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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团队实现人类
自体肺干细胞移植再生

同济大学近日发布一项最新研究成果，由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干细胞项目首席科学家、同济大学医学院
教授左为领衔的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利用成年人体肺
干细胞移植技术，在临床上成功实现了肺脏再生。此
项突破性成果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于最新一期的国际
权威杂志《蛋白质与细胞》。这标志着人体自身内脏器
官的再生正逐步从实验室理论走向临床现实。

相比胚胎干细胞，成体干细胞更为易得，自体干细
胞诱导分化的器官可以使患者有效避免排斥反应。由
左为教授带领的团队运用支气管镜检的方法，从肺病
患者的支气管中无损刷取一些细胞，然后从中筛选出
肺干细胞，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原本数十个干细胞慢
慢变成几千几万直至上亿个。

为了检验肺干细胞再生肺组织的能力，研究团队将
肺病患者的肺干细胞标记上GFP荧光之后，经气管移
植到免疫缺陷小鼠受损的肺内。移植之后3周，已看到
人的肺干细胞大面积整合到小鼠的肺内，形成了“人—
鼠嵌合肺”。小鼠肺内纤维化损伤区域被新生的人体肺
泡替代，小鼠的肺变得十分健康，几乎可称得上“重生”。

高血压病因实现快速检测
近日，江苏苏州博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的

“17-酮类固醇免疫原、抗体和检测试剂及制备方法”
的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

“17-酮类固醇是人体分泌的雄性激素的代谢产
物,该指标的测定主要用于肾上腺疾病如肿瘤、库欣综
合征等的筛查诊断。库欣综合征、内分泌肿瘤都是继
发性高血压的主要病因，如果能及时检测出高血压患
者的真正病因，就可以实现精准治疗。”据苏州博源医
疗公司市场部经理何秀丽介绍，苏州博源医疗研发的
这款17-酮类固醇检测试剂相比传统的手工法，检测
时间从原先的至少需要2-3小时减少到只需10分钟
即可。此外，手工法操作过程复杂，对技术人员要求
高，结果准确度偏低，而该试剂在普通医院的常规生化
仪上就可以实现全自动、高通量检测，检测结果准确度
大幅提高。

近年来，我国高血压患者逐年增多，高血压成为威
胁人们健康的重大隐患之一。据业内专业人士介绍，
高血压可以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对于继发性高血压，
只要查出具体病因，对症下药，就能够治愈。据了解，
激素是人体内分泌系统分泌的一系列小分子或大分子
物质，对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通
过激素含量的测定，可以为人体多种疾病的筛查、诊
断、治疗及预后提供重要的临床依据。

据了解，基于专利技术研制成功的17-酮类固醇检
测试剂离不开苏州博源医疗的核心技术——均相酶免
疫技术平台。该平台是一种液相均相竞争性免疫反应
体系，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准确性好、操作简便、安
全无污染，可实现自动化、高通量检测等诸多优点。

科学减肥首先要“吃好”
湖北武汉一市民通过节食成功实现减肥，日前却

出现头晕疲乏、胸闷心悸、冷汗淋漓等症状，被诊断为
低血糖症。专家提醒，减肥时首先应考虑均衡营养的
摄入，要“吃好”，否则会出现一系列副作用。

家住汉口的小宁用3个月将体重从160斤减到了
125斤。为了减肥她每天只吃不加油盐的水煮蔬菜和
鸡蛋，减肥成功却出现上述不适症状。

湖北省中医院肥胖专科主任肖明中说，减肥时既
要保证身体每天需要的营养，又要控制热量摄入，完全
停止摄入肉类和主食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人每天需摄
入70克以上的优质蛋白，而肉类、鱼类、蛋类、乳类是
最好的蛋白质来源。

肖明中说，减重是为了减掉身体里的脂肪，而不是
追求单纯的体重下降。营养摄入不够，会在减掉脂肪
的同时也减少肌肉，导致代谢降低和亚健康状态。盲
目减肥除了会引起低血糖，还会导致贫血、甲状腺功能
亢进、消化系统疾病，内分泌失调、骨质疏松症，甚至导
致神经性厌食症。

肖明中提醒，减肥时要均衡营养，要“吃好”，碳水
化合物、脂肪、蛋白质、维生素、膳食纤维必须按比例摄
入，保证营养素的均衡和完善，避免多油、多盐、多糖食
品。要合理分配三餐，特别是早餐一定要吃，午餐要吃
好。 （本报综合）

“当时这一地区是一个大型湖泊，雨
量充沛，气候相对温暖，翼龙就生活在大
型湖泊边缘，以湖中大量的鱼类为食，把
它们的蛋产在湖岸边的沙滩中。”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汪筱林描绘了距今约1.2亿年前的早白垩
世，新疆哈密戈壁雅丹地区的“翼龙伊甸
园”。

汪筱林团队经过10余年连续的野外
科考，在新疆哈密发现并抢救性采集了恐
龙化石标本，其中有215枚翼龙蛋，其中
16枚翼龙蛋含有三维立体（3D）的胚胎化
石，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3D翼龙胚胎，也
是“翼龙研究200年来最令人激动的发现
之一”。

“翼龙不是会飞的恐龙，它们两者关
系比较近，有共同的祖先，从距今约2.2亿
年前的三叠纪晚期几乎同时在地球上出
现，在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同时绝

灭，在地球上生存了约1.6亿年。两者占
据不同的生态空间，翼龙是飞行动物，空
中霸主，以食鱼为主，也有少量类群吃昆
虫和植物等。”汪筱林说。

此次发现的天山哈密翼龙，胚胎、幼
年、亚成年和成年个体都有很多，而且发
现大量的雌雄个体，组成一个白垩纪翼龙
伊甸园。根据化石推测，哈密翼龙最大翼
展可达3.5—4米左右。

但是，科研人员发现翼龙小时候“会
走不会飞”。通过扫描3D胚胎，可以看出
它们的后肢发育速度比前肢快，孵化之后
只能走不能飞，牙齿还没有萌出，还不能
主动觅食，需要父母照料。

据汪筱林推测，这些翼龙遇到突发的风
暴，导致湖边的、湖底的物质和岸边湿润沙
子里的翼龙蛋等卷在一起，被快速地搬运、
沉积和埋藏。而翼龙骨骼分散但完整，则说
明它们是带着皮肉被埋藏的。

全球首次发现的三维立体胚

胎化石揭开了神秘的翼龙有哪些

不为人知的生活习性，堪称腕足动

物“大百科”的属志研究有什么重

要价值，古人类头骨长啥样，古老

的树木如何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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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侏罗纪滑翔哺乳形类动物的新
发现

新发现的滑翔动物属于哺乳形类
动物基干支系，是现代哺乳动物的祖先
类群，也是所有哺乳动物漫长演化历程
中已知系统位置最为原始的、具有皮翼
的滑翔动物。这表明，滑翔功能和运动
行为，在远古哺乳动物祖先类型就曾经
演化出现。

2. 华南寒武系底部有口无肛的微
型后口动物

在我国陕南发现的毫米级球囊型
动物化石——冠状皱囊虫，填补了原始
后口动物的化石实证与分子进化钟预
测的起源时间之间的鸿沟。皱囊虫代
表着已知最古老、最原始的后口动物，
或代表基础动物与后口动物之间的珍
稀过渡类群。

3. 地质微生物记录海洋和陆地的
极端环境事件

地质时期的细菌和古菌等微生物
很难开展研究，而它们记录的古气候古
环境信息更难识别。这项研究发现地
质微生物不仅能够识别2.52亿年前引
起最大生物灭绝的恶劣古海洋环境，而
且能够识别最近35万年以来陆地发生
的大干旱事件。

4. 1.3亿年前早期鸟类化石揭示尾
骨与尾羽独立演化

在河北白垩纪地层中发现的反鸟
类多齿胫羽鸟，其尾骨与现代鸟类相

似，但尾羽并非扇状，据此提出“犁状尾
综骨与扇状尾羽在早期鸟类中相互独
立”的假设，挑战了此前长期占主流的
学术观点。

5. 解密最古老树木的生长模式
我国新疆塔城和美国纽约州的树

木化石材料是地球上最古老树木的硅
化保存化石，研究人员首次识别出了世
界上最古老树木的内部解剖结构特征，
并为最古老树木的生长方式建立了理
论模型。

6. 缅甸琥珀中隐翅虫化石揭示白
垩纪蘑菇多样性及最早的社会性寄生

通过对一亿年前缅甸琥珀中昆虫
和蘑菇的研究，揭示白垩纪蘑菇多样性
和社会性寄生现象。不仅发现了多种
罕见的蘑菇化石，直接证明伞菌的多样
性，还将蘑菇演化历史推前2500万年。

7. 晚二叠世木材蛀孔展示了一个
复杂的生态关系网络

研究发现了晚二叠世蛀木甲虫在
松柏类植物茎干中高度复杂化的蛀孔
构造、蛀木甲虫特殊的取食行为和发育
过程中显著的食性转变现象。该研究
为探索昆虫的社会化和“农业化”现象
的起源提供了线索。

（本报综合）

2017年度其他古生物学重要进展

相关链接

他们不是早期现代人、不是尼安德
特人、不是海德堡人，也不是直立人。
他们是一种新的古老型人类，目前还无
法将其归入任何已知的古老型类群之
中。他们是谁？许昌人！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李占扬、吴秀杰研究员率领的科研团
队于2017年3月，在《科学》上发表研究
成果：河南许昌发现了新型古人类头骨
化石。研究显示，在距今10.5万年至
12.5万年前，中国境内生存着一群体质
特征非常特殊的古老型人类——许昌
人，他们的头骨呈现出更新世晚期人
类、东亚中更新世直立人以及欧洲尼安
德特人的混合特征。这表明，在当时，
中国境内可能并存着多种古人类群体，
不同群体之间有杂交或者基因交流产
生。

“许昌人为中国古人类演化的地区
连续性以及与欧洲古人类之间的交流
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中国古生物
学会秘书长王永栋研究员说。

据介绍，“许昌人”古人类头盖骨化
石是在河南省许昌市的灵井旧石器时
代遗址发现的。2005年至2016年，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占扬领
导的考古队对灵井遗址展开了连续12
年的挖掘，发现了45件人类头骨碎片化
石，包括完整的枕骨、部分顶骨、眉脊和
颅底骨等，骨骼多数可拼接复原。经过
科学家们拼接复原，一共发现了多个许
昌人。

“许昌人头骨在枕圆枕上凹和颞骨
内耳迷路半规管的形态上与欧洲的尼
安德特人相似，暗示了两个人群之间基
因交流的可能性。”王永栋说。

10万年前头骨揭示中欧人种曾有基因交流

由中科院院士、南古所研究员戎嘉余
主编的《中国显生宙腕足动物属志》，也被
评为十大进展之一。

这本用英文编撰的中国腕足动物化
石属志，涉及的化石记录来自显生宙的古
生代（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
炭纪和二叠纪）和中生代（三叠纪、侏罗纪
和白垩纪）共9个纪的海相地层中，跨越了
约4.5亿年的地质历史，涵盖了1883年至
2015年间根据中国材料创建的757个腕
足动物属。

腕足动物是生活在海底的有壳无脊
椎动物。它曾经是海洋中个体最丰富、多
样性最高、分布最广的优势类群，但目前
仅在少数海域才有零星分布。腕足动物
群频繁演替的兴衰史，称得上是地球生物
宏演化过程的一个缩影。

“腕足动物生活在古生代海域深约
200米以内的海底，基本不动。因此，它能
精确反映沉积盆地的演化史，对板块运移
布局变化有很强的指示意义。”该书副主
编、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副所长

詹仁斌说。
詹仁斌介绍，中国是腕足动物化石赋

存的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大
规模地质调查中，发表了大批论文，创建
了中国很多特有的新属，但由于历史原
因，这些科研发现多未与国际同行形成互
动，存在重复研究现象，且论文多以中文
发表或仅附英文摘要，国外学者也无法了
解中国腕足动物的研究成果。

为了摸清家底，1986年金玉玕院士
提议并开展长达8年的分工写作。但由
于种种原因，1995 年编写工作被搁置。
2008年，戎嘉余院士领衔，沈树忠院士、
詹仁斌研究员等一批中青年通力合作再
次聚焦该志书的编写，最终于2017年初
完成。

本着“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该书将
所有依据中国材料建立的757个属级分类
单元，全部收录进来，逐个给予编号、按规
范记录并展示其模式种的图影。为国内
外同行进行全球总结和宏演化研究提供
了不可多得的可靠资料。

近日，中国古生物学会在南京发布“2017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
大进展”评选结果。《发现翼龙伊甸园，揭秘翼龙生命史——大量3D
翼龙蛋和胚胎首次发现》《中国显生宙腕足动物属志》《中国许昌发现
的晚更新世古老型人类头骨化石》等十项研究成果上榜。这十大进
展，不仅具有重大科学价值、有助于探究生命起源和演化的奥秘，而
且推动了公众对地质历史时期生命演化历程的认识。

30年不离不弃书写中国腕足动物“四库全书”

3D化石穿越亿年回到“翼龙伊甸园”

湖北科技学院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附属第二医院
附二医院坐落于咸宁市温

泉老城区，东门马柏大道168号，
西门茶花路58号。医院现有教
授16人，副教授55人；博士12
人，硕士50人。

附二医院是湖北科技学院
直属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编制
病床650张。开设有内科、精神
科、心理科、外科、妇产科、儿科、
传染科、中医康复科、五官科、皮
肤科、急诊科、体检科、麻醉科、
检验科、病理科、放射科、超声
科、机能科等临床科室。

（咸）医广【2017】第7-4-1号[广告]

健康热线：0715-8102616（门诊办） 8102639（急诊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