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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脊椎曾完全折断，脊髓曾
完全损伤，那他毫无疑问会在损伤点部位
以下完全瘫痪。像这样瘫痪的人能不能
恢复到可以起床行走？

这种完全性脊髓损伤导致的瘫痪，其
修复一直是世界性难题，尚无有效治疗方
法。但目前这一难题解决有望，出现了正
在有效恢复中的急性完全性脊髓损伤者
案例。实现这一奇迹的，是中国科学院遗
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戴建武的
再生医学研究团队。

想听听这后面的科学故事吗？请看
《经济日报》记者采写的报道。

正在出现的奇迹

6 月 16 日，在位于天津的一家跟项目
组合作的临床医院里，从湖北老家回来复
查的刘新（化名）正在做康复练习，在支具
的辅助下，他可以颤颤巍巍地站起，艰难
地一步一挪走动。“我还有两个孩子呢，我
希望自己可以完全康复。”这名 90 后青年
充满期待地对记者说。

他是世界首例神经再生胶原支架治
疗急性完全性脊髓损伤的临床研究病
例。去年 4 月 21 日，刘新在天津某工地打
工，因高空坠落致脊髓完全损伤，腰部以
下感觉和运动功能完全丧失，次日即接受
了这种全新的手术。

“他脊髓断了，脊髓完全缺损长达 1
厘米。”手术的主刀大夫汤锋武告诉记者，
以往这种脊椎全断病例会损伤部位以下
完全瘫痪无知觉、大小便失禁。但刘新手
术后经过一年多康复，下肢肌力明显增
强，髋关节活动功能大幅改善，右侧膝关
节有部分活动功能，可在支具辅助下通过
髋关节的活动行走，且能够准确感知到小
便，生活自理能力显著提高。电生理检查
表明，其脊髓损伤部位已有神经连接。

同一家医院，另一间病房，24 岁的任
续（化名）躺在病床上，手指正在床前架着
的一块平板电脑上滑动。他欣喜地告诉
记者：“现在我的手可以玩 pad，可以拿东
西，可以自己吃饭。”去年 9 月，他因车祸
导致颈椎完全骨折，脊髓缺损长达 2 厘
米，颈部以下完全瘫痪。同是急性完全性
脊髓损伤，同在受伤次日进行手术，任续
同样创造了恢复的奇迹。经过近 9 个月
的康复，目前他的上肢运动功能已经大幅
改善。“如果按传统治疗方法，他这样的伤
情，应该是颈部以下完全瘫痪，现在他的
上肢功能恢复这么多，显著提高了他的自
理能力。”汤锋武说。

创造奇迹的新手术方式，与传统手术
方式的区别，就凝聚在一束短短的神经再
生胶原支架材料上。手术时，大夫在伤者
的脊髓缺损部位放置了这种滴有骨髓干
细胞的白色智能生物材料。正是它的出
现，引导了脊髓缺损部位的神经再生，让
瘫痪病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功能恢复。

“美国曾经做过高分子材料支架治疗
急性脊髓缺损的临床试验，这种高分子材
料与生物材料不同，不能起到引导干细胞
定向分化的作用。他们宣布其中有 2 例
患者在受伤后一个月左右出现了功能恢
复。但这并不是很有说服力，因为那可能
是伤者的脊髓并未完全受损，有残留的部
分神经。一般这种残留神经的功能反应，
会在受伤后 1-2 个月出现，传统的治疗方
式中并不缺乏这类案例。”戴建武说，刘新
和任续都是完全性脊髓损伤者，且有神经
连接的电生理反应均出现在受伤 3 个月
甚至半年后，可以排除残留神经的干扰，

确认为手术后再生的神经。他们瘫痪部
位部分功能的恢复，说明这种新的脊髓再
生治疗思路是正确的。

全新的修复策略

“脊髓损伤的修复是最具挑战性的世
界医学难题，我国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
200万人，每年新增脊髓损伤患者 10万人
左右。”戴建武研究员说，几年前，团队研
究发现，中枢神经系统的损伤可以激活神
经干细胞大量增殖并向损伤部位迁移，而
脊髓损伤难以修复的原因，是损伤部位形
成了对神经再生进行抑制的微环境，使得
该部位神经干细胞主要分化为胶质细胞，
形成瘢痕，极少分化为神经元。

针对这一现象，戴建武团队首先提出
了在损伤部位放置生物支架的再生修复
策略。在中科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
究”科技先导专项支持下，团队设计研发
了基于胶原蛋白的神经再生支架。“放支
架有三大作用，能抑制瘢痕形成，促进神
经干细胞往神经元分化，并引导神经元细
胞向正确的方向生长。”戴建武说。

戴建武打了个比方：生物支架相当于
脚手架，将损伤部位改造成一个重建工
地；滴在它上面的外源骨髓干细胞相当于
土壤，提供了促进神经再生的微环境；真
正再生出神经的是患者自体受伤后激活
的大量神经干细胞，它们在支架的帮助下
分化为神经元，再生出新的神经，同时分
泌一种酶，降解掉这个生物支架。

这种全新的治疗策略此前已在大鼠
和犬类动物实验中得到有效验证，从去年
1月开始在数家合作医院进行临床研究。

最初的临床研究在陈旧性的完全性

脊髓损伤者中进行，与急性损伤者不同，
陈旧性损伤者的受损部位已经形成瘢痕，
需要先利用电生理技术探测并手术清除
会阻碍神经再生的瘢痕组织，再进行支架
材料与干细胞移植的复合运用。这两种
技术都是世界首次用于人体脊髓损伤修
复手术。

急性损伤者只需放置支架不需清除
瘢痕，手术较简单，效果也更好，这种类型
的世界首例患者就是去年 4 月 22 日进行
手术的刘新。

截至今年 6 月，这种全新治疗方式已
为 54 例急性和陈旧性完全性脊髓损伤者
做了手术，他们经过术后恢复期后，大多
有不同程度恢复。陈旧性完全性脊髓损伤
者也能出现神经恢复部分连接的电生理
反应，但肢体功能的恢复远不如急性损伤
者明显。戴建武表示，这是由于急性脊髓
损伤有大量内源神经干细胞迁移到损伤
部位，另外受伤者外周神经系统及肌肉运
动系统功能尚未受损。而陈旧性损伤者的
内源神经干细胞大量产生的时机已错过，
再生出的神经较微弱，且外周神经系统和
肌肉往往已经萎缩，功能较难恢复。

戴建武建议脊髓损伤者要尽快联系
相关实验医院进行手术，“急性脊髓损伤
受伤后 10 天以内，是很好的手术窗口，越
早做手术恢复效果越好”。

据悉，除天津这家项目合作医院外，
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今年
也做过 5 例急性完全性脊髓损伤手术临
床试验，患者正处于术后康复训练期。

为了确定试验的有效性，排除患者残
留神经的干扰，截至今年 6 月，已做手术
的 54 例患者均为完全性脊髓损伤者。而
为了帮助患者抓住受伤后数天内的宝贵

的再生修复机会，戴建武团队正计划近期
加大急性脊髓损伤患者的再生医学修复
的临床研究规模，开始设计针对急性部分
性脊髓损伤患者的临床研究方案。

挑战最高的难度

“ 理 论 上 ，人 体 所 有 组 织 都 可 能 再
生。”戴建武说，作为一种未充分分化，尚
不成熟的细胞，干细胞具有再生各种组织
器官的潜在功能，被称为“万能细胞”，是
再生医学的核心之一。未来，当再生医学
技术高度发达以后，我们可以用干细胞在
体外制造各种有功能的组织和器官，像汽
车换零件一样，为人体更换器官。

但不同的人体组织再生难度有天壤
之别。“皮肤与指甲的再生最容易，中枢神
经系统的再生最难。”戴建武自豪地说，

“脊髓属于中枢神经系统，我们所做的脊
髓损伤修复试验，是在挑战最高难度”。

完全性脊髓损伤的修复是一个世界
性难题，每一点进步都意义重大。目前国
际临床注册的用于修复脊髓损伤的支架
材料共 5 种，戴建武团队就占了 4 种，剩下
那种是美国的纯高分子材料，不能引导干
细胞定向分化。“刘新和任续只恢复了部
分功能，将来有可能进行二次手术，让他
们恢复更多功能。脊髓损伤再生修复之
路无论多么漫长艰辛，我们都会继续努
力，保持我国在脊髓损伤再生修复临床研
究中的世界领先地位。”

这一点并非大话，而是有许多实际案
例支撑。事实上，戴建武团队成功再生的
人体组织，远不止中枢神经。

团队研发的再生胶原支架，是用胶原
蛋白制成，它们做成不同形态的支架后，
加入不同的生长因子，就成为推进各种组
织器官再生修复的“脚手架”。

目前医疗市场上的干细胞疗法乱象
丛生，很多都是利用干细胞再生能力强
的概念，靠简单的干细胞注射来“包治
百病”。戴建武认为这种治疗效果一般不
会好：“干细胞是活性物质，会跑，仅靠
注射，不改善伤损处的微环境，干细胞
会跑走，不能分化成人体需要的细胞组
织。即便有部分干细胞分化对路了，又
缺乏引导、有瘢痕阻拦、难以长好。而
我们有生物支架，我们根据不同组织的
再生需要，设计不同材料，加入不同的
生长因子，可以重建微环境，可以引导
干细胞分化并走入正途。”

从 2003 年回国起，戴建武就一直在
做这类胶原支架材料，让它与干细胞技术
结合，引导组织再生。这些核心技术拥有
国际专利。目前，戴建武团队在再生医学
领域已有 30 多个专利，其中脊髓损伤有
近 10个。

研究团队与北京、天津、南京、重庆等
地的临床医院合作，用这些新技术进行各
种器官组织的再生修复试验。脑损伤再
生、心肌再生、肝衰再生等动物试验都取
得了明显的实验成果；子宫内膜修复再生
材料已经令一些不孕妇女顺利产下婴儿，
骨修复材料成功地治疗难以愈合的骨缺
损，这两种成果都已被企业购买并转化为
市场产品；团队最近还在与协和医院合
作，进行喉部声带再生的临床研究。

让瘫痪的人起床行走，令盲者复明，
令哑者出声⋯⋯这些科幻电影中的场景，
正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下，一步步成为可以
预期的现实图景。

“人体不同组织损伤后都会分泌生长
因子，我们的胶原支架可与近 10 种生长
因子结合，作为桥梁，更好地引导不同组
织的再生。”戴建武说，“当所有人体组织
都能成功再生的时候，人类健康地活到
120岁就将是不远的事实”。

生物支架，搭起再生之桥
本报记者 佘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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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8日，人类以历史最快速度进入
“地球生态超载日”——这意味着，在去年
8月13日的基础上，又提前5天将全年的
自然资源配额使用殆尽，水资源首当其冲。

水是生命之源，寻找新的水资源将成
为严峻的现实问题。科学研究揭示，全球大
气中含有约12.9万立方千米的水，相当于
世界上所有江河水量的6倍多。大气中，约
有 98％的水分始终保持蒸气状态，其余
2％会作为雨或雪在地面和空中往复。大自
然通过蒸发和凝聚循环，保持了这个比例
相对稳定。可见，空气中蕴藏着巨大的淡水
资源，只要有空气的地方，就有水源。如果
能从空气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
水“水库”中取得源源不断的水，将打破地
域的局限性，带来取水方式的巨大变革。

对沿海内陆地区来说，从空气中取水
是锦上添花；对干旱沙漠地区来说，更是雪
中送炭。从空气中制取水，就地取材是其最
大优势，几乎全球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利用

空气中的水分。即使在最干旱的环境中，在
不影响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也能
从空气中制取足够的水。比如撒哈拉沙漠
地区，在正常气压下，那里每立方米的空气
中含有8克水，这相当于在一个普通房间
大小的空间内约有1斤水。而且，这种水资
源取之不尽，完全能满足人们对饮用水的
需求。

要从空气中拧出水来，科学家想出了
不少方法。比如，仿生法取水。这种方法主
要是模仿沙漠中仙人掌和猪笼草等生物的
生存绝技，模拟其独特的生理结构，从干旱
的空气中收集水分。仙人掌内部复杂的网
络输水效率高，猪笼草体内涂满黏液的光
滑表面可以减少水滴在运输过程中的损
耗。通过理论模型优化，将仙人掌刺的不对
称、猪笼草几乎无摩擦涂层等特点结合起
来，可以设计出效果不错的仿生材料，并通
过3D打印技术进行生产。这种方法面临的
主要挑战是，如何控制水滴大小、形成速度

及其流向。为有效提高仿生材料富集水的
效率，可以在材料粗糙的表面涂上一层润
滑剂，让仿生材料表面的摩擦力近乎为零，
有利于让水滴在材料中有方向地流动，从
而加速空气中水汽的凝结速度。

机电法收集空气中的水分已算不上是
新发明，商用和家用空气制水机已经存在。
空气制水机原理类似于抽湿机，吸入的是
潮湿空气，排出的是干净的水。普通的电压
缩——扩张制冷机工作原理模拟大自然的
降雨现象，利用电制冷技术将空气冷却，水
汽冷凝并集聚成水，再对收集起来的水利
用逆渗透净水技术，通过多层级过滤、杀菌
消毒生产出洁净的饮用水。因此，要从空气
中提取水，必须先收集空气，这一过程实际
上就是对水进行富集。空气制水机的制水
能力主要取决于空气环境湿度的大小，湿
度越大，制水越容易。

空气制水看似简单，实则技术要求特
别高。现有空气制水的机器具有很大的局

限性：能耗太高，成本太大。而改进型空气
制水机是先将水汽与空气分离，再让水汽
进入冷凝器。这类制水机的核心部分是一
个水分吸收系统，利用干燥剂先将水汽与
空气分离，干燥剂吸收的水汽可以利用低
品位热能或太阳能将其释放出来，然后由
普通的制冷系统将其冷凝成水。这种类型
的制水机比普通制水机可节能约65%。

从空气中取水不仅能为干旱缺水地区
的人们带来福音，还可应用于军事后勤保
障、医疗卫生等。目前，影响空气制水技术
进入市场的最大问题是成本：空气制出每
1立方米水，约花费67元，而海水淡化每1
立方米水，成本约为5元，差距很明显。随
着技术的进步，如果空气制水成本能降低
到比淡化海水或处理污水低，那么，这种方
法将会具有广阔前景。

总之，从空气中制取水实用性强、前景
广阔，关键要加快技术创新，找到更廉价、
更高效的吸湿或仿生材料。

从 空 气 中 拧 出 水 来
陈庆修

近日印发的《“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提
出，将加快实施包括转基因
在内的一系列国家重大科技
专项。一时间，转基因技术再
次引发关注。那么，转基因技
术究竟为何物？转基因技术
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
作用？《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了农业部相关负责人。

什么是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技术是利用现代
生物技术，将人们期望的一个
或几个已知功能基因，经过人
工分离、重组等“离体”操作
后，导入并整合到生物体的基
因组中，使其在另一种生物体
内安家落户，从而改善生物原
有性状或赋予新的优良性状。

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
技术的核心。1856 年，奥地
利科学家解释了生物性状是
由 遗 传 因 子 控 制 的 规 律 ；
1953年，科学家提出DNA双
螺旋结构模型；1973年，人类
发明了基因克隆技术；1982
年，第一例用于生产胰岛素的
重组大肠杆菌，掀起了转基因
技术应用的首个高潮。1996
年，转基因作物在农业领域
大规模商业化种植，至此，转
基因技术被广泛应用。

生命起源与生物进化研
究表明，自然界大批生殖隔
离、进行物种间基因转移的现象古已有之。例如，目
前运用广泛的转基因经典方法——农杆菌法，就是
我们向自然界学习的结果。在自然条件下，农杆菌就
可以把自己的基因转移至植物中，并得到表达。

“所有生物体均由细胞组成，每个细胞都含有控
制和保持其物种特性的成千上万种基因。基因是细
胞中携带的一种大分子物质（DNA）片段，一旦进入
人的消化系统，都将被分解成生物界通用的 4 种核
苷酸，才能被人类的细胞吸收利用。”农业部农业转
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我国，多数食物是要充分加热烹调的。在高温
条件下，食物中几乎所有 DNA 已经降解成零碎的小
片段，不能携带任何完整的遗传信息。被降解的部分
进一步在体内被消化吸收，未被降解的部分 DNA 随
粪便排出体外。另外极少量的 DNA 不排除进入机体
血液循环的可能，但机体严密的防御系统会灵敏地
捕获这些外来 DNA 并消除掉。而且，基因的转移需
要非常苛刻的条件，在自然状况下，很少能发生完整
序列的有效转移。

技术本身是中性的

当前，全球转基因研发势头强劲。截至 2015年，
全球已有 28 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年种植面积接
近 27 亿亩。转基因技术的推广显著促进了农业增产
增效。目前，转基因研发对象已涵盖了至少 35 个科，
200 多个种，涉及大豆、玉米、水稻和小麦等重要农
作物，以及蔬菜、瓜果等；研究目标由抗虫等传统性
状向抗逆、品质改良等拓展。基因编辑技术、定点重
组技术的突破使转基因技术更加精准化、安全化。

“转基因作为人类科技发展的一项前沿技术，本
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应用。”该负责人表示，一
方面，利用转基因技术可以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问题，
增进人类福祉；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使用不当带来
风险。因此，世界许多国家均加强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
监管，确保转基因技术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我国政府对转基因工作的要求是明确和一贯
的，即研究上要大胆，坚持自主创新；推广上要慎重，
做到确保安全；管理上要严格，坚持依法监管。”农业
部科教司司长廖西元说。

作为农业生产大国，我国批准设立了转基因重
大专项，支持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我国科研人员已
获得 1036 项专利，总数仅次于美国，并创新了基因
删除、定点重组等安全转基因技术。

据了解，目前，我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
棉花和番木瓜。

为何要发展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技术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作为人口大国，
粮食安全是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
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短缺，干旱、高温等极端天
气时有发生，农业用水长期存在供需矛盾。要确保口
粮绝对安全，中国人的饭碗里就要装中国粮，就必须
突破资源约束。归根结底，依靠科技创新研发和应用
具有抗病虫、提升作物品质等功效的转基因技术，是
解决粮食、生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实践表明，与常规育种技术
结合，抗虫和抗除草剂等基因作物的种植不仅能提
高产量，而且能减少农药的使用，提升农产品品质，
保护生态环境。

目前，我国大面积应用的转基因植物主要是抗
虫和抗除草剂作物。记者了解到，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我国棉区棉铃虫大爆发，棉田大幅减产。美国公
司转基因抗虫棉乘势而入，一度几乎占领我国华北
棉区全部市场。1991 年起，我国科学家开始转基因
抗虫棉研究，8 年后，国产抗虫棉开始大规模产业
化。目前，国产抗虫棉种植面积已占全国抗虫棉面积
的 95%以上，为国家的棉花生产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转基因技术

，你知道多少

本报记者

常

理

2015年，我国转基因棉花种植达 5000万亩。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