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鱀豚馆， 小江豚 （前） 与母亲在一起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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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治疗路很长，急不得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戈登首次访沪，

表示核移植更有可能用于临床

“对于干细胞治疗，大家必须保持耐

心，不能操之过急。 ”在昨天开幕的 2018

国际临床和转化医学论坛上， 首次来沪

的 201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约翰·伯特兰·戈登在

提及近年来十分火热的干细胞治疗时如

是说。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戈登就发现，

将一种青蛙肠道细胞的细胞核转移到其

卵母细胞中， 最终这些细胞有一部分发

育成了小蝌蚪。 由于发现了 “细胞重编

程”的过程，他于 2012 年与“多能干细胞

之父”、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一起分享了

201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经过多年发展， 人们已开始将这种

成熟体细胞通过“返老还童”改变“职业”

的技术运用到疾病治疗上， 而且对它的

期望越来越高。戈登认为，目前干细胞治

疗尚处在比较初级的发展阶段， 很多问

题需要一步步来解决，切不可心急。

“目前，对于仅由一种细胞损伤引起

的疾病，用干细胞治疗是可行的。 ”戈登

在昨天的论坛报告中， 介绍了他的实验

室最近用干细胞来治疗黄斑变性的案

例。黄斑变性是一种眼部疾病，其病理机

制主要为黄斑区结构的衰老性改变，致

使视力衰退，甚至失明。在长期研究的基

础上， 戈登提出一种新的诊疗手段———

从病变细胞中取出细胞核， 放入卵母细

胞中培育全新的视网膜色素细胞， 再用

新细胞替换已损伤的细胞。

戈登同时提到，他的一位在美国著名

高校做研究的学生，将体细胞转换成胰岛

细胞，用来治疗糖尿病。“这都是目前能支

撑临床应用的技术， 但如果涉及多种细

胞，情况就复杂了。 ”他说，目前科学家并

不清楚这么多细胞在器官组织里的排列

组合是怎样的，所以尽管能够分化出不同

种类的细胞， 却还无法将其组合起来，解

决由多种细胞损伤引发的疾病。

这位 85 岁的英国老爷爷多年从事

核移植研究， 对于这几年大热的多能干

细胞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核移植比

多能干细胞所产生的干细胞质量要好，

也更安全，将来更有可能应用到临床。

对于中国学者近年来在基因编辑、克

隆等领域所做的出色工作，戈登给予高度

评价， 希望与中国同行有更多交流与合

作。去年底，他为上海学者孙强发表在《细

胞》杂志上的体细胞克隆猴论文撰写了评

论，称其为“一项里程碑式的工作”。他说，

这项工作攻克了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原有

的技术瓶颈，一个定制化卵母细胞克隆非

人灵长类的时代由此开启。

时隔13年，人工繁育江豚再获成功

我国第二头人工饲养环境下自然

繁殖的小江豚，昨天迎来出生百日。位

于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为这头雄性小江豚举办了一个简单的

庆祝活动，祝愿它健康成长。

长江江豚是“长江女神”白鱀豚的

表亲。 作为 2013 年列入《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红色名录的极危物种，长江江

豚目前仅剩千头。 2005 年，水生所实

现了全球首例人工饲养长江江豚的成

功繁殖。 13 年间，他们不断摸索经验，

终于迎来了第二头健壮的小江豚。

长江江豚人工繁育项目负责人、

水生所副研究员郝玉江表示， 这头小

江豚的顺利繁殖与存活， 将为今后的

江豚人工繁育积累更多经验， 繁育成

功率有望提升。

科研人员悉心呵护下，

江豚母子健康
今年 6 月 2 日， 水生所白鱀豚馆

一头雄性小江豚顺利降生。 目前这头

小江豚身体健康、 发育正常、 行为丰

富，开始出现频繁的捕鱼行为。从母子

关系、 哺乳行为等多方面的监测情况

判断，该江豚成活的概率极大。

小江豚的母亲是一头 2011 年从

鄱阳湖引进的雌性江豚，名叫“福七”

（F7），今年 9 岁。 去年 8 月，水生所科

研人员通过 B 超检查发现福七疑似

怀孕。

当“福七”被确认怀孕后，待遇立

刻全面升级。 科研人员为她准备了她

最喜欢吃的小鲤鱼搭配精挑细选的鲹

鲦鱼， 还为她专门装修了位于繁殖厅

的“产房”，每天观察记录她的怀孕状

况，定期给胎儿做 B 超检查。

今年 6 月 2 日 1 时 01 分，已减少

进食、漂浮水面近一天的“福七”开始

分娩。 6 时许，当小江豚娩出时，意外

发生了———脐带没能自动断开， 幼豚

无法自动出水呼吸。此时，两位训练员

马上跃入水中， 用手将小江豚轻轻托

起。 这时，脐带才最终断开，新生幼豚

得以出水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空气。

新生小江豚体长约为 75 厘米，体

重约为 6.5 千克。 小家伙刚一出生，就

“闯劲”十足，像一个小炮弹一样到处

横冲直撞。 训练员则通过增加饲喂餐

数， 调整活饵比例来保证江豚妈妈的

营养。 一个月后，小江豚越来越活泼，

在水池里吐水、捕鱼、跳跃、追逐，很是

欢乐。满两个月后，小江豚开始进食小

鱼，进入混合营养期，不仅经常主动向

训练员讨鱼吃，甚至还抢妈妈的鱼吃。

模拟 “母乳喂养 ”难关
有待攻克

水生所白鱀豚馆于 1996 年开始

尝试长江江豚的人工饲养， 并成功建

立了我国唯一一个小型长江江豚人工

饲养繁殖群体， 为该物种的保护生物

学研究创建了一个重要的技术支撑平

台。 郝玉江告诉记者，经过多年摸索，

已对江豚在人工环境下的生长、交配、

妊娠、生产，以及产后护理技术有了相

当了解， 为长江江豚的繁殖生物学研

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现在的最大难点在于幼豚的人

工喂养。 ”郝玉江说，江豚的哺乳好似

飞机的空中加油，而且频率特别高：幼

豚每小时要哺乳四到六次， 每次只有

几秒钟，相当于约十分钟吃上一口奶。

这是传统人工喂养方式难以做到的。

“如果母豚身体健康，可以喂养照

看幼豚， 那么幼豚的成活率就高。 反

之，幼豚成活几率会大大降低，人工喂

养介入十分困难。 ”他说，除了哺乳方

式外，江豚的人工乳配方也有待摸索，

这也是人工介入喂养小江豚难以成功

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当前长江中生活的唯一的哺

乳动物和食物链的顶端物种，长江江豚

的种群维护指示并反映着其繁衍栖息

地———长江的生态健康状态。这也是数

十年来长江江豚深受关注的重要原因。

世界首头人工繁育的江豚“淘淘”

今年已经 13 岁，正值壮年。 郝玉江透

露， 它是目前长江江豚人工繁育群体

中最重要的雄性繁殖个体之一，“我们

还将继续努力， 让更多小江豚在人工

环境下繁衍成功。 ”

拖垮孩子视力的不止学业负担
发病低龄化、度数高度化，防治近视医生这样说———

开学第一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眼科就迎来就诊小

高峰，大部分是刚上小学的孩子，也有

幼儿园小朋友。 “接诊的近视孩子最小

只有五岁，才幼儿园中班就要戴眼镜。”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眼科副主任渠继芳

忧心忡忡。

我国青少年近视的发病年龄从 20

年前的 13 至 18 岁提前到了 9 至 14

岁，发病低龄化、度数高度化的趋势明

显。原本人们普遍认为是学业负担拖垮

了孩子的视力， 可如今都没到学龄期，

视力怎么就不行了？ 儿科医生们注意

到，拖垮孩子视力的，不止学业负担这

么简单。

孩子的晶状体更清澈 ，

抵御蓝光能力更弱
在渠继芳的门诊，幼儿园近视患儿

不在少数。 说起那位五岁小患者，她忍

不住感叹：“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

问爸妈要手机。 ”

如今的手机、电视机画面越来越好

看了，高清晰度、高分辨率的背后，蓝光

有功也有过。国际照明委员会发布的研

究报告显示，蓝光可引起视网膜光化学

损伤，主要集中在视网膜色素内表皮细

胞，并在视网膜上形成弧光和盲点。

“相比成人，孩子的晶状体更为清

澈，抵御蓝光的能力更弱，蓝光往往能

直射眼底。 ”渠继芳介绍，有数据表明，

在 0 至 2 岁， 约 70%到 80%的蓝光会

照射到视网膜 ；在 2 至 10 岁 ，约 60%

到 70%的蓝光会照射到视网膜， 是成

年人接收蓝光辐射的 3 到 4 倍。如果孩

子过早接触蓝光，不仅容易近视，还有

可能引起眼底病变。

现代社会的屏幕暴露不止这些 。

3D、VR（虚拟现实）等技术让视觉体验

升级的同时，也于无形中加剧了人们尤

其是青少年的用眼负担。 “观看 3D 或

VR 影像时 ，常为剧情所吸引 ，注意力

高度集中，眨眼频率降低，且佩戴此类

特殊眼镜时，进入眼睛的光线比日常观

影减少许多，用眼会更为吃力。”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眼科副主

任陶晨谈到，儿童由于视觉系统发育尚

未成熟，若经常佩戴 3D、VR 眼镜，眼睛

更易疲劳，出现视觉问题。

亚洲人群更易近视 ，需
要多一些“户外暴露”

尽管学业压力不大，不少学龄前儿

童的“用眼额度”似乎也不宽裕。 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视光部

医生韦严注意到，近年来，已有三四岁的

孩子来看近视，这在以前不敢想象。问了

病史才发现， 这些孩子从小学画画、弹

琴。“练习乐器或绘画往往需要在短时间

内高强度在室内环境中视近物， 如不注

意休息，极易用眼过度。 ”韦严说。

事实上，近视的发生是遗传因素与

后天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国际

上，有观点认为，从人种遗传角度看，亚

洲人可能为近视易发人群；也有观点认

为，亚洲青少年近视的高发，可能与亚

裔孩子室内活动多、室外活动少有关。

早在几年前，医学界就提出，户外

运动时间太少，是导致青少年近视的重

要原因，并认为增加孩子的户外活动时

间能减少近视发生。对此，陶晨表示，即

使做不到户外运动，哪怕增加“户外暴

露”对孩子双眼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远

距离视野可让眼球得到放松和锻炼。 ”

“有研究显示，每天两小时户外运

动有助于预防近视，如果学龄期青少年

课余时间有限，也应保证每天 45 到 60

分钟的户外活动， 这不仅可以保护视

力，对生长发育也有好处。 ”渠继芳说。

吃甜食也伤眼睛， 建议
家长让孩子远离垃圾食品

临床医生还注意到，现代饮食结构

的变化不仅让“小胖子”增加了，也让“小

四眼”变多了。“大部分人只知道，常吃甜

食易发胖，其实它还会影响眼睛健康。 ”

陶晨说。

饮食究竟如何影响视力？ 原来，甜

食中的糖分在人体内代谢时需要大量

维生素 B1，如果糖分摄入过多，维生素

B1 就会相对不足，而维生素 B1 是眼睛

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之一，尤其对于发

育期的儿童特别重要。 缺乏维生素 B1

使视神经功能弱化，导致视力减退。 同

时， 摄入太多糖分会干扰体内钙的代

谢。 一旦缺钙，儿童眼睛的巩膜弹性就

会减退，眼球容易伸长，致使眼轴变长，

进而发展成近视眼。

“我们给家长的建议是，让孩子远

离垃圾食品。 ”韦严举例说，绿叶蔬菜、

胡萝卜中包含叶黄素，这是一种天然视

觉营养素，为了预防近视，应鼓励孩子

多吃蔬菜，少吃高糖、高脂肪、高胆固醇

的食物，均衡营养。

专家强调，绝不建议让孩子通过药

物、保健品补充视觉营养素。 以叶黄素

提取物为例，有研究发现，过量摄入或

增加致癌风险。

“千万不要小看近视，在上海，病理

性近视已成致盲性眼病的第二位原因。”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柯

碧莲说 ，10 岁前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非

常重要，不然近视患病风险会大增。

近视激光手术并非一劳永逸

“近视有什么关系， 既不关乎性
命， 也不影响生活， 实在不行 ， 还
能做个激光手术。” 对于近视， 不少
家长抱着这样的想法 。 复旦大学附
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周行涛表
示， 通过手术恢复视力并不等于眼
睛恢复健康。 近视激光手术无法改
变眼球的轴距和眼底状态 ， 即便手
术， 孩子仍将面临眼底病变等眼部
疾病的高发风险。

近视激光手术自上世纪九十年

代发明以来，技术几经更迭，日益受
到家长青睐。 通常，年满 18 岁的青
少年如果患有近视， 经激光手术后，

视力可恢复到 1.0 至 1.2。 高度近
视的患者，也可通过眼内晶体植入手
术（ICL 术），实现视力的恢复。

不过周行涛强调，对于治疗近视，

激光手术绝非一劳永逸。因为通过近视
手术恢复视力的青少年，只不过是获得
了一副新眼镜，但这副眼镜的寿命有多
久仍取决于术后是否科学用眼。 “我们
就曾遇到因术后用眼不当，先后两次到
医院接受近视手术的患者。”周行涛说，

近视激光手术对患者角膜厚度有要求，

如果角膜够厚，近视患者一生最多可承
受 2到 3次手术。 因此，医学界一直提
倡近视防控大于手术治疗。

“预防近视，其实是医生与家长、

老师的一场博弈。 ”周行涛笑言，目前
有大量文献和研究数据表明，每天保
证 2 小时的户外活动能有效预防近
视。 “即便什么都不做，白天在户外发
呆两个小时都可以。 ”周行涛说，眼睛
在户外的远视离焦和近视离焦会发
生变化，通过综合作用，保护青少年
“心灵的窗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眼科预检区域内， 医务人员为小朋友测视力。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近3000项科普活动97%下沉社区
2018 上海市“全国科普日”活动本周六开幕

2018 上海市 “全国科普日” 将于 9

月 15 日至 21 日举行。 记者昨天从市科

协获悉，今年，上海市区两级、街镇村居、

学会、学校、企业、科研院所、科普教育基

地等组织了近 3000 项丰富多彩的科普

活动 ，数量为历年之最 ，其中 97%的活

动就安排在市民身边。

由市科协网上科技工作者之家平

台与穷游联合打造的科普行走路线

“走过 1914 的田野与文明”， 将在 “全

国科普日 ” 期间首次亮相 。 这条路线

围绕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和科学研究两

大主题 ， 从上海 “新兴 ” 时尚生活空

间新天地开始 ， 最终走进科学会堂 ，

全程约 3.8 公里。

“全国科普日”期间，科学会堂将成

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科学殿堂：1991 年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在这里讲

述细胞的秘密；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科学

家、极地科考站站长和“雪龙”号船长将

来到这里，与小学生近距离互动；中国科

学院上海有机所、 上海光机所专家将携

手走进科学会堂，带来精彩的“奇妙科学

体验日”，让孩子们体验“小小科学家”的

成就感。科学会堂隔壁，上海科技影城同

期将展映九部科普电影， 共放映 18 场。

届时， 荣获 “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

节”最佳纪录片奖的《我们诞生在中国》、

由 BBC 制作的《地球脉动》、素有草本界

“舌尖中国”之称的《本草中华》等优秀科

普影片将一一亮相。

今年科普日还将丰富的科普活动下

沉到社区， 近 3000 多场活动中，97%在

社区展开。 浦东新区一口气推出了千余

场活动，其中“科普诗词大会”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 让人们从耳熟能详的

诗词中学习科学知识和思维方法， 既亲

切又有趣； 闵行区则把居民关心的问题

汇编成一场科普晚会，“全国科普日”期

间将赴各社区巡演，其中有一场《老人与

手机》的话剧，颇受居民好评，常演常新。

■本报记者 沈湫莎

■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②

加强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上接第一版)会见中，殷一璀表示，中斯

世代友好，上海愿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继续加强与斯里兰卡各地区的交流与合

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为延续两国传统

友谊做出积极贡献。 今年是上海市与科

伦坡市结好 15 周年，在过去 15 年里，两

市在中医药、旅游、文化、青少年等领域

的交流富有成效， 为今后进一步扩大务

实合作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殷一璀

还分别与科伦坡市市长出席了在科伦坡

公共图书馆举办的“春华秋实 40 年———

中国上海改革开放成就图片展” 开幕式

暨“上海之窗”赠书仪式，与中部省首席

部长出席了在康提举行的“魅力上海，相

约康提” 上海旅游资源及非遗文化推介

活动， 相关活动受到了当地各界人士的

热烈欢迎。

在马来西亚期间 ， 殷一璀分别会

见了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副部

长王建民 、 雪兰莪州州务大臣阿米鲁

丁·沙利， 就上海与马来西亚及雪兰莪

州在经贸 、 文化 、 教育等领域开展积

极交流与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同时，

代表团还参观了雪兰莪州智慧城市控

制中心 ， 实地了解雪兰莪州在智慧城

市 、 青年创业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 ，

访问了马来西亚国际医药大学 ， 了解

该校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合作办学情况

并出席 “上海之窗 ” 赠书仪式和中医

针灸铜人赠送仪式。

在菲律宾期间， 殷一璀分别会见了

大马尼拉发展署主席林德才、 马尼拉市

市长埃斯特拉达、 马尼拉市议会议长玛

利亚·拉库纳-潘根，就上海与大马尼拉

市、马尼拉市在文化、经贸、教育、交通等

领域开展务实交流进行了磋商。 今年是

上海市和大马尼拉市结好 35 周年，殷一

璀主任和林德才主席共同签署了 《上海

市和大马尼拉市友好合作交流备忘录

2018-2022》。 在马尼拉期间，代表团还

赴上好佳集团菲律宾总部、51Talk（无忧

英语）菲律宾公司进行调研，了解企业发

展情况和企业为促进中菲友好交流所做

的工作。

代表团所到之处还宣介了上海改革

开放的发展成就， 并详细介绍了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有关情况。 中国驻

斯里兰卡大使程学源、 驻马来西亚大使

馆参赞刘东源、 驻菲律宾公参檀勍生分

别出席了上述相关活动。

戏曲导演不能长期依靠话剧人才“输血”
(上接第一版)著名戏曲评论家刘厚生回

忆，“传” 字辈老师只有郑传鉴等老师到

越剧去做技术导演， 所做的也只是指导

演员身段，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戏曲导演。

上世纪 50 年代，上海昆剧团的重点戏都

是由杨村彬、 黄佐临等话剧前辈大导演

来指导。相比于今天的一些“跨界”导演，

早年的话剧导演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

对戏曲有一定的积累， 因而他们导演的

《墙头马上》《血手记》（改编自《麦克白》）

等作品能获得广泛认可。

戏曲导演还须从本体艺
术出发，懂戏、爱戏才有好戏

“导演”概念虽是由西方艺术引入，

却不意味着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戏曲艺

术要长期依赖其他艺术领域“输血”。

即便是在京剧鼎盛之时虽无导演之

名，名角儿却行着导演之实。杨小楼与郝

寿臣演出《野猪林》，不仅剧中两人自己

的程式身段、人物情感互相商讨设计，配

角的戏也是两人指导完成的。 而在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尚有李紫贵、马科等演员

出身转行成为戏曲导演的艺术家活跃在

舞台上。 然而眼下，能够说路子、讲身段

的技术指导、艺术指导不少，但真正具有

舞台全局意识的戏曲导演极其稀缺。

这其中，如何捏合舞台调度、身段设

计和锣鼓经， 充分突出戏曲艺术的人物

表演魅力，就考验戏曲导演的功力。上世

纪 80 年代，沈斌跟随李紫贵排演上海昆

剧团《长生殿》，他原先《埋玉》一折为杨

贵妃设计了繁复的身段， 以此展现其临

死前的内心痛苦。李紫贵则化繁为简，仅

一个翻身、抛出白绫、进而在一记大镗锣

声后， 背对观众走远， 舞台降下巨幅白

绫，为全剧留下深邃的意境和回味。

而进入新的时期，没有了名角儿丰

富的舞台实践经验，青年演员也往往缺

乏塑造人物的能力 ， 更不用说兼具导

演、唱腔设计的职能。 虽然丰富的录音

录像资料给了青年演员学习模仿传统

戏表演的极大便利， 可一旦创排新戏，

仍需要导演加以引导。 上海昆剧团演员

吴双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创排小戏《韩信

拜帅》，“站在排练厅前后左右要怎么迈

出步子，迈哪条腿我都不知道。 ”最后，

靠着与导演沈斌的切磋探讨，被“逼”出

创新的步伐。

说到底，专业演员出身也罢，话剧导

演跨界也罢， 戏曲导演最终还是要回到

中国戏曲美学体系的范畴来完成舞台作

品的传承、发展和创新。 只有懂戏、爱戏

了，才有可能推出好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