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折之路
划时代的医学材料发现被误解
曾有人要他退回自然科学基金

其实，张兴栋院士的“骨诱导技术”
遇到了太多的挫折。1983年，张兴栋开
始开展生物活性人工骨（牙）及涂层植入
体研究，1991年，他发现并确证无生命的
多孔磷酸钙陶瓷具有生物活性物质特有
的诱导骨再生的作用，提出“骨诱导性生
物材料”。简单来说，就是把一种磷酸钙
生物陶瓷植入体内，隔段时间陶瓷就会
转变成人的新骨头，并慢慢消失。当时
全世界没有任何人认同他的观点。“一个
学物理的，他懂分子生物学吗？真是一
个怪异的想法。”对于学固体物理的张兴
栋来说，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有人
说，他拿到了自然科学基金，降低了整个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的水平，要求取消他
的资格。

科学界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反对声
音，是因为传统观念认为，只有活性生物
物质才可以诱导骨和组织的形成，无生
命的材料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在各种质疑声中，张兴栋冷静地推
进自己的研究。2008年，在第八次世界
生物材料大会上，他的研究报告被列为
大会“第一个报告”。经过多年的努力，
他的理论终于得到国际生物材料科学界
的认可。日本学者小久保正评价道：“划时
代地宣告再生医学中骨诱导材料的到来！”

目前，张兴栋院士的这项技术已经
被全世界所认同，陶瓷、金属经过优化设
计和处理都可以“诱导”骨头生长，他的

“软骨诱导性材料”已经在临床试验中，
应用他的理论，其他单位已证明材料亦
可以诱导断裂的韧带再生。截至目前，
30多万例病人使用了张兴栋团队研发生
产的骨诱导材料，全国80%以上的人造
关节都在使用他发明的材料涂层技术。

最值得庆贺的是，由于“组织诱导性
生物材料”被写进了“生物材料定义清
单”，这将为下一步这项技术在全球的推
广提供支撑。

曾经有一位浙江小伙子给张兴栋写
信表示感谢，他的下巴因故短了一截，脸
庞看上去极不正常，张兴栋利用“骨诱导
技术”，让小伙子的下巴“长”了出来。张
兴栋的技术，换来了小伙子的新生。“骨
诱导技术”是张兴栋院士的杰作，他被选
为美国工程院院士的理由之一是，他在
生物材料领域为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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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英雄烈士
仪陇检方办理公益诉讼案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汪仁洪）6月13
日，记者从南充市仪陇县人民检察院微
信公众号“仪陇检察”获悉，5月15日，仪
陇县检察院立案办理张思德名誉保护公
益诉讼案件，已通过诉前程序向仪陇县
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这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以来，南
充市首例保护英雄烈士公益诉讼案件。

今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
烈士保护法》正式实施，该法明确赋予检
察机关在保护英烈名誉、荣誉方面，具有
提起公益诉讼的职权。同时，该法规定，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公共场所、互联
网或者利用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等，
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
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仪陇县检察院经摸排发现，《英雄烈
士保护法》实施后，上海论坛、立方时空、
百度贴吧等仍广泛散布歪曲、丑化、亵
渎、否定张思德事迹和精神的信息，并有
许多跟帖。这些言论，严重诋毁和否定张
思德形象和精神，已经侵害了张思德烈士
的名誉，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为捍卫张思德的名誉不受侵害，仪
陇县检察院向仪陇县公安机关发出检察
建议：要求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积极查
处网络上侵害张思德名誉的相关信息，
责令相关网络运营者停止传播，采取消
除等处置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

仪陇县公安机关相关负责人接到检
察建议后表示，将依法履行职责，迅速行
动起来，保护好张思德的名誉和形象。

仪陇县检察院表示，将持续跟进监
督相关部门履职情况，切实保护英雄烈
士名誉和形象，用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
张思德精神。

新 |闻 |链 |接

张思德系南充仪陇县人。1944年9
月5日，张思德为救战友牺牲，年仅29
岁。在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为张思德
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毛泽东亲笔题写了

“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
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
讲。2009年9月10日，张思德入选“100位
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人物”。

中国—中东欧合作论坛通过
《成都宣言》

将成都打造为
16+1艺术合作支点城市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荷）“第二届
中国—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论坛”接近
尾声。在过去的几天里，中国及中东欧
16国的各位代表、专家学者及各个艺术
门类的艺术家们，为加强各国之间人文
交流相聚蓉城。6月13日，论坛成果发布
会如期举行，通过了纲领性文件《中国—
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成都宣言》。

此次论坛中，中国-中东欧国家青年
艺术人才培训和实践中心在四川音乐学
院落地；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创产业交流
合作中心在成都高新区落地。首次在合
作论坛中举办成果分享暨洽谈会和艺术
管理暨洽谈会，共形成合作意向项目170
个，其中成都新东方展览有限公司与斯
洛伐克国际文化合作中心达成初步合作
共识，后者将于2019年参加成都创意设
计周活动。成都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与立陶宛驻华大使经友好洽谈，双方将
在两国共同创排和展演音乐、儿童剧、现
代舞蹈作品。

《中国—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成都
宣言》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深远的艺术
合作提供了长久依据。宣言倡议，2019
年举办第2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季，
以期进一步落实本届论坛期间各方达成
的合作意愿和共识。大力推动中国与中
东欧16国艺术机构、艺术院校、艺术节
会、艺术家群体和个人开展深度交流与
务实合作，将成都打造成16+1艺术合作
的支点城市，用艺术的语言沟通情感、构
筑民心相通的桥梁。

成都高新区经济安监局
牵头打造高新区企业服务品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想玲）为更
好服务区内企业，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记者了解到，成都高新区经济安监局牵
头制定《成都高新区企业服务体系建设
实施方案》，着力完善体系、优化效能、提
升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

完善服务体系，打造高新服务品
牌。牵头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
有效的企业服务机制，努力实现外部应
答及时高效、内部流转一目了然、服务内
容指向精准，做到企业诉求“只跑1次”。
服务内容覆盖从企业初创到上规模各个
不同阶段，形成涵盖金融、技术、人才、市
场开拓等方面的多层次服务体系。

提升服务意识，提高企业服务效
率。坚持把改进作风和服务发展紧密结
合，将对工作人员的服务评价纳入到企
业服务整体体系中，促进工作人员强化
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本领，加快打造一支
能服务、会服务、善服务的产业建设队
伍，将高新服务变为产业发展的核心竞
争力。

注重廉洁纪律，营造亲清政企关
系。大力提倡“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
务周到”的企业服务工作原则，与企业建
立良好、健康的亲密合作关系。严格要
求工作人员以身作则，维护企业合法利
益，坚决杜绝以权谋私。积极推动廉洁
阳光的企业服务平台建设，构建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崛起
时隔32年在成都召开的大会

制定“世界通用标准”

据介绍，生物材料经过接近70年
的发展，目前已经在人类生活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80年代，生物材料学科基
本形成，1986年，欧洲生物学会召开
了第一次定义会。当时64位参会代
表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但均来自欧
洲和美国，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都没有
专家出席会议。会议对于生物材料学
科的内涵进行了讨论，提出了系列化
的定义。1987年，全球第一本“生物材
料定义”书籍出炉，这是全球从事生物
材料领域的专家学者的通用指南，也
为政府的管理提供了决策依据。

但是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全球
生物材料领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张兴栋院士提到，生物材料
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经过几十
年的发展，对它的认识已经大大深
化，新材料、新技术和新领域大量涌
现，1987年的定义应当重新审定、修
改和完善，萌生的新领域需要规范化
和制订新的定义，才能使生物材料科
学与产业正常发展。

张兴栋院士举了一个例子：生物
3D打印是生物材料发展的一个颠覆
性技术，其中活体细胞是最重要的原
料。细胞是材料吗？生物材料是否
属于生物医药领域？由于缺乏明确
的定义，所以全世界不同国家在执行
中也有不同的理解和标准，这对于生
物材料学科的发展十分不利。于是，
重新考虑生物材料定义已经迫在眉
睫。这一次，中国的科学家掌握了话
语权。全球生物材料领域最顶尖的
专家都汇聚到了成都，这是对中国的
认可。

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医学院院
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加图·洛朗
森教授，是肌肉骨骼组织再生领域的
专家。他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采访时提到，这次会议具有高
度的权威性和广泛性。张兴栋院士
是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会联
合会主席，所以把会议举办地放在了
成都，但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在生
物材料领域已经登上了世界舞台，这
是17个国家和地区的几十名专家、院
士愿意齐聚成都的理由。

评选100个“四川最美古村落”
21个进行省市联合试点

培育创新“四川最美古村落”，首要
行动便是“古村落发现”。

根据《通知》，将在全川开展“最美
古村落”评选活动，以市（州）为单位挖
掘整理本地区优秀传统村落历史要素，
梳理相关文字和影像资料，开展省级评
选确定100个“四川最美古村落”培育创
建名单。

“发现”之后将如何打造？
华西都市报-封面记者梳理发现，

“营造”行动包括开展保护利用试点示
范、加强历史文化要素认定与保护、加
强技术服务指导、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等。试点示范方面，将由省、市、县三
级联动开展，并在100个“最美古村落”
中选择21个左右的优秀传统村落进行
省市联合试点。

在技术服务指导上，将建立省级专
家库和技术平台，实施传统建筑工匠培
训，培养一批“古村名匠”，增强乡村传
统建筑保护利用意识，强化乡村传统建
造工艺的传承。同时开展规划师和建

筑师下乡行动，引导专家、优秀人才和
优秀团队进入传统村落提供长期技术
服务。推动“市校（院/所）结对”行动，
引导院校技术力量服务传统村落保护
利用。

飞檐雕窗、粉墙黛瓦，村庄建
筑、风景虽美，但人居环境不好还是
难留人。评选出来的100个“四川最
美古村落”，将按照传统村落保护发
展规划，以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治
理为重点，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和公
共服务设施水平。在保持传统风貌
和建筑形式不变的前提下，还将推
进房屋抗震节能改造，提升历史建
筑防灾能力。

打造“最美古村落”主题特色线路
加大各级财政支持力度

乡愁“有寄处”，古村“活起来”。创
建“四川最美古村落”，还将实施“最美
古村落活化行动”。

《通知》指出，将对100个“四川最
美古村落”培育和发展成效进行动态监
测和评估验收，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地方

立法，逐步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保
护体系，引导村民树立保护传统村落的
主体意识，建立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长
效机制。

同时，鼓励各地开展多种类型
的传统村落发展论坛、古村非遗艺
术节、地方民俗节庆等主题活动，组
织推介“四川最美古村落”主题特色
旅游线路，不断增强传统村落持久
活力。

在乡村传统文化的展示和传承上，
还将推动建设传统村落乡情村史陈列
室和数字博物馆，建立乡村文化专家队
伍，不断整理民间文学、传统技艺、民俗
等各类非物质文化资源。

在备受关注的资金保障上，《通知》
提出将不断加大各级财政对传统村落
保护的支持力度，统筹整合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文物保护、农村危房改造等现
有政策和资金支持最美古村落创建工
作。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捐资捐赠、投
资、入股、租赁等方式，参与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创新探索传统村落金融支持
手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燃岸

32年前，我国甚至没有参会资格
这一次，召集中外院士成都论剑

川大教授改写生物材料定义

6月11日至12日，在由国
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会联
合会主办的“2018生物材料定
义会”上，来自美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英国等17个国家和地
区的50多位生物材料领域领军
专家齐聚成都，其中亚洲代表占
了40%以上，中国代表就有十
来位。

此次会议的发起人和主席
是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
士张兴栋，他同时也是美国国家
工程院外籍院士、国际生物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会联合会主席。
“2018生物材料定义会”是“第
二次生物材料定义大会”。第一
次定义会在32年之前召开，当
时，不仅中国，整个亚洲都没有
专家出席，而这一次会议能够定
在成都召开，用美国工程院院
士、美国医学院院士詹姆斯·安
德森教授的话来说，这是中国生
物材料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
标志，意味着中国乃至亚洲在生
物材料领域中的崛起！

据了解，张兴栋院士建议的
“组织诱导性生物材料”经大会
投票通过后作为新定义列入了
“生物材料定义”，这也是由我国
科学家首次提出的生物材料定
义。

据悉，“2018生物材料定义
会”成果将以专著形式公开出版
发行，书名为《二十一世纪生物
材料定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寰 摄影 黄芯瑜

（部分图片由四川大学提供）

改写定义
引领现代生物材料发展新方向
中国专家取得世界话语权

如此重要的会议到底讨论了
什么？对生物材料规范提出了怎
样的新定义？

张兴栋院士说，比如某一个
人身患癌症，他原来是通过吃药
来治疗，但是药物进入肠胃之后
会被胃酸作用，治疗效果会打折
扣；但是如果通过靶向输运和控
释，把药物装进一个载体里，精准
地传输到病灶区，药物慢慢地释
放，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不仅降
低了药物的使用量，也提升了治
疗效果。这是生物材料领域的一
大进步，也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
也是此次大会上所有专家达成共
识的内容。

在生物材料领域还有一个曝
光率很高的词语——组织工程。
以前的材料放进人体，例如一块
不锈钢，或者一块陶瓷，尽管能够
恢复被损坏的人体组织的形态，
也能够恢复简单的力学功能，但
是它是异物存在于体内，寿命是
不长的。而现在，经过骨诱导技
术，可以长出一块新的骨头，这就
成为人体组织的一个部分了。

再比如生物3D打印，可以将
活体细胞装入支架材料，使之成
为一个活体器械，植入体内诱导
组织再生；生物芯片植入到身体
里，能够反映出人体的各种信息，
这些技术都是在最近几十年里生
物材料新发展的领域。因此，让全
世界最有话语权的专家们共同认
可这些新型前沿技术非常重要。

这些新兴领域都改写了原有
的“生物材料定义”，为将来生物
材料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
据，也是现代生物材料发展的方
向。

值得庆贺的是，张兴栋院士
提出的“组织诱导性生物材料”被
列入了“生物材料定义”，这也是
我国首次提出的生物材料定
义。张兴栋院士对此解释，就是
材料植入人体后，可以刺激人体
发生特定反应，调动人体的自我
完善修复功能，再生人体组织或
器官。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兴栋是
此次会议发起人。

古村“活起来”乡愁“有寄处”
四川将培育创建100个“最美古村落”
“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

烟低。”乡村振兴正当时，让乡愁诗
意栖居的古村落，将如何传承和发
展，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保护“乡愁”守望地，让传统
文化基因传承和焕发新生，四川
已经开始行动。

6月1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从四川省住建厅获悉，
省住建厅、省财政厅、省文化厅
和省旅发委，四部门联合发布了
《关于开展“四川最美古村落”创
建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探索四川传统村落的可持
续发展路径。

据悉，四川将在24个省级历
史文化名村和869个传统村落中，
重点培育100个基础较好、保存完
整、特色鲜明的传统村落，实施“古
村落发现”“古村落营造”“古村落
活化”三大行动，创新发展“四川最
美古村落”品牌，活化乡村历史文
化遗产资源，振兴乡村文化。

50多位中外院士齐聚成都，参加“第二次生物材料定义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