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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同心奔小康

挨家挨户去送礼，动员老百姓来做筛查，

却收效甚微；

纳入公共卫生政策，免费筛查，响应者却

也不足 30%……

4 月 15 日，是第 27 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

周的第一天，也是第一个中国癌症早筛日。

在早筛日启动会上，抗癌战线的专家们谈起

呼吁公众早筛、早查的经历，总感觉有种“剃

头的挑子一头热”的尴尬。

老百姓不愿去做癌症的早筛，这在我国

结直肠癌领域尤其凸显，这也导致了我国首

次确诊的结直肠癌中，80%以上是中晚期。

一早一晚，生死之别

如果癌症一发现就到了“不治之症”的阶

段，那么健康中国行动中要求癌症 5年生存率

提高 3个百分点的目标很难实现。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

任王锡山认为：预防癌症最重要的方法就是

在早期筛查过程中发现“苗头”,在肠癌恶化

前把癌症的苗头掐灭在萌芽状态。

不想“谈癌色变”，通过早期筛查早做应

对才是治本之道。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镜科主任王

贵齐在现场展示的数据显示：结肠癌发现时

一期，患者 5 年生存率为 91.8%，而发现时为 4

期，生存率仅为 10.8%。可见，这一早一晚间

就出现了生与死的差别。

早筛其实并不难

既然早筛这么重要、效果这么好，又为什

么这么难？

“曾经遇到一个患者，在等待肠镜筛查的

前一晚自己‘溜号’了。”王锡山说，有过肠镜

筛查经历的都知道，整个过程确实比较难受，

但相比恶性肿瘤来说，还是应该避重就轻。

此外，肠镜检查排队严重的现象也使得

肠镜筛查相对困难，早前媒体曾做过一篇《肠

镜检查排队最久一年半！》的报道，可见受限

于医疗资源，让每个人都去做肠镜筛查并不

现实。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通过

肠镜进行早筛。除了肠镜的手段，肠癌早筛

的手段还有很多种，例如人们熟知的便潜血

检测、CT 结肠成像技术、血液检测……还有

一种去年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拿到癌症早筛

“第一证”的常卫清所使用的 FIT-DNA 检测

技术。

它们有的更准确，有的更便捷，有的价格

亲民，有的无需侵入，有的发现后当时可做切

除，总有一款适合不同需求的人群。

选哪个？国家指南里
有答案

如果要进行早筛，内镜方法、化学方法、

影像方法、分子生物学方法等这么多种方法

中，公众究竟该选哪个呢？

作为健康中国行动计划之一，由国家癌

症中心组织调查、撰写的《中国结直肠癌筛查

与早诊早治指南》日前发布，指南对早诊早筛

方法做了精细化的评估和推荐。

“结肠镜是结直肠癌筛查的金标准，它对

于息肉和癌症的诊断率高于 90%，可以同时

进行诊断和治疗。”国家癌症中心癌症早诊早

治办公室主任陈万青解读到：但结肠镜是侵

入性检测，建议每 5—10年进行一次。

粪便隐血检查简单易用，成本较低，可以

降低 52%的结直肠癌死亡率。但灵敏度方面

相较其他方法较低，建议每年进行一次。

“FIT-DNA 检测技术的原理是粪便脱落

的细胞中是否存在结直肠癌发生过程中的

DNA 改变。”陈万青说，它的灵敏度能够达到

95%。

由于增加了分子生物学的手段，新的技

术能够在不侵入身体的情况下达到很高的检

出率，但就是成本比较高。对于 50—75 岁的

中低风险人群和 40—75 岁的高风险人群，指

南对这一新技术给出了强推荐的等级，建议

每 3年进行一次 FIT-DNA筛查。

对于血液检测，指南给出了暂不推荐用

于人群结直肠癌筛查的判断。

综合而言，无论选择哪种筛查方法，“早

占先机”是对抗癌症的绝招。“美国患者进行

癌前筛查的依从率是 60%，这带来了美国结

直肠癌发病率陡降的曲线，死亡率更是下降

了 51%。”王贵齐强调，其他国家的实践已经

证明早筛是实现结直肠癌症预防与治愈最有

效的手段。

不想谈癌色变？癌症防控要早占先机
晚上 9 点，机器运转，灯火通明。螺蛳

粉配料生产车间明亮的灯光下，一道清瘦

的身影仍在忙碌。

身穿白色工作服的他，对着一台机

器，和几个老伙计比画个不停。他是姚汉

霖——广西柳州预包装螺蛳粉龙头企业

螺霸王的创始人。

在短短数年的时间里，他把一家不见

经传的 400 平方米的螺蛳粉手工作坊，打

造成为年产值超 7 亿元的企业。也正是

他，推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走出一条

合作社参与组建龙头企业，企业连基地，基

地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路子。

柳州人的一天，是从“嗦”一碗辣爽鲜香

的螺蛳粉开始的。可在2014年左右，尽管柳

州螺蛳粉开始“走红”，但是生产环节仍存在

大量技术问题：袋装螺蛳粉的生产主要靠手

工，员工在笨重的大锅头前，熬汤炒料；在简

陋的生产线上，分拣装袋。每天产量不过数

千袋，产品称重包装技术粗劣……

“摆在眼前的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姚

汉霖从生活中寻找突破壁垒的灵感，他先

是从茶叶身上得到启发，率先运用茶叶称

重机的原理来包装原料，后经过对设备的

不断改进，投入使用。

“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力。”姚汉霖经常

说。那段时间，他时常拉着几个伙计，蹲在

简陋的工厂里，一边端着盒饭，一边拿筷头

比画着图纸。

经过无数次尝试，姚汉霖通过科技攻

关，将螺蛳粉保质期由15天延长到180天，并

完成了生产流程从手工向工业化生产的转

型，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产能拉升了近十倍。

6 年 间 ，姚 汉 霖 先 后 获 得 10 多 项 专

利。这些研发技术投入生产，并转化成多

个袋装螺蛳粉行业生产标准，推动了整个

行业工业化进程。

在并肩作战多年的老伙计的眼里，姚

汉霖成为一个“技改狂人”。尽管产量节节

攀升，企业规模迅速扩张，姚汉霖却仍然眉

头紧锁，思虑重重：囿于工业化技术上的限

制，早期的袋装螺蛳粉还存在辣味不纯、粉

泡不软、口味单一等缺陷，味道与手工制品

还原度达不到一致。

“工业化技改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一

个不慎，可能付出巨大的成本。”姚汉霖开

始奔走国内外，四处求索，谋划更大的技术

突破。

得益于早期在研发上的诸多尝试，姚

汉霖率先开始了自动化机械本土化的革

新，改造了第一条适合生产螺蛳粉的全自

动米粉生产线，并经技改推出柳州第一台

“晃动卤鹌鹑蛋机”、第一台测辣仪，确保了

螺蛳粉口味的高度还原。

2016年，姚汉霖的企业成为柳州首家获

得出口资质的螺蛳粉企业。为了拿到撬开

国际市场的“金钥匙”，姚汉霖做了大量工作：

成立产品研发部，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达成长

期合作；邀请中国检验集团广西公司等专业

培训机构对员工进行培训与指导……

给螺蛳粉插上科技的“翅膀”，姚汉霖

不仅让螺蛳粉实现了从小作坊到大工厂的

转变，也带动提高了当地农业综合效益和

竞争力，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

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2015 年，柳州市充分挖掘螺蛳粉主导

产业带动效应，在贫困村布局螺蛳粉产业

原材料基地，以产业带动脱贫，开创以“螺

蛳粉产业培植”推动“造血扶贫”新路径。

姚汉霖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运营模式，

先后在柳城县东泉镇雷塘村、鹿寨拉构乡

关江村建设豆角竹笋基地。

通过建立标准化螺蛳粉原材料生产基

地，企业辐射带动柳州市区 500 多户农户，

基地吸纳 1000 余人就业，深加工带动 800

余人就业，户均增加年收 30000元以上。

3月 30日，螺霸王洛维新产业园投产，

投产后公司日产能可达 150 万袋，新增就

业 1000余人。

老伙计们知道，要顺利投产，很多设备

仍要靠姚汉霖亲自调试。晚上 10 点，忙了

一晚的姚汉霖启动车子，缓缓开出产业园。

那拐角处，灯火通明。

﹃
技
改
狂
人
﹄
赋
能

螺
蛳
粉
成
农
民
致
富
大
产
业

◎本报记者 刘 昊
通讯员 徐 超 包华武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是红色旅游必
去的景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就是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
的，人们现在亲切的叫它“红船”。

图为4月15日旅游者与“红船”合
影留念。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红船精神
永放光芒

科技日报北京4月15日电（实习记者于
紫月）15 日上午，第 27 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

周在京启动。今年的主题是“健康中国健康

家——关爱生命，科学防癌”，家庭在防癌抗

癌中的重要性被空前强调。

国家癌症中心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院长赫捷院士指出，家庭是癌症风险

产生、发展的重要环境和因素。研究表明，家

庭支持是有效开展癌症预防和管理的前提。

癌症的危险因素中约 2/3 与家庭生活密切相

关，家庭成员拥有相同的遗传背景，且在长期

的共同生活中，养成共同的饮食、行为方式。

家庭生活中的危险因素有哪些？中国医

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胰胃外科主任医师赵东兵

表示，长期不健康饮食、吸烟酗酒、缺乏运动、

家庭氛围不和谐等，都可能成为癌症的诱发

因素。

如何科学防癌？启动仪式上，由国家癌

症中心主编的《家庭防癌指南》发布。这部防

癌“宝典”指出，通过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我国

约有 45%的癌症可得到有效预防。

“家庭成员之间要相互监督，改变不良生

活习惯，进一步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如合理膳

食、控烟限酒、远离病原体、保持健康体重、适

度运动、营造良好家庭氛围等，更要密切注意

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赵东兵表示，所谓危

险信号，就是和以前不一样的症状。

10位院士为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加油助

力并发出相关倡议。家庭成员之间，对不良

生活习惯的相互监督、改正，对癌症早期信号

的警觉和相互提醒，以及对抗癌过程中的精

神支持和鼓励都弥足珍贵。每位家庭成员都

应承担起家庭防癌的重要责任，正如张伯礼

院士所倡议的：“关爱自己和家人，关注癌症

预防，保持个人卫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

体检、定期防癌，做到早诊早治。”

防癌“宝典”家中常备 可将近半癌症“拒之门外”

4 月 15 日，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

进出口交易会（以下简称上交会）正式拉开帷

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产业是未

来决胜全球科技战场的重要支撑，成为本届

上交会参展单位重点展示的技术成果。

一直以来，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道阻

且长，但中国“芯”之路没有捷径可走，需要敢

于尝试，不断总结经验，寻找突围办法。

复旦大学展出了“全无线脑机接口芯片

模组”，这是国内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芯片产

品，拥有全部知识产权。这款芯片与国外同

类产品相比，保持性能指标不变，功耗大幅降

低，第一次支持无线供电功能，有望于今年下

半年投入量产。

上海工研院展区展示的一款红外温度

传感芯片性能指标超越国际主流产品。新

冠期间，依托上海工研院 8 英寸中试线，迅速

调整国内产业链资源，生产了 4000 多万只测

温枪所需传感器芯片，2020 年上半年市场占

有率超过 50%，极大缓解了防控物资紧缺的

压力。

层出不穷的机器人物种大放异彩，无人

驾驶、无接触医疗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深

度解锁无人时代。

在“科技创新＆活力张江”展区，仙途智

能的城市智能环卫清洁车占据了最显眼的位

置。据介绍，仙途智能（Autowise.ai）自动驾

驶清扫车具备完整自动驾驶方案，包括自动

唤醒、自主泊车、自动倾倒垃圾、智能清扫能

力 ，其 高 精 度 地 图 与 定 位 系 统 不 依 赖 于

GPS，可稳定输出 3 厘米精度定位，可实现室

外场景全覆盖，包括高速高架、桥梁隧道，普

通道路，公园等。

上海澳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带来新一代

农业机器人的“首秀”。新亮相的农业机器人

可以独立组网，实现机器人与机器人之间的

相互协调并进行通讯和计算，真正做到农业

种植过程，耕种管收全过程无人化。

细胞治疗引领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

方向。全国首个无人值守全自动 5G 细胞库

首次亮相上交会。该细胞库由张江企业原能

细胞科技集团打造，融入了最新的 5G、人工

智能、智能制造、人机自然交互与协作、多元

环境感知等前沿技术，具备样本全程深低温

冷链保护、无人值守智能化操作、全程信息自

动化采集和追溯等行业领先技术，最大限度

保障了细胞样本的质量与安全，提高了存储

的效率和精准性。

新冠疫情让医疗场景下的消毒机器人和

物流机器人成为刚需。这些在疫情期间发挥

重要作用的医疗服务机器人也来到了上交会

现场。云绅智能自主研发生产的消杀防疫服

务机器人首次在上交会上展出。该型号机器

人配套了平板端配置，可通过平板电脑上的

机器人一体化调度及运营平台，快速设置消

杀时间、路径等计划，随时随地进行远程机器

人调度及状态监控。

记者从上交会开幕论坛上获悉，2020 年

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2.8 万亿元，同比

增长 26%。“十三五”期间，我国专利转让、许

可、质押等运营次数达到 138.6 万次，是“十

二五”期间的 2.5 倍，年均增速达到 23.7%。

在此期间，中国技术进出口额达到了 2952 亿

美元，已从技术引进大国发展为重要的技术

输出国。

硬核科技掀起全球技术交易新浪潮
——第八届上交会拉开帷幕

科技日报北京4月 15日电 （记者瞿剑）
中国海油 15 日宣布，我国首个千亿方自营深

水大气田“深海一号”气田（陵水 17-2 气田），

所有开发井的钻完井作业全部完成，顺利投

产在即。此举标志着我国已完全具备深水、

超深水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

中国海油“深水联合舰队”旗舰之一——

“海洋石油 982”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正在进

行“深海一号”气田钻井作业。

中国海油介绍，“深海一号”气田位于距

海南岛 150 公里的琼东南盆地，2014 年由中

国海油勘探发现，探明天然气储量超千亿立

方 米 ，最 大 水 深 超 过 1500 米 ，最 大 井 深 达

4000 米以上，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发现的平

均水深最深、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海上深水

气田。

“深海一号”气田采用“半潜式生产平

台+水下生产系统”模式开发。与其配套的

半潜式生产平台，即我国海洋工程技术集大

成之作、全球首座 10 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

储油平台——“深海一号”能源站；而水下生

产系统，是在东西跨度超过 50 公里的 7 个深

水井区共部署 11 口开发井，其核心装备是

11 株“水下采气树”，包括 9 株标准水下采气

树和 2 株智能水下采气树，面临作业水深大、

井区状况差异大、极端天气频发等诸多挑

战，其完整设计和质量控制过程极为复杂，

同类型作业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可借鉴

的成功案例。

“钻完井作业的完成，是气田投产的关键

环节。”“深海一号”气田开发钻完井项目负责

人刘和兴表示。完成此项作业，需将钻杆下

到 1500 米水深海域，并精准进入安装在海底

的直径不到半米的水下井口。钻遇地层后，

还要全面考虑钻井作业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地

层高温高压极端情况，严防井喷、井漏等事故

发生，控制钻头按照预定轨迹顺利抵达地下

油气层。

该项目自 2019 年底实施以来，多次刷新

世界深水钻完井作业单项纪录，项目团队采

用自主研发的表层规模化建井技术、上下部

一体化完井等 13 项关键技术和 10 项创新作

业模式，填补了我国在深水探井转开发井、深

水智能采气树应用、深水智能完井等多项作

业纪录的空白，使项目运行效率提升了 30%，

天然气产量较设计提高了 20%，项目总用时

较计划减少近三分之一。

据悉，目前“深海一号”气田生产管线已

经与环海南岛海底清洁能源供应网络完成连

接。气田投产后，将成为保障海南自贸港和

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供给的主力气田，每

年将为粤港琼等地稳定供气 30亿立方米。

我国首个千亿方自营深水大气田实现完钻 投产在即

4 月 15 日，记者从重庆市中药研究院

获悉，由该院中药生药研究所打造的中药

材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正式建成。该平台依

托历时 8年的第四次中药普查所获的数据

建设，建立了中药材信息资源数据库，打破

中药材信息数据的“信息孤岛”，完成了中

药材信息数据的集成与共享，将为中药材

产业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普查队发现了合溪石蝴蝶、天竺葵叶

报春、四面山梅花草、正宇梅花草、江津楼梯

草、雌伞楼梯草、圆微叶楼梯草、正宇楼梯草

等8种新物种，在全国也是首次发现。”重庆

市中药研究院中药生药研究所所长瞿显友

介绍，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于2012年启动，

10 年间，普查野生品种 4069 种、栽培品种

120种。采集腊叶标本 50200份、药材标本

6027份，发现疑似新品种 12个。发现 16个

物种重庆市市级新分布。此外，还开展外

来物种调查，共发现外来物种 500 余种，对

生态影响较严重的有222种。

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获得海量数据，

为了更加充分利用数据，重庆市中药研究

院中药研究所与中国测绘科学院合作构建

了重庆市中药材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以前是经验规划，现在有了平台，是

数据规划。”瞿显友表示，本次普查构建了

中药材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通过中药材信

息数据的集成和共享，解决长期以来中药

材信息数据平台缺失，打破中药材信息数

据“孤岛”。

一直以来，中药材都面临着靠经验种

植，不分地域和气候，导致药材种植生长不好

或质量达不到要求。现在通过对中药材的

生长现状、分布等大数据的收集，为中药资源

大数据集成、资源评估和中药材种植（养殖）

提供基础数据。同时与当地的气候、生态环

境等因素进行数据对比，通过大数据平台来

建模，为中药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团队对 34 个区县中药材产业发展规

划建议，撰写了 34 个区县中药资源普查报

告和《重庆太白贝母资源专题调研报告》等

4 项专题报告。制定了巫山县、武隆区等

区县的中药产业发展规划。瞿显友说：“调

研巫山县的时候，当地大面积种植黄精，但

我们经过数据分析后，发现当地生态环境

并是每个地方都适合。经过分析后，我们

决定调整大规模种植‘以一药为主，多药种

搭配’种植思路。”

重庆建成中药材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本报记者 雍 黎
实习生 韩文媚

日前，北京苹果园
街道以建党 100 周年
为契机，将党史知识搬
进疫苗接种点。该活
动让居民在接种疫苗
的同时重温党史知识，
让党史学习走出机关，
走进群众，做到深入基
层、深入人心。

图为居民观看党
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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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