的系列海山。
近年来，马里亚纳海沟成为国际海洋
科研的热点区域，它有哪些魅力让科
学家如此着迷？

随船科考队员、中国科学院海洋
研究所博士赵智华介绍，西太平洋发
育有全球最典型的海沟-火山弧-弧
后盆地（沟-弧-盆）体系，是全球海洋
地质学家研究的焦点，而马里亚纳海
沟又是焦点中的焦点。马里亚纳海沟
不仅有全球最深的斐查兹海渊（深度
11034 米），还有正在扩张的弧后盆地
马里亚纳海槽，以及正在活动的火山
弧伊豆小笠原马里亚纳岛弧。

据了解，马里亚纳海沟是太平洋

板块往菲律宾板块下面俯冲形成的，
整个俯冲体系全长约 2800 公里，呈南
北走向，海沟的大部分水深在 8000 米
以上。

除了地质方面，万米深渊的生物也
是 科 学 家 关 注 的 焦 点 。 例 如 ，海 底
10000米深处的压强约是地面的1000
倍，生活在那里的鱼类等生物如何抵御
如此巨大的压强？它们又以什么为
食？这些生物有哪些独特的基因？

在地球表面，不少探险家能成功登
顶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但潜入水下
探秘马里亚纳海沟却极其困难，潜入地
球最深海沟的人类也是屈指可数。

1960 年，人类第一次下潜到马里
亚纳海沟底部；2012 年，美国导演詹
姆斯·卡梅隆独自驾驶载人潜水器到

达马里亚纳海沟底部；今年 5 月，美国
探险家维克托·韦斯科沃在马里亚纳
海沟打破人类最深潜水纪录，下潜深
度10928米。

中 国 载 人 潜 水 器“ 蛟 龙 ”号 于
2012 年在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作业
类 潜 水 器 世 界 最 大 下 潜 深 度 7062
米。中国科考船“探索一号”也多次在
马里亚纳海沟进行深渊科学考察。

马里亚纳海沟虽然是地球最深
处，但有研究显示，人类污染已经蔓延
至此。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等单位
的科研人员在一项合作研究中发现，
来自马里亚纳海沟的钩虾体内有人类
核爆碳 14 信号，而维克托·韦斯科沃
在马里亚纳海沟发现了塑料。

（张旭东 吴飞座）

地球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

壮美 70 智“惠”草原

5 月 30 日上午，2019 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内蒙古系列活动航天
专家科普报告在蒙牛乳业集团举行。圆满完成神五、神六、神七飞天
任务，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大队”称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
员大队首任大队长、航天科普专家申行运，做了“扬航天精神 铸民族
辉煌”主题航天讲座。来自蒙牛的 140 位职工和 40 位“蒙牛宝贝”共计
180 多人聆听了此次讲座。

申行运大队长介绍了我国发展载人航天飞船的重要意义，载人航
天对我国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国防建设的重要作用；介绍了我国
航天员选拔培训的情况及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讲解中，申行运大队
长用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有趣的互动为青年员工和“蒙二代”们讲解
了一堂内容丰富的航天专业知识课程。

申行运大队长用航天员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
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激励蒙牛青年员工和“蒙二代”，激发
了青年员工的自豪感，更激励了“蒙二代”们努力学习、科技强国、成仁
成才报效祖国的爱国之心。 （蔚瑛）

航天专家科普报告
在蒙牛乳业集团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