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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苑新创

“超超级细菌”真的无药可救？
通讯员 方玮 吴惠莉

近日，一个号称让所有抗生素药物都
束手无策的“超超级细菌”登上了医学领域
的热搜榜，成了临床治疗的一项巨大挑战。

到底何为“超超级细菌”，竟令人闻
之惶恐？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兽医微生物耐药性
风险评估实验室科研人员在一只患病宠物
猫身上发现一株大肠杆菌。该大肠杆菌携
带了一个杂合质粒，可使菌株对碳青霉烯
类和粘菌素两种药物同时耐药。

“碳青霉烯类抗菌药是人医临床治疗
多重耐药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最重要的抗菌
药之一，一旦碳青霉烯类药物失效，粘菌素
可作为有力补充。”华农兽医学院国家兽医
微生物耐药性风险评估实验室孙坚副教授
介绍，由于抗菌能力强，黏菌素也一直被视
为人类抵抗耐药菌的“最后一道防线”。

“无药可救”或真如此吗？

揭开“超超级细菌”面纱

“超超级细菌”是在怎样的基础上
“升级转变”的？

2009 年，在印度新德里发现的碳青
霉烯酶 NDM-1，虽然仅仅携带了一个耐
药基因，其却能抵抗所有的β-内酰胺类
抗生素，如青霉素、头孢菌素和碳青霉烯
类等药物，因此得名“超级细菌”。

2015 年底，华农国家兽医微生物耐
药性风险评估实验室则在中国境内的动物
和人医临床菌株中发现了粘菌素耐药基因
mcr-1。

“‘超超级细菌’则是前两类‘超级
细菌’耐药基因的杂合和重组。”孙坚给
予解释。

细菌感染是人类死亡的第一杀手。因
此，发现并应用抗生素则成为人类同死神
抗争的一大武器，亦是人类伟大的革命之
一。孙坚打了个比方：“抗生素就是人类
抵御细菌感染性疾病的‘军火库’。‘超超
级耐药细菌’产生后，人类的‘军火库’
逐渐变小，面临着可用武器不多的困境。”

那么，人类对于这种“超超级细菌”
是否真的完全束手无策呢？孙坚表示，实
际上，“超超级细菌”对所有抗生素都耐
药的说法并不准确，它是一种“泛耐药细

菌”，即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几乎全部耐
药，而并非“全耐药细菌”。

就目前情况来看，利用常规治疗手段
对付“超超级细菌”已没了效果，因而，
科学家对非常规治疗手段则给予期望。当
新型抗生素的研发或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
公共卫生问题，“联合用药或者寻找新的
靶标”不失为对抗“超超级细菌”的新思
路。

抗生素滥用或为罪魁祸首

探本溯源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两
类“超级细菌”的耐药基因是如何杂合与
重组的？

究其原因，竟是抗生素滥用。
1928 年，人类第一种抗生素——青

霉素问世，由此开启了抗生素时代，让人
类与致病细菌之间的抗争得以保持优势。

“抗生素的发明挽救了无数的生命，但
由于愈来愈严重的抗生素滥用，细菌逐渐
开始产生耐药性，这使得人类健康面临着
更加严峻的考验。”孙坚介绍，中国抗生素
人均消费量是国际水平的 10 倍，而中国每
年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其中40%
与滥用抗生素有关，滥用原因则与接触药
物的途径较多及临床治疗等有关。

经综合研究表明，超级耐药基因增多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对抗生素的使用所
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耐药
性的出现是自然规律，只要使用抗生素，
就必然会产生耐药性，但耐药性大规模发
生及扩散则是人为错误。

质粒的水平转移是导致耐药性泛滥的
一个主要原因。质粒是常见的一种基因转
运载体，它可以在不同细菌之间相互传
播。一种细菌，可能一开始并不具有对某
类抗生素的耐药性，但通过耐药质粒的传
播，其可以从别的细菌那里获得后天耐药
基因。

“比如一个质粒携带 AB 两种抗生素
的耐药基因，另一个质粒携带 CD 两种抗
生素的耐药基因，两种质粒的杂合便同时
对 ABCD 四种抗生素耐药。”华南农大刘
雅红教授团队通过进一步的分子生物学研
究发现，在分离出的这株大肠杆菌中不仅

同时携带 blaNDM-5 和 mcr-1 两个耐药
基因，且两个基因同时位于一个可接合转
移的杂合质粒中。基于此，研究团队提出
了杂合质粒形成的模型。

“分别经过二个位点的重组和切割，
两 个 质 粒 就 可 以 重 组 形 成 一 个 新 的 质
粒。”这种杂合的方式尚属首次发现，为
后续进一步研究相似的杂合质粒提供了可
行的范本。

科研行动治理强悍“元凶”

既然这种耐药菌已经出现，人类是否
会容易感染？

“目前只在患病动物身上分离出‘超
超级细菌’，还没有案例显示人类已经感
染到‘超超级细菌’。但是，由于人与动
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并且目前存在传播方
向不确定的问题，是否会传播到人身上，
还有待观察，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孙坚介绍，超级耐药基因的易感人群多是
危重病人、长期住院患者、长期使用抗菌
药物患者以及接受侵袭性操作治疗的患者
等，而机体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则能够抵抗
许多耐药菌。

此外，虽然肠道是易感染细菌的“重
灾区”，呼吸道或伤口感染等也同样不容
忽视。

在动物身上发现了超级耐药基因细
菌，就一定表示超级细菌是从动物身上源
起的吗？“耐药基因的溯源是一个很复杂
的过程，虽然现在还没有最终结论，但是
目前的观点普遍认为，环境才是耐药基因
的来源。”刘雅红解释。

“想要扭转目前超级耐药性细菌肆虐
的局面，保证人类对致病菌拥有足够有效
的威慑武器，必须控制抗生素滥用现象，
合理、科学地使用抗生素。”刘雅红强
调，虽然“超超级细菌”传播渠道还未完
全盖棺定论，但控制抗生素滥用确是必
然，减少抗生素的滥用必然毫无疑问是抗
击“超超级细菌”大举进攻的首要工作。

在当前日益严峻的抗菌形势下，“超
超级细菌”的出现对临床治疗来说无疑是
个巨大挑战，如果这样的质粒传播给人医
临床致病菌，定会给公共卫生安全带来无
法估量的影响。又由于市面现有的大部分
抗生素对其不起作用，“超超级细菌”则
可能会趁机成为人类感染性疾病的最强悍

“元凶”。
因此，刘雅红教授牵头成立“十三

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畜禽重要病原耐
药性检测与控制技术研究”项目，旨在表
明我国针对耐药性难题的国家行动已经展
开，这亦是科研人员在重大科技民生难题
上的勇于担当。

特别报道

近日，清华信息国家实验
室张奇伟教授课题组与北京大
学及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联
合提出一种新的基于偏振反解
调的超分辨偶极子取向解析技
术，为超分辨提供了一种全新
维度。并且，该研究成果已发
表 在 自 然 出 版 集 团 旗 下 的
《光：科学与应用》期刊。

据介绍，荧光偏振性是否
对超分辨成像有提升，关键在
于能否解析出超分辨偶极子取
向信息。因此，从荧光强度和

荧光各向异性考虑，科研团队
解析出超分辨荧光偶极子取
向，并提出一种叫SDOM的新
超分辨技术。

偶极子取向的超分辨解
析，使得通过强度无法看到
的结构细节能够被角度信息
反映出来。课题组对已有研
究中的海马神经元图像重新进
行分析，经SDOM重建后发现
了偶极子取向的异质性分布，
揭示了树突棘的不同膜边界结
构。

清华大学

超分辨技术引入偏振新维度

高精度小型化三维重建系
统采用被动式的重建算法为现
实物体建立了三维模型。

该系统是由南京大学电子
学院研究生团队创新性地针对
三维重建目标设计出具有高度
实用性的硬件，并在已掌握的
三维重建算法基础上进行改
进，形成的一套包含硬件系
统、算法实现和交互界面的完
整三维重建系统。其硬件主体
由相机、步进转台、支架和光
箱组成，相机与计算机相连，

转台通过单片机和无线网络模
块与计算机通信。

与其他已有重建系统相
比，该系统针对民用三维建
模需求，具有高精度、小型
化 、 全 自 动 和 低 成 本 的 特
点，适用于对各式小型静物
重建，生成的模型可直接用
于打印、三维渲染和虚拟现
实等应用。在测试中，该系统
可稳定重建多类物品，量化
实验表明，其平均重建误差
小于1mm。

南京大学

创建高精度三维重建系统

日前，内蒙古农业大学乳品
生物技术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张和平研究团队与浙江大
学医学院秦楠博士共同完成科
研论文“基于宏基因组分析蒙古
族人肠道菌群特点”，并在《Sci-
entific Reports》期刊发表。

据悉，该研究对110名来
自蒙古国和中国的蒙古族人肠
道菌群进行shotgun宏基因组
测序，并比较汉族、蒙古族及
欧洲人肠道菌群，发现不同人

种肠道菌群遗传背景因饮食、
文化习惯及社会经济状况的差
异而不同；放线菌门及双歧杆
菌属是三种人肠道菌群的主要
来源；鉴定出两种分别通过抗
炎症效应及产生丁酸盐而改善
蒙古族人肠道健康的细菌；
Collinsella作为动脉粥样硬化
患者的生物标记物，与成年蒙
古族人心脑血管疾病高死亡率
相关。

（马海君整理）

内蒙古农业大学

发现蒙古族人肠道菌群特点

课题组进行科学研究实验课题组进行科学研究实验 方玮方玮 供图供图

感受扬州世明学校“博爱”的育人情
怀，有这样一个场面令人感动。它完全由
一群学生自发地行动起来，尽情地释放着

“博爱”的思想，感动着世明，也感动着所有
的学生家长和社会上知晓世明学校的人们。

一位家长这样说：我女儿是幸运的，
自从来到世明学校，就用进步的尺子衡量
自己，还原了童年教育的本色。这里的恩
师用博爱开启孩子的智慧之旅，孩子们不仅
在体育、艺术、社会实践及志愿者行动中崭
露头角，还在课代表、学习委员、班长、学
生会主席中学会了责任与担当，更以优异
的成绩实现了大学梦。作为家长的体会
是：对于孩子来说，植入一种思想就会绽放
芬芳，世明学校就是缔造神奇的地方⋯⋯

扬州世明学校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全
校 90%的学生都在学校寄宿，九年的寄宿
生活，学校就是孩子们的家。初中毕业
后，有的孩子继续在世明读高中，有的升
入了其他学校。可每到六一、教师节、国
庆节、元旦等重大节日，走出学校的孩
子，每次都有一二百人自发地回到母校，
找自己的“爸爸”“妈妈”，交流思想心
得、探讨人生趋向。学校每次都要提前安
排后勤准备丰盛的饭菜，校领导与孩子们
一起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那种浓浓的真
情，那种“博爱”的情怀，令孩子们感到
无比的幸福；也令学生家长感受到了世明
人那种体贴入微和博爱的思想所在。

刚进校门的时候，看到“博爱”两个
字就倍感亲切，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是和
蔼可亲的！原来自己学习成绩不好，还喜
欢看课外读物。一次，老师公布成绩，自
己拿了首名，当时想是不是老师念错了。
当同学们掌声响起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

“博爱”给予的力量。从那时起自己每次考
试就想拿第一！初二三班唐楷茗同学这样
描述了自己的变化过程。他说，什么是

“博爱”？我的母校给予的不只是“博爱”，
更多的是“人生”。

“三年来，我时刻感受到细致周到的关
怀，世明的老师就是我人生起航的领路
人。”周唐欣、李煜、陆原同学都表达了这
样的心声。他们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寄宿
在学校，老师点点滴滴的育人情怀，一天
天滋养他们长大。我们的恩师就是一座丰
碑，无论是毕业生、在校生，还是学生家
长，对学校都有着深厚的“世明情结”，就
连毕业多年的学生也不会忘记恩师之情。
这种真情从何而来？是学校以“博爱”为
主线，以发掘学生潜能为目标，让中国红十
字红会“人道、博爱、奉献”和学校“追求
卓越，自强不息”的精神得到了彰显⋯⋯

用老师们的话说，“博爱”流淌的不只
是一种思想，更多的是一种改变孩子们命
运的知识积累，一种从弱到强的发展之
路。18 年间，学校从单一的幼儿园发展到
今天集幼儿、小学、中学、艺术培训中心
为一体的综合性学校。学生规模也从最初
的几百人发展到数千人，中考成绩始终名
列市直学校前茅，70%的初中学生被录取
到江苏省四星级高中，90%以上的学生达
高中录取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用学校领导的话讲，只有爱孩子，才
能教育孩子。学校要求老师不仅要爱聪明
懂事的优等生，更要爱渴求成功的中等
生，还要用宽广的胸怀去爱个性张扬的孩
子们。所以，世明老师都有一颗对所有学
生始终坚守的“博爱”之心。

数学组赵燕老师有一句口头禅：好孩
子是夸出来的。1+1≠2，1+1=“爱”，只有一
对一的爱，才能历练孩子成钢。还有，这里
的老师，凭着“一个不放弃”的“博爱”情怀凝
聚了班集体，创造了学生中考的优异成绩。
像资深班主任尤正秋、马正香、胡倩秋老师
等等，他们都把对学生无形的爱，倾注到了
育人上，既像严师慈母又像导师朋友，无论
什么样的班级，一经他们的点拨，就能绽放
出夺目的光彩⋯⋯

（李 明 刘熙敏）

“博爱”洒满在幸福成长的大道上
——扬州世明双语学校发展纪实之一

古人云：尊圣敬善，仁慈博爱。也许
中国红十字会的“博爱”给予了扬州世明
人一种责任；也许中国红十字会的“博
爱”给予了扬州的百姓一种期待；也许中
国红十字会的“博爱”给予了扬州的孩子
们一种力量；也许中国红十字会的“人
道、博爱、奉献”精神和大爱情怀，使扬
州世明双语学校这所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学
校，为扬州的百姓、扬州的孩子、民族的
未来，铺就了一条幸福之路。

18年间，扬州世明双语学校在“博
爱”思想的引领下，高举“博爱”教育旗
帜，追求“博爱”育人目标，取得了显著
成就。学校先后荣膺“江苏省实验小学、
省优质幼儿园、扬州市办学A等学校、
艺术教育特色学校”等多项殊荣，赢得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学生家长的赞誉。

“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红桥俨画
图。”2016年初冬时节，我们走进江苏
省扬州市瘦西湖畔，慕名挖掘扬州世明双
语学校造福当地百姓、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办学经验。扬州世明双语学校，是由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于1998年创
办的，也是国内首所具有“博爱”特色的
学校，集幼儿园、小学、中学、艺术培训
中心于一身。它的诞生与发展，为扬州市
和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
献，走出了一条“博爱办学、博爱立校、
博爱育人、博爱发展”的道路——

信步在瘦西湖畔，道路两旁绿树苍
苍、花束层叠。远远望去，一处独特的建
筑映入眼帘：整座楼群采用“桃李红”色
设计，显得格外引人瞩目，楼上方镶嵌着

“一切为了孩子，热心服务社会”的办学
理念；楼的左侧悬挂着“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会精神；右侧便是“严谨、崇
实、创新”的校风；校门正前方是“崇
德、益智、健体、树人”的校训。放眼望
去，红色似桃李压枝，白色如雪花堆雪，
大有桃源之美感。

在教学楼正门，一副“中小衔接奠定
厚实母语基础，九年一贯开展科学认读研
究”的对联贯穿着世明教育的思想。资深
的教育专家鄢革新校长说，“中小衔接”
是世明双语学校的一大创新，也是学校响
亮的教育品牌，这对走进学校的孩子来说
尤为重要。给孩子一种伴随终生的博爱思
想，既是中国红十字会倡导的“人道、博
爱、奉献”的精神，也是学校始终不渝的
办学目标。

此前，鄢校长一直在重点中学担任领
导工作，堪称是一位“教育大师”。他
说，学校是由幼儿园部、小学部、中学
部、艺术培训中心组成的一所现代化学
校。办学宗旨是以“博爱”中国红十字会
精神为总纲，为扬州百姓创办的一所非盈
利性的学校。多年来，学校紧紧围绕“博
爱”这一宗旨，确立了世明学校“一个理
念、两个目标、四个追求”的办学体系。

一个理念：办精致学校、办品牌学
校、办高端学校。坚持以人为本，关注学
生全面发展、关注学校和谐发展、关注教
师需求和学生需求，促进师生核心素质全
面提高。

两个目标：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服
务，培养责任性公民；为高一级学校输送
优质生源，实现“创新教育、精致课堂、
幸福师生”的办学目标。

四个追求：追求高质量——即高标

准、高品位办学，实现学生个别化教育、
差异性成长，为培养优秀人才打好基础。
追求优服务——即知识服务优、爱心服务
优、育人服务优、生活服务优，以一流的
质量和水平服务于学校和学生的全面发
展。追求现代化——即教育思想现代化、
教育教学设备设施现代化、教学观念现代
化、教学手段现代化、教育教学质量现代
化、评价体系现代化。追求有特色——即
红会精神的传承特色、优质的艺术教育特
色、精致的寄宿制服务特色等。

为探寻究竟，我们来到幼儿园的孩子
们中间。只见：有的老师和孩子做着游
戏，有的老师给孩子做着卫生，也有的老
师陪孩子练舞蹈⋯⋯看到她们细心的呵
护、耐心的笑语、不知疲倦的身影，着实
令人敬佩。这些幼教不像是老师，更像孩
子的妈妈。这一点，就连孩子父母都十分
佩服。这种“博爱”不是一朝一夕练就
的，它需要建立在懂孩子、爱孩子、品孩
子、悟孩子的细微之处。

许光老师，大家都习惯叫她“小班里”
的“老顽童”，为什么同事们都这么称谓
她，因为许老师对幼儿教育有着极其丰富
的经验。她自己说，每当她看到孩子们像
小鸟一样扑向自己的怀里，心中就有一种
说不出的幸福。“爱不是生活的全部，爱
是教育的全部。教师爱孩子需要最基本的
教育经验和包容之心，那种爱对于幼教工
作者有着无以言表和无法炮制的美妙。”

徐静，一个在世明学校从普通老师到
幼儿园长的亲历者，她说，和自己一起成
长的还有十几个老师，她们都是世明幼教
的功臣，都在用“博爱”温暖滋润着每一
名孩子。从青春无悔的管玲玲老师，到爱
撒扬州的鲍玉娟老师，再到爱生如子的黄
晴老师等等。一批世明幼教的“博爱妈
妈”，用自己的真爱，为每一名孩子撑起
了一片蓝天，也创造了一个充满生机、享
有幸福与快乐的教育乐园⋯⋯

走进世明——“博爱”思想无处不在 融入世明——“博爱”情怀到处徜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