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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一览

□本报记者 白莲

多年来，李旻辉以一名中蒙药研究者的身份，融
合现代多学科理论和技术，创新开展蒙药材基原和品
质多指标评价研究思路，探索具有民族特色蒙药品种
整理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为药资源保护以及创新
开发做出突出贡献。

期间，他数次获得国家和自治区相关医药创新与
科技奖励。就在不久前，李旻辉又荣获了2019年度
自治区中青年科学技术创新奖。

融合现代科技研究传统药材

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被破坏、需求量激增等原
因，许多特色中蒙药资源处于濒危状态，对它们的保
护与开发利用存在诸多问题。

“现代科技的发展，为中蒙药研究提供了更多机
会。中蒙药是我国的宝贵资源，发挥中蒙药的药用价
值，让更多人受益，就是我不断坚持的动力。”李旻辉
说。

“地格达”类蒙药是蒙医常用的要药，应用历史悠
久。然而由于其植物来源复杂，致使临床应用变得十
分混乱。

2010年，李旻辉利用现代药学的最新科技，结合
传统药物学调查和本草考证，首次将DNA分子鉴别
方法用于“地格达”类蒙药的种类定性鉴别。利用体
外抗肝癌实验研究传统“地格达”和其近现代代用品
在肝病现代药理学上的差异，阐明了“地格达”药理作
用及传统疗效、化学成分间的相关性与内在规律，为
其他蒙药现代化研究开创了新方法、新思路，也为蒙
药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科研的道路上，李旻辉一直自我鞭策，不断创

新思路和研究手段。他承担的“十二五”国家科技部
支撑计划项目“内蒙古自治区5种特色蒙药濒危植物
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发展体系的构建”，针对研究
薄弱的5种特色蒙药——肋柱花、芯芭、蓝盆花、锁
阳、梅花草等进行系统、完整地研究，建立了蒙药药用
植物信息系统，研究生态适宜性区划，并提出相应的
保护模式。还建立了野生抚育基地，为全面研究特色
蒙药植物资源濒危机制及可持续利用的核心问题，以
及特色蒙药产业发展规划及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提
供了重要依据。

科技成果转化带动精准扶贫

“基于经典，源于传承，意在创新，重在实践”，这
是李旻辉科研道路上坚持的理念。作为一名在民族
医药领域奋斗的科研工作者，李旻辉深感只有坚持提
高科技创新能力，重视科研成果转化，中蒙药资源才
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发展。

2017年，李旻辉利用蒙药科研的最新成果，联合
地方科技力量，助力精准扶贫工程建设，分区域开展
科技扶贫工作。

经过走访调查，他发现，内蒙古从东到西贫困地
区中蒙药发展程度差异较大，有些地区中蒙药种植研
究少，种植不规范，有些地区种植历史时间长，已形成
小型的集散地。

“应将中蒙药产业扶贫行动与不同贫困县具体情
况相结合，因地制宜，规划探索不同的扶贫模式，制定
正确、合理的中药材产业精准扶贫规划，提升当地扶
贫时效，同时，对中蒙药产业发展也能起到促进作
用。”李旻辉说。

李旻辉带领团队成员在商都县大库伦乡集约荒
地建立了产业扶贫试验基地，从黄芪种植示范开始，
带动贫困户依靠中药材产业逐渐脱贫摘帽，实现创

收。在武川县，针对该县黄芪种植中的虫害与化肥污
染等问题，李旻辉团队综合应用土肥技术和微生物菌
肥技术，减少了病虫害影响和化肥污染，有效提升了
黄芪产量。在牙克石市绰河源镇，利用林药间作模
式，将退耕还林项目与脱贫攻坚项目相结合，在退耕
后的土地种植沙棘、黄芪和甘草，实现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三合一的循环经济链。

历时4年，李旻辉团队的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在这期间，李旻辉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并逐一
写在了工作日记里：“要建立以提高质量、促进增收脱
贫为核心的中药材产业生态科技扶贫机制，制定特色
中蒙药产业发展规划，助力内蒙古地区蒙医药产业转
型，以创新理念开辟精准扶贫新路径。”

普查内蒙古中蒙药资源家底

在不断完善特色中蒙药资源保护新理论体系的
同时，李旻辉还以中蒙药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为中心，不断组建创新型人才团队，取得了多个创新
性成果。

他带领团队承担的“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内
蒙古地区普查）”试点工作取得重大成果，截至今年5
月，已经完成了内蒙古地区89个旗县的中蒙药资源实
地调查，共收集野生品种2361种，制作药材标本2325
份，掌握了内蒙古中蒙药资源分布、蕴藏量等资源情
况，开拓了濒危特色蒙药资源保护的新思路，为内蒙古
地区中蒙药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大量有效数据。

科研道路上攻克的难题，沉淀着科研工作者的汗
水，诠释着他们的学术精神与科研情怀。李旻辉说，作
为科研工作者，就要时刻想着创新，紧跟中蒙药研究领
域的前沿，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中蒙药发展贡献力量。

（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智“惠”草原

■前沿■风景线

疫情期间，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蒙医药大显身
手，再一次让世界领略到中国传统医药的神奇。

内蒙古具有独特的地理与区域优势，许多科研团
队在中蒙药材领域肩负起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重
任，为推动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内蒙古
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旻辉就是其
中一员——

□张梦然

英国《自然·生物医学工程》杂志不久前发
表一项最新研究，科学家综合了计算机视觉以
及机器学习算法，报告了一套可以加装在标准
马桶上的软硬件，通过它们可以追踪使用者尿
液和粪便中的健康与疾病生物标志物。这种

“智能马桶”自动运行，让使用者可以监测自己
的健康数据，为疾病筛查、诊断和患者监控研
究提供支持。

伴随医疗设备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
应用层面越来越广泛，医疗市场也产生了对非
侵入检测设备的高要求——准确、及时且按需
实现患者监测。因此，如果一项技术真能够以
非侵入的方式反复测量个体的健康状态，且成
本不高，那么将有助于预防和预测疾病，提高
诊疗决策的精准性。

此次，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萨姆·盖
姆海尔及同事设计了一种模块化马桶系统，其
包括：压力及运动传感器；用于分析尿流及其
基本生物化学组分的测试条和视频摄像头；用
于根据形状和硬度的临床标准来划分粪便类
型的计算机视觉及机器学习算法；用于生物特
征识别的指纹扫描仪（嵌在冲水按钮上）。

研究人员表示，现阶段该系统的潜在健康
益处还需要通过大规模的临床研究加以评估，
系统本身也需要根据人类群体的排泄物基线数
据进行优化。虽然这个概念验证的“智能马桶”
部分模块是仅针对坐便和站立使用的男性受试
者而构建和测试的，但研究团队认为，未来它还
能扩大应用范围，将人类排泄物的其他临床相
关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检测包括在内。

智能马桶
可监测用户健康

◆中国互联网协会
近日发布的《中国互联
网企业综合实力研究报
告（2020）》显示，2019年
互联网综合实力前百家
企业收入 3.5 万亿元人
民币。中国互联网协会
还发布了 2020 年中国
互联网综合实力前百家
企业和中国互联网成长
型前20家企业名单。

◆国家航天局副局
长、探月工程副总指挥
吴艳华表示，嫦娥五号
返回器携带回来的月球
样品将主要用于 3个目
的：一是用于科学研究；
二是一部分样品将用于
博物馆展示和科普教
育；三是根据国际合作
公约，与世界各国科学
家共享。

◆有科学家在英国
《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
环境学最新研究中称：
2020年是标志着人造物
质量超过活生物量的转
折点。在过去100年里，
建筑、道路、机器这类人
造物的质量每 20 年翻
一番。这一研究结果提
醒所有人，人类对地球
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加。

◆中国农业大学联
合中国农业科学院等
42 家高校、科研机构和
企业在京成立国家农业
科技发展战略智库联
盟，将为乡村振兴、农业
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战
略研究支持。

◆国际非政府组织
“全球碳计划”近日发布
报告说，初步数据显示，
2020 年全球范围内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
7%。该组织认为，这主
要是因为新冠疫情期间
人们乘汽车和飞机旅行
减少，在疫情结束后预
计排放量会回升。

◆在科技部与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
召开的“科技兴蒙”合作
推进会上，内蒙古与有
关省市、科研院所、高校
和企业签订了 277 项重
大科技项目战略合作协
议，涉及新能源、新材
料、装备制造、现代农牧
业、蒙中医药等多个领
域，标志着“科技兴蒙”
行动顺利推进并取得阶
段性成果。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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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栽蔬菜

农民在大棚内打理盆栽蔬菜。河北省秦皇岛市抚
宁区榆关镇五王庄村蔬菜种植有 30多年的历史，是远
近闻名的“蔬菜种植专业村”。今年以来，五王庄村结
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生菜、菜花、苦菊等 50多种大棚盆
栽蔬菜产品，热销周边地市。 据新华社电

李旻辉在实验室。

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近日报道，瑞士科学
家的一项新研究指出，地球年轻时，其表面可能被岩浆
海洋覆盖，而从沸腾海水中升起的气体构造的大气层，
可能与如今金星上的大气层一样有毒。

研究指出，在地球诞生初期，被一颗火星大小的天
体“撞了一下腰”，产生了这些岩浆海洋。此外，撞击产
生的热量也将年轻行星的不少地方融化并创造了月
球。此后，随着岩浆海洋逐步冷却，一些化合物从熔融
混合物中凝结出来，形成大气层。

为弄清楚地球初期的大气层究竟是什么样子，苏
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保罗·罗西及其同事使用了一种
名为空气悬浮的技术，让一小块岩石漂浮在气体喷射
流上，同时用激光将其加热到大约1900摄氏度融化
它。

罗西说：“这种漂浮于大约2000摄氏度左右的融
化大理石有点像处于熔融状态的微型地球，大理石周

围流动的气体就像‘迷你’版大气层。”
然后，研究人员通过添加和去除不同的化合物来

改变气体喷流的成分，重复了上述实验，以试图厘清年
轻地球大气层的可能组成。熔融样品中的氧气含量根
据气体成分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他们将这些融化大理
石与地幔中的岩石样品进行了比较，以确定哪种大气
层与我们的地质记录最匹配。

他们发现，一个充满二氧化碳且氮含量相对较低
的密集大气层与我们的地质记录最匹配，这有点类似
现在金星的大气层。

研究人员解释称，地球比金星凉，这使液态水得以
保留在地球表面，从大气中提取二氧化碳，并阻止地球
经历失控的温室效应——金星正是经历了这一温室效
应而变成现在的炎热地狱。 （刘霞）

地球早期大气可能有毒

智慧物流园

物流园工作人员在自动分
拣系统旁忙碌。2020年以来，山
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作为商贸服
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和山东省“一
带一路”综合试验区之一，积极
探索“商、仓、流”一体化发展路
径，大力发展智慧物流、智能仓
储、共享云仓，不断推动传统物
流向现代物流迈进。

据新华社电

焊接大赛

来自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赛选手进行
赛前准备。日前，2020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
与技术创新大赛之“嘉克·通用技术杯”国际焊接大赛
在沈阳开幕。来自国内外 39支参赛队的 300余名焊接
技能高手同台竞技，角逐团体奖、个人单项奖等奖项。

据新华社电

神奇世界

李旻辉（右二）与德国专家（右一）探讨仿
野生甘草种植关键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