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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蜜粉源植物产
地识别与控制团队发布研究成果，揭示了有毒蜂蜜致
人中毒的物质基础及其毒性作用机制。这将为我国有
毒蜂蜜的风险管控和中毒人群的诊断与救治提供新的
思路和手段。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有害物质杂
志》上。

长期以来，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存在因食用蜂蜜而
引发的群体性中毒事件。这不仅危害了蜂蜜消费者的
健康权益，还严重阻碍了蜂产品行业的健康发展。

为摸清我国蜂蜜中毒的高风险地区和季节情况，
该团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毒蜜源植物的调查和研
究，结果发现，钩吻是导致我国华南地区蜂蜜中毒的
重要有毒蜜源植物之一。为探究相关物质基础和毒性
作用机制，研究人员采用先进技术对钩吻开展了详细
研究，从中识别和鉴定出4种钩吻生物碱，其中新发
现的化合物 14-羟基钩吻素占到总生物碱的 90%以
上，是钩吻有毒蜂蜜致人中毒的关键化合物。

随后，研究人员系统开展了该化合物在模式动物
中的急性毒性、毒代动力学、药物代谢和毒性作用机
制等研究。结果表明：该化合物属于剧毒性化合物，
其半数致死剂量为0.125毫克/千克 （体重）；在机体
内易于吸收且发生了广泛代谢，生成众多代谢产物，
而γ-氨基丁酸是其关键的毒性作用靶点。该项研究
成果不仅将为我国有毒蜂蜜的风险管控提供科学依
据，也为食用含钩吻蜂蜜中毒后的救治措施提供参考
手段。

中国农科院专家研究成果揭示——

蜂蜜为何有毒
本报记者 常 理

说到清洁能源，很多人会想到风能、水能、太阳
能。其实，随着“煤改电”政策推进，另外一种清洁能源
——空气能，正悄然走进千家万户。经济日报记者近
日从广东省龙川县获悉：广东省空气能检测中心一期
土建及装修工程已完工，首批检测设备已经完成安装，
预计今年12月可试运营。

所谓“空气能”，是指空气中所蕴含的低品位热能，
也属于清洁能源的一种。将空气能收集利用起来的装
置叫空气能热泵。2009年，欧盟曾通过法令将空气源
热泵（空气热能）纳入可再生能源技术范畴，并定义空
气热能为在环境空气中存在的能量。

龙川纽恩泰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管理顾问吴
湘河告诉记者，通过压缩制冷循环等环节，可以实现从
空气中吸热，给用户侧放热。

“同样是用电，直接电加热是能量的转化，即输入
一份电能转化为一份热能，实际会有损耗。而使用空
气源热泵在平均气温为-5℃的环境温度下，每耗1千
瓦时电，可产生3倍于直接电加热的热量，节能效益远
高于传统电辅热等形式。”吴湘河说。

位于广东省东北部的龙川县，历史悠久、自然资源
丰富、生态环境良好。龙川招商局局长骆小龙告诉记
者，2012年龙川以产业招商方式，将包括纽恩泰、华天
成等在内的多家空气能制造企业引进龙川工业园区，
实现集群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2016年，我
国首个空气能产业基地落户龙川工业园，如今已逐步
形成从研发到制造到检测至销售的产业体系，空气能
产业链条基本形成。

为进一步推动空气能产业发展，广东省空气能检
测中心2015年开工建设。据了解，空气能检测中心的
建立，将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检测成本，空气能企业在园
区内就可以完成相关检测。目前，落户园区的空气能
企业已经多达23家，空气能产业链条基本形成。

广东省空气能检测中心年底有望试运营

空气能悄然走进千家万户
本报记者 沈 慧

日前，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自然
科学基金委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数学科
学研究工作方案》，强调了数学研究的重
要性。

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重大技
术创新发展的基础，并成为航空航天、国
防安全、生物医药、信息、能源、海洋、人工
智能、先进制造等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支
撑。那么，数学的本质是什么？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了专业数学研究者和数学爱好
者，试图求解。

如何理解数学思维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周川认为，数学的本质在于数学
思维。“数学思维是指在思考和解决问题
过程中对数学思想、方法的合理运用能
力。数学思维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能
力。数学思维是搭建数学世界最重要的
根基，不管是纯粹的数学学习与数学研
究，还是把数学工具应用到其他领域，数
学思维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周川说。

具体来讲，数学思维包括逻辑思维、
形象思维、空间抽象思维等。它如同数学
这棵参天大树的庞大根系，虽然从外表上
看不见，却为数学提供着重要的营养源
泉。“我们常说数学是优美的，这种美就主
要体现在它的思维之美。”周川说。

数学思维之美，在于实用和理性的平
衡之美。数学爱好者张建对记者举例说，
以数学分支之一的统计学为例，在解决现
实问题过程中，统计学给人以简洁明快的
美感。大数定律、中心极限定律、贝叶斯
概率等基本统计规律，呈现出概念世界和
知觉世界一致之后的和谐。其背后的一
系列定理，对于理性和经验、理论和实践、
演绎和归纳、公理体系和算法程序的均衡
统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资料显示，
有些精密科学可以依靠明确的定义和逻
辑有所发展，有些问题要靠近似的测量解

决，需要误差理论、概率论、数理统计等统
计学智慧实现。”张建说。

数学思维之美，在于凌驾于其他学科
之上的“霸王”之美。资料显示，现代科学
的基础是 2500 年前希腊的《几何原本》。
但凡称得上科学的学科一定具备两个特
点：一是具备像《几何原本》那样的公理系
统；二是可以用实验验证假设。物理学是
建立在数学之上的，化学又是建立在物理
学之上的，生物学又是建立在物理和化学
之上的。归根结底，所有现代科学的基础
都是数学。“例如，就人工智能领域而言，
基于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的全部数学基
础就是偏微分方程和线性代数，人工智能
其他流派则涉及概率论和随机过程。今
日的人工智能，很难离开大数据及其相关
统计变量的加持。要想在该领域有所建
树，扎实而高级的数学素养不可或缺。”张
建说。

周川认为，数学之美在于其定义的深
刻，逻辑的明晰，结果的简洁。比如，著名
的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大于4的偶数
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简洁却不失
深刻，十分美妙。英国大数学家哈代曾经
说过，“美是好数学的试金石，丑陋的数学
不可能永存”。哈代的这种想法与他崇尚
数学的艺术性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数学家对数学理论的美学追求。

如何拥有数学思维

数学思维如此重要，怎样才能获得？
做题是首要途径。

周川对记者表示，做题的目的是为了
检验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强化对知识的认
知理解、开拓思维。任何科学研究，都是
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数学研究也不例
外。“面临一个数学问题时，通常会大胆假
设，发散思维，尝试多种不同思路，小心推
演证明，看看哪条思路可行且漂亮。”周川
说，“做题可以帮助数学工作者加深知识
理解、开拓创新思维、刺激新颖想法，这些
对于科研工作大有裨益。”

周川认为，数学研究不会一帆风顺，对
于真正的难题，通常容易想到的思路与方
法往往并不奏效，这就需要在数学研究中
保持足够的勇气与毅力，遇到困难要有“逢
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魄力，努力前行直至
目的地，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

此外，多阅读数学名著也很重要。数
学研究者王晓晨对记者表示，他书桌上常
年放有华罗庚的《高等数学引论》、莫里
斯·克莱因的《古今数学思想》《普林斯顿
数学指南》等经典著作。“这些书籍里面的

奇思妙想，时常给人以灵感，让我们这些
专业数学研究人员一现灵光，获取难能可
贵的创新性想法。”

在王晓晨眼中，数学名著大多言简意
赅，一针见血，不论对于专业研究者还是
其他领域的工作人员，都会产生启迪。譬
如，在《普林斯顿数学指南》第三卷中，有
这样的话语：“好奇心是做数学工作的驱
动力。一个特殊的结果何时才是真的？
这是否是最佳的证明，或者还有更自然或
更漂亮的证明？……如果总在问自己这
样的问题，迟早会出现解答的闪光——发
现研究的可能性道路。”“把数学看成是各
个分离的分支集合，这个想法是有诱惑力
的，这些分支有几何、代数、分析、数论
等。几何主要是企图了解‘空间’的概念，
代数则是了解操弄符号的艺术，分析是去
接触‘无限’和‘连续统’，如此等等。”王晓
晨说。

如何应用数学思维

数学思维的应用，可谓灵活多变，魔
术一般，神奇非凡。其应用更多体现在如
何用数学的方式来思考和解决问题。

例如，周川目前主要从事的图数据建
模和算法研究是当下竞争最激烈的研究
方向之一。该研究方向的一个基本思路，
是将数据以图的形式组织、建模和分析。
记者了解到，这样的思维方式，最早可追
溯到著名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在 18 世
纪欧洲东普鲁士哥尼斯堡的城市近郊，普
雷盖尔河穿城而过。河中有两个岛，两岸
和两岛之间架有 7 座桥。当时城中居民
热烈地讨论着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散步者
从一个地方出发，怎样走才能一次性、不
重复地走遍所有7座桥，最终还能回到原
始出发点？

“这个问题初看起来好像不太难，很
多人都想试一试，但结果谁也找不出答
案。当时，大数学家欧拉从众人的失败中
想到，这样的走法可能根本不存在。欧拉
是如何建模分析这个问题的呢？”周川解
释说，事实上，欧拉用到的建模工具就是

“图”。在这个图里，有4个节点和7条边，
节点代表两岸与两岛，边则代表桥。欧拉
把七桥问题转化成图上特殊路径的寻找
问题。随后，他通过数学方法，严格证明
了这样的特殊路径不存在，为七桥问题画
上了圆满句号。

欧拉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极具代表性
的思维范式，直至今日仍有很强指导意
义。由于数据实体间往往存在复杂关联，
从图的角度对数据组织建模，通常会得到
更高的分析和挖掘精度。“比方，在网页重
要性排序问题中，通常将网页看作图中节
点，超链接看作图中连边，用数学中的马
氏过程来刻画用户在互联网上的网页浏
览行为。在这种数学模型框架下，网页重
要性排序问题就转化为对应马氏过程平
稳分布的求解问题。这种转换，为网页重
要性排序问题提供了新思考方式和更有
效的解决方案。”周川说。

“当你真正体验到应用数学思维解决
实际问题的妙处，会顿觉‘数学为自然科
学之源’的论述着实精辟。”张建说。

《关于加强数学科学研究工作方案》日前发布——

数 学 思 维 今 何 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剑箫

密码学家王晓云日前获

得了2019年未来科学大奖数

学与计算机科学奖。她提出

密码哈希函数的碰撞攻击理

论，推动帮助新一代密码哈希

函数标准的设计，已在金融、

交通等重要领域广泛使用，并

对支撑网络信息安全方面作

出重要贡献。

数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基

础，其实力往往影响着国家实

力。几乎所有重大发现都与

数学的发展相关，它是学习和

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必不可少

的基本工具。

9 月 12 日是我国预防出生缺陷日。
日前，由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世界卫生组
织儿童卫生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2019
无陷宝贝计划”暨“无限未来—有备而来”
预防出生缺陷健康教育万里行活动在北
京启动。

《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
年）》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出生缺
陷导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近10年前
的3.5‰降至1.6‰，出生缺陷防治成效显
著，对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儿童健康水平
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防治出生缺
陷问题仍面临很多挑战。我国人口基数
大，出生缺陷患儿绝对数量多、出生缺陷
病种多、病因复杂，出生缺陷综合防治能
力亟待加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
幼中心的韩晖表示，“预防出生缺陷有助
于我国从源头上提高国民健康水平。通过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
了政府主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出生
缺陷防治工作格局。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我国有望将婴儿死亡率分别控制在
7.5‰、5‰及以下；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

降到18/10万及以下和12/10万及以下。”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包括妇幼保

健机构、综合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相
关科研院所等相关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体
系，并大力推广三级预防措施，将出生缺
陷防治措施与常规妇女保健，孕产妇、新
生儿和儿童保健及干预项目有机整合起
来，向全社会普及备孕健康教育、增补叶
酸等孕早期保健。

针对当下孕产妇常见的误区认识，北
京医院产科主任王少为强调，围孕期女性
应根据专业医生建议补充营养，并在做好
基本的婚前、孕前健康检查，及孕妇定期
产前检查的基础上，科学掌握正确的备孕
知识。他还介绍了国际著名的“都哈理
论”，即“健康与疾病的发育起源”。该理
论指出，除了遗传和环境因素，如果生命
在发育过程的早期（胎儿和婴幼儿时期）
经历营养或环境不良等不利因素，将会增
加成年后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
疾病的几率，这种影响甚至会持续好几
代人。

而大众普遍存在的孕期“药补不如食
补”理念，会导致孕妇膳食结构不均衡，关
键营养素摄入不足。王少为表示：“单纯
通过膳食并不能完全满足孕期对多元营
养的需求，可通过科学服用营养补充剂，
预防孕妇营养缺乏病，避免胎儿出生缺
陷。”此外，很多人认为孕期补铁是没有必

要的，这是一大常见误区。世界卫生组织
建议妊娠妇女每日补铁 30 毫克到 60 毫
克，以减少母亲贫血、低出生体重和早产
的发生。

“事实上，妊娠期女性贫血发生率较
高，其中至少半数是由于缺铁导致的。孕
期和哺乳期对各种营养元素的需求高于
孕前，特别是孕中晚期，胎儿需要大量营
养，而此时大多数孕妇体内的铁已供应不
足，极易造成贫血等症状，影响胎儿的营
养输送。”王少为强调。

为给广大备孕及怀孕的妈妈提供优
质优生优育知识，未来4个多月里，“2019
无陷宝贝计划”将开展内容丰富的线上、
线下科普教育活动。其中，预防出生缺陷
健康教育万里行活动将组织专家巡讲组，
在国内出生率较高的六大省份10个城市
开展科普巡讲及义诊。为鼓励企业积极投
身于“预防出生缺陷”的事业中，启动仪式
上，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向本次活动的“公
益支持企业”拜耳公司授牌；向“爱心参与
企业”新潮传媒、阿里健康大药房、京东大
药房、海王星辰、德仁堂等爱心企业授牌，
以表彰他们对本次活动的支持和参与。

拜耳健康消费品中国区总经理何勇
表示：“提升大众对于‘预防出生缺陷问
题’的关注和科普教育意义重大。我们愿
与社会各界一同努力，给每一名宝宝生命
中最好的开始。”

“2019无陷宝贝计划”启动——

加强三级预防 减少胎儿出生缺陷
本报记者 陈 颐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日前，深圳海关食品检
验检疫技术中心接到国际权威能力验证机构FAPAS
通知，该中心参加的辣椒中黄曲霉毒素总量（B1+B2+
G1+G2）和赭曲霉毒素A能力验证取得满意结果。能
力验证报告显示，全球共有72家实验室参加了此次能
力验证活动，报送全部项目并都取得满意结果的有41
家，通过率为56.9%。

据了解，深圳海关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在生物
毒素检测领域技术实力突出，检测能力除可满足
GB 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真菌毒素
限量》中项目的全覆盖外，还可开展麻痹性贝毒、神经
性贝毒、伏马毒素、河豚毒素等生物毒素的检测。

深圳海关食检中心通过国际能力验证

技术人员在深圳海关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测
实验室开展检测。 肖陈贵摄

为提升怀孕期间的身体素质，助力胎儿健康，安徽913名“准妈妈”们在瑜伽教练的示
范指导下在合肥奥体中心集体练习孕期瑜伽，放松身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