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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莲

利用蒙医学传统绿色之“剑”治心脏
病之“本”，采用现代医疗先进之“剑”解
心脏病之“标”，发挥蒙西医结合优势，进
行心脏病的标本兼治，是蒙医学、西医学
双学位博士纳顺达来一路发掘探索、开
拓创新的心脏病诊疗特色疗法。

多年来，在临床上，纳顺达来带领团
队深入研究蒙医学精髓，运用绿色蒙药
和独特蒙医专科方剂，结合当前先进科
学技术，不断创新疗法，攻克心脏病难
题，探索治疗新领域、新疗法更多的可能
性。

1993 年，纳顺达来顺利考上首届教
育部批准的民族医学蒙医研究生，师从
国医大师吉格木德教授，成为大师的学
术经验继承人。期间，他跟随吉格木德
教授系统整理了蒙医学的相关文献理
论，吸取到传统蒙医的珍贵经验。毕业
后，纳顺达来进入内蒙古中蒙医院（内蒙
古国际蒙医医院前身）成为一名急诊科
医生。

对于急性心脏病患者而言，时间就
是 生 命 ，耽 误 时 间 将 直 接 导 致 生 命 危
险。经历了一例例急危重患者的紧急抢
救，纳顺达来触动很深。常年的临床治
疗使纳顺达来认识到，掌握一流的新技
术，才能增加自信心和先进的诊疗手段，
挽救更多人的宝贵生命。

2008 年，纳顺达来同时考入北京中
医药大学和吉林大学白球恩医学部（白
求恩医科大学），攻读蒙医学和西医心脏
介入相关领域的博士研究生。强烈的求
知欲激发他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取得
蒙医西医双学位博士。

“有了知识和技能的丰盈，终于可以
迎 难 而 上 ，能 更 加 从 容 地 面 对 实 际 问
题。”纳顺达来说。

2012 年开始，纳顺达来在国际蒙医
院率先开拓现代心脏冠脉支架植入术、
起搏器植入术、先心病封堵术等最新科
学手术方法，引领蒙医心脏科朝着现代
科技方向发展。

治疗缓慢心律失常，一般采用安放
起搏器等手术方法，而对于一些贫困偏
远地区的患者来说，高昂的手术费用让

他们无法接受，且一般基层医院因技术
所限，也无法实施手术。这启发了纳顺
达来面向基层医疗的思考。

蒙医学心血管诊疗是蒙古族的优秀
文化遗产之一，历代医家总结出了很多
宝贵的经验，蒙药方剂天然绿色、使用安
全、毒副作用小、疗效显著，历来为人们
所接纳。

2015 年，精于蒙医学传统特色的纳
顺达来在蒙医经典古方基础上，针对缓
慢性心律失常研制出专科制剂“甘露升
脉丸”，为此类病患提供了新的蒙药疗
法。此外，针对心脏支架植入术后再狭
窄研制出“甘露润脉丸”，针对慢性心力
衰竭研制出“甘露养心丸”等一系列新型
蒙医药创新制剂。这 3 种独创验方，得
到国家认可，进入院内制剂，广泛应用于

临床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从最初的听诊器、心电图仪，到如今

的中央心电监护仪、除颤器、起搏仪等大
型先进设备；从蒙医学传统疗法，到开展
心脏冠脉支架植入术、起搏器植入术、射
频消融术、先心病封堵术，并在手术前后
辨证应用蒙药，团队采用蒙西医结合的
方法为病患治疗，手术使用西医方式，术
前术后用蒙医药进行调理，这样的治疗
手段在临床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逐渐
成为特色。现在，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蒙医心脏病科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蒙
医心血管重点专科和内蒙古自治区蒙医
心血管领先学科，在蒙医医疗、科研和学
术领域居于国际前列。

2018 年，纳顺达来被评为国家“岐
黄学者”，作为民族医药的领军人才，他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利用繁忙的工作之
余，纳顺达来牵头完成了《蒙医心刺痛诊
疗指南》《蒙医心悸症诊疗指南》，这些工
作为蒙医学心血管疾病诊疗规范化以及
临床疗效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

“医院要全面发展，不仅要看好病，
更要做好研究。蒙医药基础相对薄弱，
缺乏更深层次的研究进展，发展研究型
医院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医教研全面发
展，传统与现代并重，蒙西医优势互补，
利用现代医学真正把蒙医特色做大做
强，达到新的高度，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纳顺达来说。

（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手记】

民族医药与现代科技不冲突，更不对立。呵护蒙医药之花，对民族医药的
文化认同和自信，不能守着“地主家的蜜罐子”固步自封，而需与时俱进，以开
放包容的心态和格局让蒙西医优势互补，互为所用。

一滴“甘露”，仁爱众生；融合共生，守正创新。
深层次提升民族医药事业，赋予其现代内涵——与现代医学科技碰撞的

过程中，历史积淀传承的优秀遗产在不断融合交流中得到成长和升华。
在现代先进诊疗医术的加持下，民族医药茁壮成长，以更长久的生命力，

为健康内蒙古注入新鲜的动力与活力，终将健步从草原走向世界。

□邱晨辉

6 月 17 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成功发射，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 3
名中国航天员随之飞向太空。在太
空，如何保障日常的吃喝拉撒睡及身
心健康，航天员的“太空厨房”和“太
空医院”又长什么样？

在太空，航天员吃得好不好、能否
享用到美味的家乡饭菜，对 3个月的神
舟十二号太空生活来说十分重要。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航天三江红
峰公司副主任设计师唐辉透露，“太
空厨房”中的食品加热装置，安装在
飞船内，可定量对航天员的航天食品
和饮料进行加热，加热温度、加热时

间均可控制。
这个食品加热装置是一个白色

方盒，内有三层加热空间，轻轻按下
电源开关，只需耐心等待一会儿，航
天员便可在太空中享受到热乎乎的
饭菜。

唐辉说，从这里出锅的米饭、香
喷喷的鱼香肉丝、宫保鸡丁等，可以
让远在太空的航天员享受“家”的味
道。当然，如果想变一变口味，吃顿
西餐，“太空厨房”也是手到擒来。航
天员选择手动加热，就可以自行选择
加热时间。

根据设计，“太空厨房”——食品
加热器的锁紧装置采用机械装置，航
天员将要吃的饭菜装进去后，可以轻
巧自如地掀开“锅盖”。这个装置的

抗震动、抗冲击力极强。
在每一次航天员的出征仪式上，

佩戴在航天员大腿外侧的两个银灰
色设备都格外显眼。他们大腿外侧
穿戴的生理信号测试盒、心电记录装
置，就是航天科工专门为航天员“太
空医院”配备的产品。

在太空，想知道航天员的心跳、
体温，可以由“太空医院”来测量；航
天员一旦肌肉疲劳，也可以由“太空
医院”来按摩；至于航天员的心理状
况，“太空医院”还会把相关指标发送
到地面，由专家适时进行心理干预。

据介绍，生理信号测试盒，用于
航天员的心电、呼吸、体温等信号的
全程检测、调理、放大和下传；心电记
录装置，用于心电信号的实时记录。

航天员的“太空厨房”和“太空医院”长啥样？

●我国已成功遏制荒漠化扩展态势，荒漠化、沙
化、石漠化土地面积以年均 2424 平方公里、1980 平方
公里、3860 平方公里的速度持续缩减，沙区和岩溶地
区生态状况整体好转，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
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近日，国家版权局发布的《2020 年中国网络版
权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市
场规模首次突破 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6%。2020 年，
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坚持科技创新、激活文化消费、赋
能 复 工 复 产 、助 力 脱 贫 攻 坚 ，推 动 市 场 规 模 达 到
11847.3 亿元，同比增长 23.6%。

●直径相当于 1700 个太阳的参宿四“爆炸说”不
但是天文学热点，因其会对地球生命产生巨大影响，
也引起全球范围讨论。据英国《自然》杂志日前发表
的一项天文学研究指出，这个人类观测史上首个红超
巨星的“大变暗事件”终于“查明真相”：是由其南半球
形成的尘埃团和冷斑导致的。这一观测结果或有助
于阐释大质量恒星最常见的演化末期重大质量损失
事件的发生机制。

●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
度融合的产物，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
撑。目前，“5G+工业互联网”全国在建项目超过 1500
个，成为工业互联网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近日，中国国家航天局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
公司通过线上和线下混合方式，共同举办了国际月球
科研站路线图全球网络论坛。在该论坛上，中俄联合
发布了《国际月球科研站路线图（V1.0）》和《国际月球
科研站合作伙伴指南（V1.0）》。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张佳欣

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模仿自然界中最坚固
的材料之一——蜘蛛丝的特性，创造了一种基于植物
的、可持续的、可伸缩的聚合物薄膜。这种新材料与
当今使用的许多普通塑料一样坚固，可以取代许多普
通家用产品中的一次性塑料。同时，该材料无须工业
堆肥设备就可在大多数自然环境安全降解，也可实现
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研究结果近日发表在《自然·通
讯》杂志上。

领导这项研究的剑桥大学优素福·哈米德化学系
的图玛斯·诺尔斯教授表示，蜘蛛丝这样的材料之所
以如此坚固的关键原因之一是氢键在空间中规则地
排列，而且密度非常高。

蛋白质具有分子自组织和自组装的倾向，特别是
作为食品工业副产品的植物蛋白质含量丰富，可持续
获得。该研究的合著者马克·罗德里格斯·加西亚博
士研究如何在其他蛋白质中复制这种规则的自我排
列。

研究人员将大豆分离蛋白（SPI）作为测试植物蛋
白，因为作为豆油生产的副产品，SPI 很容易获得。
但是，像 SPI 这样的植物蛋白在水中的溶解性很差，
因此很难控制它们自组装成有序的结构。此次，通过
使用 SPI，他们成功在没有蜘蛛的情况下，复制了类
似蜘蛛丝的结构，即所谓的“纯素蜘蛛丝”。

新技术使用环境友好的乙酸和水的混合物，结合
超声波和高温，提高了 SPI 的溶解度。这种方法产生
的蛋白质结构，在氢键形成的引导下，具有增强的分
子间相互作用。在第二步中，溶剂被去除，从而形成
不溶于水的薄膜。

诺尔斯说：“因为所有的蛋白质都是由多肽链组
成的，所以在合适的条件下，我们可以使植物蛋白质
像蜘蛛丝一样自我组装。”蜘蛛体内的丝蛋白溶解在
水溶液中，然后通过纺丝过程聚集成非常坚固的纤
维，过程只需要很少的能量。

该材料具有与低密度聚乙烯等高性能工程塑料
相当的性能。化学交联经常用于提高生物聚合物薄
膜的性能和耐受性。最常用的交联剂是不可持续的，
甚至可能有毒，而该新材料的优势在于多肽链的规则
排列，这意味着不需要化学交联，因此该项技术不再
用到有毒元素。

“纯素蜘蛛丝”制品
可替代一次性塑料

智
﹃
惠
﹄
草原

视线

大会上展示的一款透明屏幕，未来可用于智能网联汽车的挡风玻
璃。近日，在安徽合肥举办的 2021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以“显示世界 看
见未来”为主题。运用空气成像技术的空气屏、可自由折叠弯曲的柔性
屏、OLED 透明屏⋯⋯一批高端智能显示产品在大会上集中亮相，向观
众展示了“未来屏”的无限可能，令人目不暇接。 据新华社电

“屏”“显”神通

纳顺达来：“双剑”合璧“医”心为民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研制图。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供图）

原来如此

文物修复师在修复一件汉代的青铜器。近日，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揭牌
暨三峡文物保护成果展开展仪式在重庆举行。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是重庆中
国三峡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包括文物科技保护实验室、文物修复室、有
害生物研究与控制科研实验室、珍贵文物预防保护实验室等。基地投用后，可为
三峡文物保护修复、预防性保护、数字化保护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还将直接参
与文物保护装备产品研发，提高文物保护装备科技成果转化速率。 据新华社电

科技保护文物

纳顺达来为患者辨病诊脉纳顺达来为患者辨病诊脉。。 研制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蒙药研制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蒙药。。 蒙医脉泻疗法配合心脏支架植入术蒙医脉泻疗法配合心脏支架植入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