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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林桥镇开展“一帮一”帮扶活动

关爱120名留守儿童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陈国林报道：“我儿离家出

走，媳妇改嫁，9岁孙子夏元凯的生活、健康、学习、安全
等多亏镇党委书记焦汉雄的关爱，我要教育孙子好好读
书，毕业后回报社会，报答好心人”。11月24日，通山县
楠林桥镇石门村3组老人宋玉霞不停地对笔者讲述。

针对留守儿童特殊情况，楠林桥镇党委在全镇、村、
学校老师中选定120名党员干部，以开展“一帮一”活动
为切入点，召开专题会议，围绕“一切为了学生”的主题，
制订党员“一帮一”帮扶方案，将全镇120名党员与120
名留守儿童牵手，对他们进行帮扶资助，使他们不因贫
困而辍学，不因后进而厌学，不因留守而弃学。

据了解，今年来，全镇、村、学校120名干部自掏腰包
为留守儿童送去学习用品等1.8万元，争取县团委送去
衣物6000元，民政部门救助留守儿童1.3万元，武钢公
司为他们送去物资、教学设施5万元。

咸宁职教集团学校

举办首届“红歌会”
本报讯 通讯员王际清、刘泉水报道：11月22日下

午，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举行了“永远跟党走——
歌唱祖国·唱响青春”首届红歌合唱比赛，该校9个系部、
600余名学生参与。

据了解，为了歌颂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集中展现
该校青年团员“不忘初心、一心向党”的良好精神风貌，
该校团委组织了此次红歌合唱比赛。

比赛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舞台上,一张张
青春靓丽的笑脸，一串串激情嘹亮的歌声,震撼了台下
的每一位观众，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被演绎得淋
漓尽致,同学们用歌声咏唱青春、缅怀历史、弘扬精神、
凝聚力量。

市实验小学

荣获“全国文明校园”称号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中央精神文明建

设指导委员会发布了“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名单。咸
宁市实验小学成为我市唯一一所上榜学校。

据悉，今年评选表彰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是为了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展示学校精神
文明建设成果，进一步推动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在全国大
中小学广泛深入开展。7月份以来，中央文明办会同教
育部对照文明校园“六个好”的创建标准，严格审核、优
中选优，最终确定清华大学等494所学校为第一届全国
文明校园。

首届文明校园高标准、严要求，要求达到“六个好”，
即领导班子建设好、思想道德教育好、活动阵地好、教师
队伍好、校园文化好、校园环境好。全省共34所大中小
学获此称号，咸宁市实验小学成为我市唯一上榜学校。

赤壁市实验中学

荣获“全国优秀科技
教育创新学校”称号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员刘騉、余先德报道：近
日从省科协传来喜讯：赤壁市实验中学被第32届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授予“全国优秀科技教育创新
学校”。这是该校荣获湖北省科技创新学校、咸宁市科
普示范学校后取得的又一殊荣。

据了解，第32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8月14日
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由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
部、环境保护部、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表彰“优秀科技教育创新学校”旨
在鼓励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中成绩卓著的学校，
激发全国中小学组织开展科技创新教育的热情，让更多
学生参与到科技创新活动中来，促进科技教育普及和青
少年科学素养的提高，以期对中小学科技教育起到引领
和示范作用。

基因电路？活体里的电子学科吗？难不成是研究
人类机器人？

且慢，别急着思考伦理问题，这种提法其实是生物
学家强大的想象，指的是利用合成生物学的精巧设计，
控制细胞里的通路，让人们能“开关”细胞的行动。

近日，《细胞》杂志刊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卢冠达团
队的研究成果，他们设计了基于合成RNA的免疫调节
基因电路、可用于癌症的免疫治疗。

这款“精妙”的基因电路如何工作？它又如何制服
狡猾、善变的癌细胞呢？科技日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两位

“千人计划”专家，分别解答该研究中两个科学领域的问
题。

造个“特洛伊木马”，
帮“信号兵”潜进癌细胞的城池

弄清科学家的精妙设计，还要从它的攻击对象——
癌细胞说起。

众所周知，癌细胞无限繁殖，这个特点只有它“扎
堆”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机体要杀灭单个细胞，如何
区分癌细胞和正常细胞呢？

“癌细胞内部是特异性表达，”“青年千人计划”学
者、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罗云孜说，“癌基
因、原癌基因等会在癌细胞中被激活，使正常细胞发生
癌变。这个研究中用的是cMYC、E2F1（基因名）两个
转录因子基因。”

也就是说这两个基因在癌细胞中异常活跃，而正常
细胞中它们相对平静。卢冠达团队将它们看成癌细胞

自带的“钥匙”，根据钥匙设计了一套“锁”。锁的特点
是，只有两个钥匙同时开锁，才会被打开。

罗云孜解释，第一把钥匙打开的反应不会进行到
底，“第一个启动子启动转录，生成的mRNA（信使
RNA）会在尾部有个特别的结构，能和细胞内的微小
RNA结合（miR1），不会继续进行蛋白翻译的步骤。只
有当第二个启动子启动的转录生成了另一段序列，走过
来把miR1带走，蛋白翻译才会继续进行”。

这种两把钥匙合作开一把锁的模式，在集成电路中
被称为“与门”结构。卢冠达表示，是受“与门”的启发，
想到设计这个结构的。

把合成的基因电路“安插”进癌细胞中，团队利用了
慢病毒载体。“病毒侵染，可以让病毒的每一代都有特异
表达”，“千人计划”创业人才、上海比昂生物创始人杨光
华说，总的来说，这套装置就像特洛伊木马，将信号兵带
进癌细胞的城池，而只有两把钥匙共同打开木马上的
锁，信号兵才会出来发信号。

“这个设计虽然使用已知基因元件，但并不简单，需
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导入基因必须和正常细胞内的系
统没有关联性，确保只启动癌细胞中的‘电路’，不会对
正常细胞产生影响。”罗云孜说，研究团队经过了大量的
优化实验，才完成基因序列的最终合成。

基因电路最难做到的是“准确”。卢冠达团队合成
的精巧的控制器，为“攻击手”辨认癌细胞设置了一个

“双保险”的开关。罗云孜说：“它起的是精确制导的靶
子的作用，这项研究大大降低对正常细胞的误伤率。”

在癌细胞里安插了准确的“信号兵”，下一步就可以
进行“攻城拔寨”的战斗了。也就是接入功能基因，开启
对癌细胞的“征讨”。

烟雾弹、信号弹、照明弹、远程长短
炮……火力齐发

一旦信号兵放倒“消息树”，身体内的免疫系统将会
被调动起来。接下来的实战，是一场堪比《权利与游戏》
的抗癌“心机戏”——

一头，研究用基因电路的方法设计了能准确放倒
“消息树”的“信号兵”，另一头，合成了完备的全功能攻
击战斗团。

为啥这个战斗团前要加上这么多修饰词呢？因为
目前很少有研究将多个不同角色的肿瘤对抗基因联合
起来编队。

战斗团编队有 4 个，分别是表面 T 细胞结合子
（STE），一种细胞表面抗原，是癌细胞的特异性识别位
点；趋化因子21（CCL21），可以促进T细胞在癌细胞位
点聚集；白介素12（IL12），一种可以增强T细胞活性和
功能的细胞因子；PD-1抑制，能够降低癌细胞对免疫系
统的抑制。

“STE，它帮助能杀伤癌细胞的T细胞锁定目标，有
照明弹的功能，”杨光华一一解释，“CCL21，像信号弹，
所有的T细胞火力将循着身体里的这个信号向癌细胞

集结；IL12是真正的炮弹，使得T细胞的火力和功能大
大增强，具有高活力的杀伤性。”

其中最斗智的是“PD-1抑制”的设计，它专门针对
癌细胞这个“戏精”。“癌细胞会‘扮演’成正常细胞。”杨
光华说，“其表面出现PD-L1与T细胞表面的PD-1结
合，会骗过T细胞，而PD-1抑制的‘元件’像‘烟雾弹’阻
挡假象对T细胞的干扰。”

“癌细胞有应激反应，会越战越精，所以4种不同方
法并用，应对狡猾的癌细胞。”罗云孜说，希望能达到肿
瘤完全消退的目的。

但是，在实际的临床治疗中，还需要更深入的开
发。杨光华认为，研究用的材料是理想状态的肿瘤细胞
系，而实际的肿瘤细胞基因非常复杂，并不一定能强劲
开启对肿瘤细胞全方位的识别。“研究提出了一个治疗
新理念——免疫基因电路平台的概念，能够特异性表达
这些免疫基因，达到筛选的目的。”

拼装、运行、验证，
基因就像一个个小的“电子元器件”

今年3月，《科学》杂志刊出专刊，总结刊登了7篇合
成生物学方面的重大突破，其中有4篇成果是中国学者
作为通讯作者发表的。罗云孜说：“他们的工作主要是
人工合成了酵母的基因组。”

“这在合成生物学领域是重大事件”，罗云孜说，这
证明从2008年美国科学家合成支原体基因组以来，人
类对基因组的合成已经上升到了真菌界，人类可以创造
出真核生物。

“基因组的合成包含对基因功能的验证、组合和优
化设计。”罗云孜说，其间，基因像一个个小的“电子元器
件”，拼装、运行、验证，用于完成人们的生产生活目标。

在微生物制造方面，进行了基因电路改造的酵母已
经可以用于人参有效物质的合成，例如皂苷等。罗云孜
说：“合成植物来源化合物，需要多个基因组合表达，进
行改变优化的东西很多。如何有效表达，如何调配不同
基因的表达量，都要精确的程序设置。”

“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不同的基因元件，如何搭
起来更有效、更精准。”作为合成生物学家，罗云孜解释，
对于已知功能的基因，将其模块化、基本化，用于进一步
的装配研究，“然而人类对基因的功能并不是完全清
楚。相较于电子元器件来说，装配基因会更不稳定，需
要设计复杂的实验予以证实”。

在医学研究方面，我国已经利用合成生物学建立起
相关疾病的筛查和验证平台。此外为了增加基因疗法
的安全性，杨光华团队还在进行药物控制免疫系统对癌
细胞攻击的研究。

杨光华介绍，团队此前构建了可诱导的慢病毒载
体，可实现通过给药、停药开关基因表达，通过药物剂量
来控制CAR-T疗效的强弱，从而调控体内免疫系统与
癌细胞的“战争级别”。

（本报综合）

基因电路
上演一场抗癌“心机戏”

生物学家通过精巧的基因
电路设计和火力全开的免疫因
子，避开健康细胞成功识别并
杀灭了实验小鼠体内的癌细
胞，将癌细胞的伪装、应激、
抵抗一一化解。《细胞》杂志
近期刊登的这个研究有哪些独
到之处？

科技 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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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月后宝宝
宝宝颈部力量增强：
满月宝宝的骨骼发育迅速，肌肉也慢慢开始发育，手

脚明显伸展了许多。他/她的小腿从刚出生时的屈曲状
态已经可以伸直，小家伙还在尝试着把自己的手指放到
嘴里。虽然，宝宝颈部的力量较出生时增强了不少，“挣
扎”着四处张望。但是，爸爸妈妈竖着抱起宝宝的时候，
依然需要托住宝宝的头和颈部，以给他/她一些支撑力
量。

出生3~5个月的宝宝
宝宝开始会翻身：
俗话说：三番、六坐、八爬，也就是说很多宝宝在3个

月的时候，已经在练习或者是学会翻身了。从仰卧到俯
卧，再从俯卧到侧卧，视觉角度的不同，让宝宝的视野一
下子宽广起来。

一般来说，宝宝出生后3、4个月便会翻身，但由于宝
宝的生长发育情况存在个体差异，也有宝宝学会翻身的
时间会稍晚一些。如果宝宝五个月还不能实现双向翻
身，爸爸妈妈应该特别引起注意。在排除平常锻炼少、衣
服太厚行动不便等原因后，需尽快带宝宝去医院就诊，以
排除发育迟缓的可能。

出生6个月的宝宝
提高宝宝的手指能力：
6个月宝宝的手指肌肉开始发育，手指间可以相互配

合完成任务。宝宝自己躺在床上的时候，会一边观察自

己的手指，一边玩耍得津津有味。看到
感兴趣的东西时，宝宝会伸手去抓、拿、
拽，并不停地晃动、挥舞。这时期的宝
宝对撕纸很感兴趣，一张面巾纸在宝宝
的手上，会被随意地拉、扯、撕、拽。

此外大拇指与其他手指的配合使
得手中的物品握得更牢，玩玩具的时
候，宝宝会用力地敲打、拍击玩具，或是
以丢掉的方式来尝试不同的玩法。

出生7个月的宝宝
宝宝的精细动作发展：
大多数7个月的宝宝可以不依靠

手臂的支撑独坐了，这对宝宝而言具有
里程碑的意义。坐姿可以使宝宝的双手得到最大解放，
当你递给宝宝一件玩具时，他/她会慢慢地把玩具从一只
手交到另一只手上，这个时候可以给宝宝提供布制的或
者木制的套圈玩具。虽然还不能套的准，但宝宝的脑—
手—眼的协调能力可以得到很大锻炼。

出生8~9个月的宝宝
爬行的好处：
爬行是宝宝生长发育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通过爬行

可以锻炼宝宝的胸部、背部、腹部的肌肉以及四肢肌肉的
力量，促进四肢活动的灵活性及全身运动的协调性；可以
扩大宝宝的视野和探索范围；可以增进宝宝大脑和小脑
之间的神经联系，帮助大脑存储更多的记忆信息，从而促
进宝宝认知能力的发展。同时，还有助于宝宝视觉、听
觉、空间认知能力的发展。

到了9个月宝宝都已经学会了爬行，只不过有些宝
宝是匍匐前进，而有些宝宝已经可以腹部离地的手膝爬
行了。这一时期的宝宝，腿部力量越来越强，只需稍稍借
助大人的力量就能站起来，甚至能独立站立一会儿。

出生10个月的宝宝
身体的协调能力：
10个月的宝宝经历了平卧、俯卧、翻身、爬行的锻炼，

正处于向直立行走过渡的重要时期，身体的运动协调能
力越来越强。大多数宝宝此时已经能用手拉着栏杆从卧
姿或者坐姿站起来，或是在有人搀扶的情况下，蹒跚地迈
开步子走几步。

宝宝的手指越来
越灵活，触觉也更加敏
感，他/她不单单能比
较轻松地握、捏、拿起
身边的物品，还能用两
个手指的指肚捏起体
积比较小的零食，放到
自己嘴里。。还可以用
巴掌、招手、摇头等动
作，来作为“欢迎”、“再
见”、“不要”意思的表
达。这个阶段，宝宝的
脑—手—眼的协调能
力逐渐增强，正式家人
训练宝宝自己使用勺
子并将食物送到嘴里的好时机。

出生11个月的宝宝
宝宝的模仿能力：
在宝宝的眼里，身边的一切食物都是新奇的，且充满了

诱惑力。与外界的交往和沟通中，宝宝熟悉了使用面部表
情、简单的语言或者动作之后，会在一段时间内热衷于模仿
成年人的动作，甚至可以做到动作和语言同步进行。

宝宝的模仿能力越来越强，除了“逗逗飞“这样的游
戏，他/她对大人咳嗽、打喷嚏的声音和动作也愿意去模
仿。当电视上出现歌星拿着话筒唱歌是，宝宝也可以模
仿的惟妙惟肖。这时期的宝宝学什么像什么，却并不具
备分辨是非的能力。所以，爸爸妈妈要时刻注意自己的
言行和情绪，不要成为宝宝的“坏榜样”。

出生12个月的宝宝
教宝宝上台阶：
联系上台阶，是一项不错的运动，也可使宝宝迈开步

伐，探索世界的欲望得到满足。上台阶时，可以考虑宝宝的
肢体力量，膝盖、脚踝、腿部都会得到锻炼。此外，上台阶不
仅可以帮助宝宝掌握身体的平衡，让肢体动作更协调，还可
以增强宝宝的自理能力，增加宝宝的自信心和胆量。

儿童保健中心咨询电话：0715-8135343

各月龄宝宝运动发育特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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