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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莲

肝胆胰脾四级手术率达到40%，远高
于区内17%的平均水平，其中腔镜肝胆胰
脾四级手术比例占到四级手术90%以上，
微创技术操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这是我区肝胆胰疾病腹腔镜技术操
作青年领军人才张俊晶博士用 10 年时
间获得的亮眼成绩。

此前，我区微创外科技术与国内一
流医院相比不仅差距大，而且在一些领
域，肝胆微创业务尚未开展。

实现微创领域多个首次

儿时的一场慢性疾病，在不断往来
医院的张俊晶心中埋下了一颗行医梦想
的种子。

2006 年，硕士毕业后，张俊晶留在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成为一名急
诊外科医生。期间，他参与救治了多例
车祸导致肝胆脾合并其他部位损伤的
危重患者，这让主攻肝胆领域的张俊晶
对肝胆类手术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切
的体会。

过去，我区治疗肝胆胰脾疾病以传统
开刀手术为主。肝胆胰脾疾病是普通外
科疾病中的重点和难点——患者大多有

“老（高龄）、大（重大）、难（疑难）”的特征。
2008 年，张俊晶到首都医科大学深

造，接触到最新微创技术在肝胆领域的
应用。以腔镜为代表的微创外科技术具
有创伤少、恢复快、远期生活质量高等优
势，在临床手术中展示出广阔的前景。

回到家乡后，张俊晶的目标非常明
确：“把微创技术引入内蒙古，让最新的
成果尽快落地应用于临床，惠及更多家
乡人民。”

为尽快让自己成长起来，在繁忙的
手术之余，张俊晶大量阅读国内外最新
文献，经常往返国内先进水平医院，耐心
观摩手术。

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张俊晶和同事
鼎力合作，在消化新技术基础上创新了
以腔镜技术为代表的微创手术，开创性
实现了自治区医学微创领域的多个“首
次”——

完全腔镜下右三肝切除术、完全腔
镜下脾部分切除术、完全腔镜下脾切除
贲门血管离断术、完全腔镜下肝尾状叶

切除术、完全腔镜下胆囊癌根治术、完全
腔镜下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术、完全腔镜
下胆总管囊肿切除胆管空肠内引流术、
完全腔镜下特殊肝段切除⋯⋯

在年轻有为的张俊晶的带领下，一
台台疑难、复杂的肝胆外科微创手术成
功实施，开辟了自治区微创外科领域一
片新的天地。

张俊晶曾获得多项青年创新类的荣
誉称号和奖项，而 2018 年的五四青年节
对张俊晶来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
日子——他的团队独立完成我区首台完
全腔镜下胰腺十二指肠切除术。

这是一台极其复杂的腔镜四级手
术，患者年龄大，加之肿瘤病变位置长在
胰腺、胆管、十二指肠、胃等四个关键通
道——相当于“十字路口的交汇处”，病
情特殊复杂，对腔镜微创手术提出了极
高的挑战。张俊晶带领 3 位医生、2 位助
手，从早上 7 点坚持到晚上 8 点，大家每
根神经都紧绷着，全神贯注地完成了整
场手术。

“手术成功的那一刻，心情无比激
动。我们没有辜负患者和家属的信任。
这台手术是大家齐心协力勇攀微创手术
技能高峰的体现，也让患者在家门口享
受到国内先进技术带来的好处和便利，
所有辛苦都值得！”

向学者型医生努力

导师孟兴凯是张俊晶科研路上的良
师益友。孟老师常说，外科虽以临床操作
和手术技能为主，但离不开理论的积累和

支撑，科研与临床双向互动、相辅相成。
平均每年 300 多台手术，高强度的

工作并没有让张俊晶怠倦，相反，在完成
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他把大量时间用
于搞科研，开展了多项基础科学研究。

肝移植课题是张俊晶硕博期间主
要学习和研究的方向。2003 年，内蒙
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邀请区外专家开
展了自治区首台肝移植手术，作为研究
生的张俊晶一直持续关注着该领域的
研究发展。

破解肝移植相关难题，首要的是建
立适宜的肝硬化动物模型。张俊晶带领
课题组率先在国内外成功制备稳定、成
功率高、死亡率低等特点的系列小型猪
肝硬化模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肝毒
性药物的剂量、不同给药途径的优劣以
及小型猪麻醉护理问题，建立了新的辅
助性肝移植手术术式。

这些高水平的研究课题背后，是一
个艰辛而孤独的探索过程。动物指标要
求精准性，时间上却充满不确定性，有时
模型提前达到科研指标，为了不错过数
据的可靠范围和搜集结果的黄金时间，
张俊晶常常独自加班到深夜。

有时候，在预估时间内，个体反应没
有达到预期效果，张俊晶就在实验室等
待，也许 1 个小时，也许 1 个上午⋯⋯“还
有可能一连几天实验都没有进展，但其实
我很享受这段时间，我会重新梳理规划、
进展。待在实验室里，人的心也会特别
静，我的很多论文就是在实验室完成的。”

张俊晶带领团队默默克服了资金短
缺、技术落后、设备欠缺等重重困难，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内蒙古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下，从血流控制、肝脏再生以及机
制探索等方面着手，最终发现门静脉动
脉化技术甚至能够早期促进肝脏再生，
并将门静脉动脉化技术应用于辅助性肝
移植中，建立了 3 种新的肝移植术式。
研究结果解决了功能竞争、移植肝萎缩
问题，并提出了“功能性肝重”概念。

这些宝贵的发现不仅为临床疑难病、
危重病的解决提供了崭新的技术手段，也
为研究肝再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精医求精 服务人民

不管临床还是科研，张俊晶始终牢
记医生的使命，精益求精，不断突破自
我。他辗转于甲状乳腺外科、胃肠、肝胆
等不同科室，无论身在何处都能静下心
来，在实践中提升、磨砺，熟练掌握并积
累各种救治经验。

这种坚持，让他打破了许多“最年
轻”的纪录。2009 年晋升中级职称后，
2010 年、2013 年，他又先后被医院破格
晋升为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成为当年
自治区晋升高级职称最年轻的外科医
师；2018 年，年仅 40 岁的张俊晶成为内
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肝胆外科最年轻
的医疗组长。

培养一个好医生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终身学习、系统学习。从医生到专
家、学者型医生，每一个阶段，张俊晶的
认知都会发生变化，但一切以群众健康
为中心的初心从未改变过。他经常鼓
励年轻大夫学习关注新理论、新技术，
并且把自己的专业技能毫无保留教给
学生和团队成员，潜移默化影响着身边
的人。

在“中国网事·感动内蒙古”人物评
选颁奖现场，张俊晶的话朴实而有力：“内
蒙古是养育我的地方，我回到家乡，就是
要用一己之长，为家乡人民做点事情。”

多年来，面对自治区医学科技发展
水平较为落后的现状，张俊晶组织带领
年轻医生奔波于十余家基层医院，协助
完成复杂手术的同时，通过培养进修生、
开展讲座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科普工
作，把最新的理念和技术带给当地的医
务工作者和广大基层民众，为自治区肝
胆医疗领域整体诊治水平提高和百姓健
康生活质量提升做出积极贡献。

（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日前面向全球发
布一套遥感图像细粒度目标识别数据集，可作为遥感智
能解译领域的基准数据集，供从事地理信息、图像处理、
遥感测绘、人工智能等相关领域人员研究使用。数据集
含 15000 余幅分辨率优于 1 米的图像，数据场景均为民用
机场、港口、城镇等，其中来自我国自主产权高分系列卫
星的数据占比超过 80%，标注结果均经判读专家确认。

●近日，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液氦到超流
氦温区大型低温制冷系统研制”通过验收及成果鉴定，
标志着我国具备了研制液氦温度（零下 269 摄氏度）千
瓦级和超流氦温度（零下 271 摄氏度）百瓦级大型低温
制冷装备的能力。

●近期，由中科院先导专项研制的深海高性能传感
探测设备 2021 年度首次海试任务圆满完成。此次海试
在南海完成 6 次下潜，海试设备包括我国首套深海 MEMS
气相色谱仪和深海核辐射探测仪等。这些设备均具有我
国自主知识产权，为我国深海深潜科学研究再添“利器”。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2021
年全球能源回顾》报告预计，2021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长
4.6%，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 4.8%。

●美国航天局“机智”号火星直升机近日首飞成功，
这是人造航空器首次在另一个行星上进行受控动力飞
行。从火星传回到地球的数据显示，“机智”号完成了持
续约 40 秒的火星首飞，在垂直上升 3 米后，执行了悬停、
下降和着陆等所有设定动作。

●每年许多来自彗星和小行星的尘埃会穿过地球
大气层并形成流星，其中一些尘埃会以微陨石的形式到
达地面。一项新研究发现，每年约有 5200 吨这样的微
陨石落到地球上。该研究结果近日发表在学术期刊《地
球与行星科学通讯》上。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本报记者 刘向平 实习生 李宝乐

近日，包头稀土研究院国六稀土 SCR 催化剂的部
分研发成果通过了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东方商
用车等第三方机构的台架试验认证。

“国六排放标准是目前世界上最严格的排放标准之
一，而 SCR 后处理系统是柴油车尾气后处理系统中的
关键一环，其作用是对尾气中的 NOx 组分进行还原转
化，以达到相应的国六排放标准。”稀土催化材料课题组
组长李兆强介绍。

据悉，针对柴油车排放的氮氧化物的治理，主要采
用选择性催化还原（SCR）技术，其核心是催化剂。

“商业化的脱硝催化剂主要有钒钨钛和分子筛两
种，但这两种催化剂的相关技术及知识产权主要被国外
大公司垄断，我国均为引进技术，无自主知识产权。”包
头稀土研究院湿法冶金研究所所长王荣说，其中，钒钨
钛催化剂主要用于国五排放阶段，具有较低的生产成
本，但其主要活性成分氧化钒是一种高毒物质，国外正
逐步淘汰；而分子筛催化剂，主要用在国六阶段，虽然具
有较好的低温活性和高温稳定性，但其成本较高。

王荣告诉记者，过去十多年里，我国汽车排放法规
不断升级，国内部分车辆已经开始执行国六排放标准。
标准的提升推动了柴油车技术的升级，加快了各种排放
控制技术的应用，对于能够适用于国六排放标准的高效
清洁催化剂的开发诉求更加强烈。

通过数年的方案改进及实验测试，李兆强课题组成
功开发出了同时具有优良低温活性和高温稳定性的催化
剂粉体，通过配方及制备工艺的调整，使得其在满足国六
阶段各项物理、SCR性能的基础上，提升了抗水热老化性
及抗毒性，目前拥有专利8项，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垄断。

“我们还开发出一套适用于催化剂粉体的配套涂覆成
型工艺，在保证催化剂性能的前提下可以满足多种型号的
柴油车尾气后处理系统。我们还对催化剂的批量生产进
行了中试模拟，确立了一套完整的催化剂工业制备体系，
着重完善催化剂生产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李兆强说。

课题组在催化剂中加入了足量的稀土成分，“与目
前普遍使用的钒基催化剂、分子筛催化剂相比，具有良
好的转化效率和耐久性。”李兆强介绍，尾气后处理系统
可以在稀土 SCR 催化剂的作用下，以氨作为还原剂，与
柴油车（机）排放出的氮氧化物进行反应，将其还原成无
害的氮气和水排出，达到净化柴油车尾气的目标。

目前，依托该项技术，已建成年产 30 吨稀土 SCR 催
化剂粉体中试线和年产 100 吨稀土 SCR 催化剂粉体示
范线，并组建了北方稀土华凯高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进
行相关产品的产业化推广。

这种催化剂
能让柴油车尾气变“绿”

【记者手记】

“以务实沉稳潜心钻研、以责任担当无私奉献，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
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句话摘自张俊晶的工作笔记。

朝着仁爱的方向，以提高医学温度为己任，以推进医学精神为坚守，张
俊晶成长的每一步都以发掘医学新术为目标，一直走在攀登医学高峰的路
上。

凭着出色的业务能力与创新能力，张俊晶实现了 3000 余台手术零差
错，团队将高难度手术由 10 余个小时缩短为不足 5 个小时，对区内本行业
进步起到推动和引领作用。

沉下心来搞学术研究，敢于挑战，勇于创新，最终在基础和应用领域取
得优异成绩，相信张俊晶的故事会为广大医学科研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启
发。

一线·发现

张俊晶：内蒙古肝胆外科微创技术领军人

□文/本报记者 白莲 图/周额尔都木吐

“我从小就加入了学校科技协会，认识不少志同道
合的小伙伴，我们经常在一起研究讨论、做实验。对我
们来说，研究过程中不断地尝试、推翻，再取得新成绩，
十分有意义。”

在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内蒙
古赛区复赛现场，来自内蒙古北方重工第三中学高二年
级的孔怡丹、高一年级的王浩制作的风帆车，十分引人
注目。孔怡丹介绍，为了保证零件的精密对接，风帆车
采用了部分乐高科技元件，并尝试了各种材料，在综合
考虑变速、承重、自重等因素基础上，最终选定 KT 板作
为车身部分。

据了解，大赛以“瞄准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突
出国际视野”为原则，围绕“智能、安全、环保”三大主题，
设置了“创意作品”和“科普实验”2 个作品单元，包括“未
来教育”“智能控制”和“生物环境”“风能利用”4 个命题，
分设大学组、中学组共 5 个项目，重点考察青年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以及动手实践的能力，鼓励广大青年学子
关注前沿科技和基础研究，激发创新活力和好奇心，敢
于大胆质疑和试验求证，勇于自由探索和开拓实践。

来自全区 9 个盟市 9 所高校及 15 所中学的 54 支队
伍晋级复赛。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自
2013 年启动，迄今已成功举办 6 届，赛事规模、赛事命
题、参与人数、覆盖范围等不断创新和突破，累计参赛人
数超过 20 万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基层医院科普在基层医院科普

。。

风帆车测试环节风帆车测试环节。。

参赛选手制作风帆车参赛选手制作风帆车。。

张俊晶张俊晶（（中中））和团队成员正在进行全腹腔镜下手术和团队成员正在进行全腹腔镜下手术。。

做动物实验做动物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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