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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焦 沪宁杭沪宁杭

为推动长三角地区“产业耦合”，上海市青浦区在和兄
弟省市地区园区合作共建方面有新举措。日前，青浦工业
园区与江苏苏州工业园区、浙江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徽
巢湖经济开发区进行全面战略合作签约，同时启动了长三
角人工智能产业联盟。

在不久前发布的《关于青浦区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上海市青浦区提出要推动产业耦合，
支持产业园区合作共建。作为产业耦合的成果之一，长三
角人工智能产业联盟已在上海市青浦区正式启动，联盟由
启迪控股集团、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
机器人集团等单位牵头，全国50余家人工智能相关研发机
构和企业共同发起组建。联盟将重点打造人工智能产业服
务及人工智能产业区域合作两大平台，全方位支撑制造企
业转型升级，同时开展人工智能产业规划、产业平台打造、
产业基金设立和产业资源导入，帮助联盟成员打造各类人
工智能科技园区。联盟还将在青浦建立人工智能研究院、
院士工作站，推动关键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摘自7月8日解放日报

长 三 角 人 工 智 能
产业联盟在沪启动

2018年5月1日，中国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
四号”A 星正式投入业务运行，大大提高了天气预报、灾害
预警能力。从1988年第一颗“风云一号”A星发射上天起，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气象发展日新月异，江苏气象发
展走到了全国前列。

要准确预报出各地的温度、湿度、风向、晴雨状况，背后
离不开各种观测“神器”。1800 多个自动站、9 部多普勒天
气雷达、23 部风廓线雷达，还有微波辐射计、激光雷达、闪
电定位仪⋯⋯江苏省气象局观测处副处长李崇志介绍，通
过“十一五”“十二五”的现代化建设，江苏已经初步建成了
较为先进的综合观测网。而且数据更新实时传输到省气象
局信息中心。自动观测站进行分钟级气象要素观测，多普
勒天气雷达每6分钟获取一次监测数据。

基于这样的监测网，江苏天气预报能力大大提升。江苏
省气象台台长康志明介绍，24小时晴雨预报准确率已经达到
90%左右。比如，目前江苏天气预报空间分辨率达到3公里，
时间分辨率在2小时以内可以做到逐十分钟预报，从2小时到
12小时，可以达到逐小时预报，预报时效长达10天。

未来，天气预报还会更加精细化。康志明介绍，江苏省
气象局的发展目标是，到 2020 年，精细化预报产品空间分
辨率达到 1 公里，预报时效从 10 天延长至 30 天。这意味
着，未来老百姓看到的天气预报，不仅包括全市的天气情
况，还能看到家门口一公里范围内的“精细化”预报。

摘自7月8日现代快报

晴雨预报准确率达90%

江苏建成全国先进
综 合 气 象 观 测 网

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是什
么？你也许会脱口而出，是人
类。医生会笑笑，并补充一个答
案：除了人类，还有癌细胞。

“癌细胞是我们自身最聪明
的细胞，亦敌亦友。这是它们难
治的原因。”日前在沪举行的第二
届东方泌尿外科与男科学术会议
上，肿瘤防治成为焦点话题。如
同大会主持人、上海市医学会泌
尿外科分会主任委员郑军华教授
所言，这本是一次聚拢全国乃至
全世界泌尿学科专家的年会，话
题却远远超出泌尿系统与男科领
域，因为，肿瘤已成为威胁人类健
康的主要疾病。

人类与肿瘤过招已有百年，
随着大数据、免疫疗法、人工智
能、基因编辑等新技术、新理念横
空出世，如今已被不少医学专家
视为是肿瘤防治的关键节点。然
而，会上不少专家坦言，与“最聪
明的物种”过招，不仅仅是靠“抓
住技术的风口”这么简单。

关心食品安全的
肿瘤学家

本次大会首位主旨报告嘉
宾、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学敏援引

《美国癌症学会2018年癌症统计
年度报告》称：男性一生中罹患癌
症的几率是 39.7%，女性一生中
罹患癌症的几率是 37.6%；87%
的癌症患者是50岁以上的人群。

各国肿瘤发生的瘤种有差异，

但不可否认，全球肿瘤的发病形势
均不乐观。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
数据显示，全球肿瘤死亡人数占总
死亡人数的1/6；在中国，平均每分
钟有7人被诊断为肿瘤。

张学敏称，肿瘤的发生主要
与三方面相关——癌基因激活、
抑癌基因灭活、不可控炎症因
素。这听起来是医学专家的研究
范畴，但他同时谈到，公众在这个
问题上并非没有参与度。肿瘤会
发生，与致癌物质、精神因素、遗
传因素这三点密切相关。

已确定约 1100 种致癌物与
80%的肿瘤发生有关。比如，黄
曲霉素B与肝癌，芥子气与肺癌，
环氧乙烷与白血病、淋巴瘤，苯并
芘与皮肤癌、肺癌、胃癌相关⋯⋯
这位长期从事炎症与肿瘤发生关
系研究的院士，近年来也关注着
食品安全问题。因为他发现，我
国死亡率排名前五的肿瘤——肺
癌、肝癌、胃癌、食道癌、结肠癌，
主要是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疾病，

“主要与吃相关”。
“食品安全问题这些年得到

国家高度重视，这将成为防控肿
瘤发生的重要转折点。”张学敏还
谈到，有关精神因素与肿瘤发生
的关系已被临床医生注意到，但
相关认识还太少。

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中国
工程院院士于金明每周要接触大
量慕名而来的肿瘤患者，在他看
来，对于肿瘤，精准预防与重心前
移是关键。

“肿瘤的基因因素是内因，行

为因素是外因，两者相互作用。”于金
明也谈到公众在肿瘤防治过程中的
参与度问题，比如，有的肿瘤发生，行
为因素比基因因素更重要，这时就要
重预防，要知道，健康的生活方式可
以降低30%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而有的肿瘤内在因素比行为因
素更重要，要重视早筛查、早干预。

完胜肿瘤的美好
前景与不完美现实

和过去百年与肿瘤抗争的医学
史相比，而今的技术进步着实令人
振奋。

张学敏提到了前不久英国《自
然·通讯》杂志刊登的一项重磅研究：
一名罹患晚期转移性乳腺癌的患者，
在经过自身免疫细胞的治疗后，全身
的肿瘤竟消失得无影无踪。《自然·通
讯》评论称：“这是T细胞免疫疗法首
次成功应用于晚期乳腺癌。”

毫无疑问，各国医学专家、跨国
药企巨头，都十分看好肿瘤免疫治
疗的巨大前景。包括 PD-1 抗体、
CAR-T 在内的免疫疗法被视作肿
瘤治疗的重大突破。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2016 年提
出精准肿瘤学概念，即随着技术的
发展，今后将根据每位患者的遗传
背景和基因表达给予最佳治疗，希
望精准肿瘤学可以精准到如测血型
输血一样标准化，如测血压、体温一
样定量化。

由此，现代医学史有望从循征
医学、个体医学跨入智慧医学、精准

医学时代，治疗决策来自临床证据、
临床经验及患者个体情况的全面分
析。

不过，理想照进现实还需要时
间。于金明谈到，精准医学的发展
并非坦途，比如，目前仍未解决肿瘤
异质性与耐药瓶颈。同样，被视作
肿瘤治疗重大突破的免疫疗法，其
靶点远不如靶向治疗明确，疗效评
价也比靶向治疗复杂，科学界尚未
发现免疫治疗的理想标志物。

事实上，医学专家在与肿瘤的
过招中发现，肿瘤细胞也分“智商”
高低，有的肿瘤或者说癌细胞表现
为单一显性突变，单一治疗手段即
有效，耐药少且出现晚，对它们的治
疗就相对简单，这被科学家称为“呆
蠢肿瘤”。也有一些“肿瘤中的爱
因斯坦”——它们相当聪明，受药物
攻击后会逃逸、伪装，有多驱动或无
驱动基因，耐药常见且出现早。

科学进步，亦不忘
人文关怀

新技术高歌猛进的浪潮下，海
军军医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孙颖浩始终关注着一个问题：精准
医学时代，微创泌尿外科走向何方？

孙颖浩在主旨报告中提及今年
英国《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刊登
的全球首个智能抗癌 DNA 纳米机
器人。它利用 DNA 折纸技术，让
机器人系统可以在人体内自行找到
给肿瘤供血的血管，随后释放药物
制造血栓阻塞血管，从而“饿死”肿

瘤。在动物实验中，该系统已表现
出良好的疗效与安全性。

机器人都可以去杀肿瘤了，外科
医生将是弃儿还是弄潮儿？孙颖浩
直言，面对基因编辑、基因治疗、人工
智能、微型机器人、大数据、靶向治
疗、纳米、光学、影像组学、免疫治疗
等新技术，医生确实需要转型，但并
非纠结于是否要放下手术刀，而是要
让看似不相关的技术服务于患者。

“精准医学是要利用一切当今
成熟的知识和经验，一切新兴的、正
在研发的和未来诞生的新技术，最
大限度地提高疾病诊疗的精确性，
最终达到并发症最少、效果最好、患
者最受益的最优治疗效果。”孙颖浩
以光动刀、纳米刀等能量型手术刀
为例说，手术刀的进化，正是一条向
着“患者损伤更小、生活能力保存
更好”的目标进发的道路。精准医
学的核心一定是患者的利益。

无独有偶，在一系列前沿技术
交锋的报告中，复旦大学附属华东
医院院长俞卓伟教授重点谈的就是

“医学人文建设”。“有时去治愈，常
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俞卓伟援
引美国医生特鲁多墓志铭上的那句
名言说，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
句话有着新的内涵，即医生在苦练
技术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尽可能
节约病人和家属的精神成本、体力
成本、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不然，
你挽救了他的生命，却拿走了他维
持生活的费用，那有什么意思呢？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是现
代医学成熟的标志。”俞卓伟说。

摘自7月8日文汇报

肿瘤的发生与防治究竟与哪些因素相关？日前在上海举行的东方泌尿外科
与男科学术会议上，“肿瘤”成为专家们的焦点话题

与“最聪明物种”过招，不止靠技术

（上接A1版）
去年“263”行动开始后，记

者曾到过数十个大小养猪场，对
于生猪粪污的处理，一直是各养
猪场负责人最头疼的事。有的养
猪场就地利用，无奈土地太少、粪
污余量多；有的养猪场挖了粪窖，
可挖得再深再大，也总有用完的
时候；更多的养猪场，只能坐视粪
污四溢到周边环境中。

对于养殖场粪污的处理，巢

顺华一开始就很重视。2017 年
粪污零排放改造前，华发畜牧一
直对粪污进行干湿分离。干粪进
行堆放、发酵，形成的肥料供应给
花木、蔬菜经营户；水粪经过三级
沉淀处理，发酵后供应给该镇草
坪种植户。即便如此，作为一家
上规模的养猪场，粪污还是无法
实现零排放。

去年，在新北区“263”办、新
北区农业局指导下，巢顺华决定

投资200余万元对养猪场粪污实施
生态改造。去年 9 月改造完成，猪
舍内建起了高位床。记者透过猪舍
窗户看到，一头头生猪似乎是吃住
在“榻榻米”上。“榻榻米”高约50厘
米，生猪的粪污产生后就流入“榻榻
米”下面的空间，里面有自动刮粪
机，再通过管道进入收集池，通过另
外一条管道进入发酵床，也就是“木
床”。在猪舍两边各建有两个“木床
区 ”，占 地 分 别 为 600、900 平 方

米。“木床”里有大量的木屑、秸秆等
农业废弃物，还散播了多种益生菌
组成的共存菌集，粪污通过管道被
抛洒到“木床”上后，由搅拌机器来
回搅拌，最终被益生菌降解和消
纳。用过的木屑等废弃物成为优质
的有机肥。

巢顺华介绍，以一头生猪一天
产生 6 公斤排泄物计算，他的养猪
场每天产生的排泄物有15吨，目前
建设的 1500 平方米“木床”完全能

满足整个养猪场粪污处理的需求。
“木床”里的木屑会慢慢减少，只要
不断补充木屑，少量补充菌种，就能
保持下去。用过的木屑是有机肥，
要的人很多，他也不卖，而是让来拉
的人带着木屑来补充。

去年上半年，为了腾空猪舍完
成生态养猪场改造，巢顺华忍痛卖
了 2000 多头苗猪，亏了至少 60 余
万元。但现在看来，他觉得很值。
童华岗 杨艳 杨红 储正俊 蒋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