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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说

■前沿

“云端”教学：停课不停学
□本报记者 白莲

肺为“娇脏”，易被病毒攻
击。无论是非典、中东呼吸综
合征，还是正在肆虐的新冠肺
炎，这些传染病有一个共同的
表现，那就是都有严重的肺部
症状。为什么病毒和细菌容易
攻击肺脏呢？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我们该怎样避免肺部遭受
损害？

中医认为，肺主一身之气，
中医所说的肺是指以肺为主的
整体功能系统。其主要生理功
能是：主气，司呼吸，为体内外
气体交换的通道；助心行血而
贯通血脉，通调水道，参与水液
代谢，输精于皮毛，主一身之
表。

人体肺脏的基本功能单元
是肺泡。肺泡如同一个气球，
当我们吸气时，肺泡扩张，氧气
进入肺泡，通过肺泡与毛细血
管共用的膜进入血液，而血液
中的二氧化碳则通过共用的膜
进入肺泡。一个一个的肺泡通
过其气球样的口向上接通到极
其 细 小 的 支 气 管（终 末 支 气
管），而这些终末细支气管再通
到它们上一级的细支气管，而
后向上接通到支气管乃至气
管，气管再向上连接到喉部、咽
部以及鼻腔。当我们呼气时，
肺泡收缩，二氧化碳通过上述
通道从鼻腔排出，从而完成肺
的生理功能。

肺组织的这种结构是当前
病毒感染所致临床症状的客观
条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体
时，其通过鼻腔和口腔进入到
人体咽喉部后，可以进一步蔓
延至气管乃至更细的支气管，
进而到达肺泡，形成肺组织感
染的全貌。所以说，非典、中东
呼吸综合征、新冠肺炎都与我
们的呼吸系统息息相关。

新型冠状病毒对于每个人
来说都是易感的，但是患有基
础性疾病、免疫力较低的人群
更易感染，比如糖尿病患者、慢
性病患者。医学证明，糖尿病
患者随着病史时间的增长，抵
抗力会逐渐下降，特别是血糖
控制不好的病人。另外，缺乏
睡眠、身体劳累的人群短时间
内抵抗力会比较低，如果此时
接触了病毒，也容易感染发病。

目前，尚无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的特效治疗药物，现阶段
临床主要有 4 种治疗方式：第
一是对症治疗，所谓对症治疗
只是相对而言的，比如患者若
咳嗽比较剧烈，医生会用止咳
药；若高烧不退，医生会用降温
方法，使患者症状减轻。第二
是中医治疗，新冠肺炎其中医
病名可称之为“肺瘟”，从总体
出发调动人体全身脏器功能，
扶正与祛邪相结合，从而达到
治疗目的，从目前全国开展的
大范围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
临床疗效来看，也证明了这种
优势。第三是老药新用，比如
磷酸氯喹原本是一种治疗疟疾
的药物，专家通过老药新用的
研究路径发现它对治疗新冠病
毒有一定临床效果。第四是血
浆治疗，具体来说就是抽取康
复者的血液，将其中的血细胞
去除，剩下的部分就是血浆。
新冠肺炎康复病人恢复期的血
浆中，除了诸多免疫因子，还含
有针对新冠病毒的抗体，将经
过特殊处理后的恢复期血浆输
入到其它患者体内，可以帮助
免疫系统查杀病毒。

（李慧博）

为什么受伤的
总是肺？

美国一个科研团队近日开发
出一种可与大脑无创连接的脑机
接口，能让人用意念控制机器臂
连续、快速运动，其效果接近于过
去需要在脑部植入传感器的有创
脑机接口。

据介绍，脑机接口技术的原
理是，当人类思考运动时，大脑运
动皮层中的神经元会产生微小的
电流，如果思考的运动不同，激活
的神经元也不同。通过传感器收
集这种电流，再使用信号处理和
机器学习技术等，就可以将受试
者的意念转化为机器臂的实际行
动。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
医学工程系教授贺斌团队在《科
学·机器人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说，他们提出一种基于连续追踪
模式的训练框架，并通过“源成像
技术”提高对想象运动连续追踪
的解码精度，实现了一种效果较
好的无创脑机接口系统。

使用这种系统的受试者只需
佩戴一顶可测量脑电波的帽子，
并想象移动手臂，就可以让与系
统相连的机器臂随意念而动，能
让机器臂追逐屏幕上的光标。这
种无创脑机接口的效果，已经接
近了过去一些需要在脑部植入传
感器的有创脑机接口。

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发展这
种无创脑机接口技术，希望在未
来实现对人体义肢更加准确和连
续的控制，帮助那些因中风等原
因而失去运动能力的人。

（据新华社电）

用意念
控制机器臂

□本报记者 赵丹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文旅产
业受冲击较大，这种情况下，如何满足人
们“向外走”的愿望？一时间，“云旅游”

“云娱乐”、网上博物馆等新业态快速发
展，数字文旅消费成为新热点。

疫 情 之 下 ，我 区 文 化 活 动 纷 纷 取
消，文化场馆统统关闭，旅游出行几乎
处于“停摆”状态。然而，众多文化场馆
开启了直播和“云观展”模式，足不出户
就满足了群众的文化需求。在全国范
围 内 ，不 少 景 区 和 博 物 馆 纷 纷 推 出 了
VR 旅游以及在线游览模式，宅家抗疫
的人们通过手机就实现了一直向往的
诗和远方。

多年来，我区在文化场馆的数字化
建设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因疫情闭
馆期间，内蒙古图书馆通过官方网站和

微信累计提供数字资源 80TB，门户网站
访问量 85.69 万次，数据下载量 201 万
条。内蒙古博物院在融媒体微直播平台
上进行网络直播，通过线上直播带网友

“云游”博物馆，同时，讲解员们还在线为
广大观众进行了民族舞蹈、二胡演奏等
传统文化的展示。目前已制作播出“大
辽契丹”“生活在元朝”“最强王者”“考古
学家的脑洞”“打卡巨兽时代”5 期直播，
总计在线观看 63.03 万人。“云游”博物
馆，让内蒙古的美飞出了草原，通过创意
和数字技术走入千家万户。不管身处哪
里，观众在指尖就可以体会内蒙古传统
文化的智慧与魅力。

纵观全国，南京城墙中华门景区通
过直播平台给网友分享了城墙背后的历
史，当天吸引了 30 多万人次观看。甘肃
省敦煌研究院推出了“云游敦煌”官方微
信小程序，民众除了可以近距离感知敦
煌壁画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充盈的美学

价值，还可以定制专属敦煌色彩、敦煌石
窟主题内容，更有每日“私人定制”壁画
故事。

人气颇高的故宫博物院，今年已经
满 600 周年。想去参观的朋友只要在故
宫博物院官网上找到导览一栏中的“全
景故宫”，就可以开启畅快私游。鼠标轻
轻一点，几个宫殿都可以直接到达，耳边
是优雅的古音配乐，屏幕上可以选择语
音讲解，在 360 度的环绕景观中，观众可
以享受不被打扰的”云旅游“。最值得一
提的是，以往北京下雪，故宫的雪景就会
出现在热搜中，此次故宫专门设置了“雪
景”选项。除了“云游故宫”之外，网友们
还可以进入数字文物库查看馆藏 5 万多
套文物，而在数字多宝阁里，则能观赏
3D 扫描的故宫展品。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公布的数
据显示，春节期间，我国数字文旅产业异
军突起、逆势上扬。网络动漫、网络音

乐、网络直播、短视频等业态流量大增，
用户规模、日均用户时长节节攀升，相关
指标创历史新高。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纷
纷推出“云旅游”项目，各地博物馆推出
2000 余项网上展览，总浏览量超过 50 亿
人次。

目前，已经有个别省份几个部门联
合发文，表示要用支持关键技术攻关、推
动数字化转型升级和扩大数字文化消费
等政策，助力文旅企业渡过难关，并明确
提出支持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区块链等共性关键技术的创
新应用。下一步，随着 5G 技术的普及应
用，旅游直播将突破网络局限，以更快的
传输速率提升画质，美景传递不再打折，
配合航拍、移动拍摄、VR 沉浸体验等全
新手法，让人更加身临其境。同时，视频
观赏者和直播参与者可一边“游览”，一
边了解线上优质产品，这也将带来旅游
业的新一轮变革。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导致延期开
学，在这一特殊时期，做好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组织好教学工作，是各地高校面
临的重要任务。

仿真实习、仿真教学、创新平台，面
对疫情给教学模式带来的“大考”，我区
高校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助力教师高质
量开展在线教学，提升学生在线学习效
果，确保疫情期间教学活动如期顺利开
展，做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毕业生开展 3D 在线仿真实习

每天早上 8 点半，赵明娟都会准时
进入实习的“生产车间”，在“老师”的指
引下完成实习操作的整个流程。

赵明娟是内蒙古科技大学 2016 级
生物工程专业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
生。与普通的实践课程不同的是，赵明
娟的此次实习流程是在一个 3D 仿真
生产车间里进行的。系统真实感强，画
面清晰，而且有虚拟的老师在每一个环
节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和辅导，这种新鲜
的实习课程激起了赵明娟和同学们浓
厚的学习热情。

“与现场实习相比，仿真实习没有
那么直观。但是，仿真实习对生产原理
的掌握、对整个工艺流程的学习，特别
是对各管线阀门和工艺环节控制操作
的学习更加全面具体。”赵明娟告诉记
者。

实践教学是高等教育教学的重要一
环，疫情期间，为保证毕业生如期平稳毕
业，内蒙古科技大学合理调整毕业实习
计划和教学方式，制定并实施了以在线
仿真实习为主的毕业实习实施方案。

对于生物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实
践教学尤为重要。疫情期间课堂课程
可以通过在线学习解决，而实践教学如
何解决？该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
物工程系主任赵宏宇告诉记者，与现场
实习相比，3D 在线仿真实习有独特优
势。随着 3D 仿真技术发展，仿真实习
画面更加接近工厂现实，标识更清晰，
色彩更丰富，还可以更方便查阅、观看
和学习机械设备的内部结构与相应参

数，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操作、监控和
调整，可以很好地弥补现场实习无法实
际操作的不足。

学习效果保障是在线学习的痛点
之一，虚拟仿真平台会将学员学习过程
自动上传教师端，教师通过教师端观看
学生学习过程，评价操作，软件也会分
别给出实习单元、操作和结果分数。此
外，该学院要求学生拍摄在线实习照片
并按照预设工作任务撰写详实的实习
日志和实习报告。

“通过加强信息化建设、利用好虚
拟仿真项目替代现场实习，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特殊时期难以实现现场实习的
问题，保障了人才培养质量，也是促进
实践教学稳定开展、质量稳步提高的有
益尝试。”赵宏宇说。

“四维虚实结合”教学成大亮点

3 月 9 日上午 10 点，内蒙古农业大
学云畜牧平台拉响了空中课堂的铃声，
我国知名马学专家芒来教授主讲的《蒙
古马精神》网络在线直播课程准时开
课，这是该校开设的国内首个“蒙古马
精神”必修课程。

云畜牧平台的搭建，对这门意义重
大的必修课程的网络授课起到了良好
的教学辅助效果，也为进一步弘扬“蒙
古马精神”的思想内涵、时代价值以及
在新时代不断增强学习贯彻“蒙古马精
神”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创造了条件。

内蒙古农业大学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云畜牧创新平台”，结合学校专
业特色，将数据中心平台、资源共享平
台及云服务平台融为一体，为教学、科
研提供计算和资源共享服务，体现全新
教学手段、教学模式及虚实结合教学理
念，资源丰富，直播教学网络流畅、画质
和音质清晰，教学效果受到师生的一致
好评。

目前，线上教学总体运行良好，平
稳有序。据统计，截至目前，云畜牧创
新教学培训平台共开展在线示范精品
课程 15 门，课程任务 88 项，教学资源
12 类（PPT、电子文档、视频、音频等资

源及虚拟仿真资源），所有课程按照教
学计划全部实行线上教学。参与教师
15 人 ，教 学 班 24 个 ，听 课 学 生 数
2054 人次。

在平台，任课教师可以采用“四维
虚实结合”，视频直播，线上话题互动，
在线预习、记笔记、测验、考试及打卡考
勤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最大限度
地保证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 虚 拟 实 验 室 + 虚 拟 仿 真 + 云 实
景+直播”的“四维虚实结合”教学是平
台一大亮点。目前，《饲料加工》《马的
解剖》《胚胎移植》等课程在虚拟教室开
展，老师在线授课时可以随时调取虚拟
教 室 里 的 生 产 过 程 以 及 动 物 模 型 资
源 。“这些立体模型资源利用先进的
AR 及 VR 技术，历时 7 年的时间完全
按照实际场景及动物模型 1：1 打造而
成。”云畜牧平台负责人、内蒙古农业大
学动物科学学院院长齐景伟告诉记者，
相较其他教学软件，该平台直播课程无
卡顿，师生体验效果很好。

云畜牧创新教学培训平台开设的
所有精品示范课程，均为授课教师自愿
参与，因此任课教师教学积极性高，学
生满意度较高。学生到课率全部达到
100%，更有部分年轻老师和学生旁听
一些未选课程。

此外，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系统的
优势，更好地掌握在线教学的相关数据
和状态，提升教学质量。通过大数据系
统将每天的教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发
送给老师，老师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在线
课程数据，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实时跟
踪，确保教学质量与学习成效稳定。

平台在促进教师掌握在线教育技
术的同时，也使教师对混合式教学模式
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为进一步更新教
学理念，改进课堂教学方法提供了新的
思路和探索。

“学院将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线
上线下、虚实结合’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优势，深化教学改革工作，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齐景伟说。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梁高林教
授课题组研制出一种新材料，相
比目前临床常用的光热材料，其
光热转换效率提升 1 倍以上，在
光热抗癌技术领域实现了重要突
破。国际材料领域顶级学术期刊

《先进功能材料》不久前发表了该
成果。

光热疗法是继手术、化疗、放
疗之后兴起的一种新型微创抗癌
技术，其技术原理是将具有光热
转换功能的药材注入人体，运用
靶向识别技术将其聚集在肿瘤附
近，再通过激光照射将光能转化
为热能杀死癌细胞。

但是，当激光照射时，光热材
料经常会发出荧光。发出的荧光
多了，可转化的热能就少了。为
解决这个问题，国际学界研究出
一种“荧光淬灭”技术，“诱导”分
子间的荧光熄灭，“专心”发热。

中科大梁高林教授课题组采
用独特的技术方案，设计合成出
一种新型的有机小分子材料。当
这种材料被癌细胞摄取后，会“智
能”地先发生“分子内荧光淬灭”，
再发生“分子间荧光淬灭”，通过
两次“淬灭”提升材料的热转化效
率。

他们进一步与中科大江俊教
授、张群教授以及安徽师范大学
王广凤教授等人合作，通过理论
计算和实验，均表明相对于目前
常用的“诱导荧光淬灭”技术，这
种新材料可将光热转换效率提升
1 倍以上，对活体肿瘤的光热治
疗效果大大增强。

梁高林介绍，他们的新技术
为临床上增强光热转换效率提供
了一种可行手段，还有望应用于
其它疾病的光热治疗。

（据新华社电）

“智能光热材料”
增强抗癌疗效

足不出户足不出户
感受诗和远方感受诗和远方

大观

教师利用虚拟教室为学生在线开展四维虚实结合教学教师利用虚拟教室为学生在线开展四维虚实结合教学

。。

智
﹃
惠
﹄
草原

四维虚实结合教学动物模型影像。

3D 仿真实习车间。

学生在线学习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