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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由于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已
经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最主要疾病之
一。免疫检查点抑制疗法成为目前最
有潜力根治肿瘤的疗法之一。然而此
治疗方法在不同人群、不同肿瘤、不同
个体中，疗效差异巨大，因此针对关键
靶点PD-L1寻找更有效的调控手段
是治疗肿瘤的重中之重。南通大学医
学院本科生吴英成团队所要攻克的，
正是这样一个医学难题。

那么，PD-L1是什么呢？团队指
导老师范义辉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免
疫细胞就像警察，肿瘤就像坏人。坏
人戴上PD-L1这一种面具，使警察发
现不了他。免疫疗法可以让这一类面
具失效，警察就能够识别坏人，也就是
人类自身的免疫系统可以正常地抗击
肿瘤。

到底这些“面具”是怎样戴上的？
为什么同样的“面具”有厚薄之分呢？
能否找到一个分子开关将其彻底关
闭，从而实现对不同个体的精准治疗
呢？项目团队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探
索和研究。

吴英成一次偶然的发现，实验结果
有悖常识——一般说来，年龄越大，人
体的免疫力越低；实验却显示，随着年
龄的增长，人体的固有免疫力会增强。
这一发现让他既诧异又激动，他立刻向
老师求证。深谙科研紧迫性，范义辉迅
速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最终，通过
RNA测序、DNA测序等多重方法，他们
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证实了肿
瘤的免疫疗法与“年龄”相关。

与其他科研项目只研究单一课题
不同，吴英成团队项目围绕PD-L1，由
五个子课题组成。“年龄”“生物钟”“病
毒感染”系统揭示了PD-L1轴的表达
差异与免疫疗法个体差异大的多个机
制；“分子开关”发现了分子开关是其
高表达的本质原因，是PD-L1轴免疫
疗法的新靶点；“内皮细胞”则是评价
肿瘤预后效果的新型生物标记物。层
层递进，逐步展开，不断丰富调控机制
研究。 本报记者 王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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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年一亿年前前
食毛类昆虫就已经出现食毛类昆虫就已经出现

跳蚤和虱子是几乎所有哺乳类动物的“噩梦”。但是，被困扰的并不仅仅只有我们这些地球数

亿万年演化史中的“后辈”们，6500万年以前生活着的恐龙就已经备受寄生昆虫的困扰。

“恐龙也难当！我们研究发现，有羽恐龙的生存环境可能很糟糕，时刻受到外寄生昆虫的干

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都师范大学高太平副教授幽默地表示。今年11月，首都师范大学的高

太平和任东教授团队在白垩纪中期琥珀中发现取食恐龙羽毛的新昆虫，揭开了外寄生昆虫新物

种——恩氏中生食毛虫的神秘面纱。该研究成果日前在《自然-通讯》上发表。

南医大两项成果为治疗提供新靶向
近 日 ，南 京

医科大学杨硕教
授课题组发现了
多发性硬化症一
种 新 的 致 病 机
制。在小鼠实验

中，研究者发现一种名为GSDMD的蛋
白加剧了疾病的发展，对它进行抑制，
则能够有效缓解临床症状。该成果为
多发性硬化症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目标
靶向，近日已在《实验医学杂志》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
cine）在线发表。

多发性硬化症多发于20—40岁的
中青年群体。患者神经髓鞘破损剥落，
继而导致脊髓、大脑以及视神经功能受

损，患者神经系统残疾在发病一二十年
后逐渐加重，丧失自理能力、失明甚至
失去生命。2016 年，全球此病例约
230万，其中西方国家患者以脊髓病变
为主，我国患者多出现视神经炎症状。

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自身免疫性
神经炎症疾病，起因是免疫系统中的T
细胞“失控”，攻击自身神经系统所致。
之前的研究发现，人体内的炎症小体可
释放炎性物质促进 T 细胞的异常激
活。目前临床首选用药干扰素的主要
作用机理就是抑制炎症小体，希望借此

“控制”T细胞。但这种治疗方案只有
约35%的病人响应，特别是对我国视
神经炎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效果不佳，甚
至使用干扰素后会加重病情。

T 细胞“失控”是否还有其他原
因？南医大研究人员发现，细胞炎性坏
死（焦亡）过程中的重要执行分子GSD-
MD蛋白，也是致病的重要因素。研究
人员介绍：“细胞焦亡表现为细胞不断
胀大，直至细胞膜破裂，也会释放出炎
性物质，而GSDMD蛋白被称为‘细胞
焦亡执行者’。目前，已发现该蛋白在
若干种炎症反应疾病中都起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

小鼠实验证实，外周髓系细胞被
GSDMD“执行”焦亡时，引发炎症微环
境，促进T细胞在外周淋巴器官中“失
控”并攻击中枢神经系统，加速小鼠多
发性硬化症的发生。而当小鼠缺失
GSDMD蛋白或抑制GSDMD时，细胞

焦亡受到抑制，炎性物质的释放明显
减少，T细胞活化也减弱，小鼠的症状
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研究者还发
现，在多发性硬化症发生过程中GSD-
MD蛋白存在独特的激活形式，有着与
经典炎症小体激活不同的上游途径，
提示其可作为不同于炎症小体的多发
性硬化症治疗新靶标。

杨硕教授介绍说，此项研究为理解
多发性硬化症发生的免疫学机理提供
了新的视角，对于传统靶向炎症小体干
扰素药物不响应患者，有可能通过开发
以 GSDMD 为靶点的药物来进行治
疗。“在后续临床转化研究方面，我们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 本报记者 蒋廷玉

通讯员 田 天 张愉悦

琥珀中发现“蛛丝马迹”
填补食毛类昆虫研究领域空白

在遥远的白垩纪中期，裸子植物
和蕨类植物郁郁葱葱，几只长着羽毛
的恐龙正在悠闲地觅食。在一棵松
树附近，9只类似于虱子的昆虫扒在
一根恐龙羽毛上，贪婪地啃咬着。这
时，一大滴树脂滴落，几只小虫连着
羽毛被裹入其中……沧海桑田，亿年
之后，树脂变成了琥珀，而小虫和羽
毛依旧留在琥珀中，从外观上和千万
年前并没有太大区别。2016年，这
一颗来自缅甸的琥珀和另一颗琥珀
被送往中国，一段被埋没了亿年的远
古昆虫即将被科学家揭晓。

含有昆虫的琥珀被人们称为“虫
珀”，特别是来自缅甸白垩系地层的
琥珀，因为质地透亮、杂质少，近些年
成为古昆虫学研究的重点。

从2014年起，高太平和任东教
授团队开始了对于来自缅甸白垩系
地层琥珀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通过在
显微镜下仔细查看不同的含有羽毛
的琥珀。“一直到2016年底，我们才
先后从2000多块琥珀中找到这两
块琥珀材料，因为昆虫标本很小，最
大的只有0.2mm，增大了研究的难
度。为了获取更细微的结构特征，我
们用过纳米CT以及激光共聚焦显微
镜等设备，采取多种研究方法，整个
研究过程比较艰难。”高太平表示。

通过显微镜等专业设备，科研
人员发现，在琥珀中，这9只体型小
于0.2mm的昆虫分散在羽毛的周

边，有几只利用足和触角紧紧抓在
羽毛上。基于这些昆虫独特的外形
特征，研究团队建立了一个新的昆
虫类群——恩氏中生食毛虫科。

为了表示对著名的昆虫学家迈克
尔·恩格尔的感谢和尊重，研究团队将
这种新发现的昆虫命名为“恩氏中生
食毛虫”。“‘中生食毛虫’是属名，‘恩
氏’是种名，这种命名方式在动物分类
中比较普遍。”高太平解释道。

这项研究基于确凿的化石证据，
让科研人员了解了白垩纪食毛昆虫
的外形特征，证明昆虫取食毛发的寄
生行为至少起源于白垩纪的中期，填
补了食毛类昆虫早期起源和演化的
空白。可见，食毛类的昆虫伴随着有
羽恐龙和鸟类的繁盛就开始出现了。

恩氏中生食毛虫的发现
将食毛类昆虫历史推前5500万年

“跳蚤和虱子作为寄生昆虫最主
要的两类，给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造
成困扰。然而，有关这两类昆虫的起
源和演化问题，一直没有确切的证
据。”高太平认为，中生食毛虫与如今
我们经常看到的虱子关系可能更近
一些，可以说是虱子祖先类群的一个
旁支。它们虽然取食羽毛，但与虱子
相比，还是有一些结构上的差别的。

中生食毛虫有着头、胸、腹近于
等宽的身体，咀嚼式口器，小眼睛，小
短腿，短短的触角顶端有着三根长
刺。它们的足短小，足上有一个小爪
和两根长刺，这些都是协助其抓住宿
主的结构，从而适应寄生生活。羽毛

为这些寄生昆虫提供了一个生存的
环境，在宿主移动的时候，昆虫身上
的刺、爪帮助它们牢牢“抓住”羽毛，
使得它们不容易从宿主身上脱离。

研究团队发现，琥珀中羽毛的羽
小枝出现断裂，在靠近羽干的位置形
成破碎的空洞，明显是中生食毛虫若
虫咬食之后的结果。在细致分析两
根羽毛的结构之后，研究团队发现这
些羽毛来自不同恐龙，这也说明恩氏
中生食毛虫对宿主的专一性并不强。

鸟类是由恐龙的一支演化而来的，
这个理论已经普遍被接受了。研究人
员指出，现代鸟类能够通过蜕皮来替换
被虱子或其他害虫损坏的羽毛，像恩氏
中生食毛虫这样以羽毛为食的远古生
物，可能导致了现代鸟类蜕皮的进化。

此次在缅甸琥珀中发现的恩氏
中生食毛虫将食毛类昆虫的历史推
前了5500万年之久，可以说是迄今
为止已知最古老的食毛类昆虫。

远古的“霸主”恐龙
可能总是被“茹毛饮血”的昆虫困扰

昆虫起源于约4亿年前，与陆生
植物几乎同时，两者共同塑造了最早
的陆生生态系统。虽然昆虫在生活
中随处可见，但它们在地球之上的演
化历史却始终是个未解之谜。

在此之前，侏罗纪（2.01亿年前
至1.45亿年前）和白垩纪（1.45亿年
前至6600万年前），均发现过以血液
为食的昆虫。也就是说，恐龙不仅仅
会被恩氏中生食毛虫啃噬羽毛，还可
能会被跳蚤吸血。中科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黄迪颖曾在其发表
的论文中这样写道：在我国内蒙古宁
城中侏罗世道虎沟动物群（距今约
1.65亿年）和辽宁北票早白垩世热河
动物群（约1.25亿年）内，发现了巨型
跳蚤化石，这种化石的发现将蚤目的
化石记录至少提前了4000多万年。

中生代的跳蚤体型十分巨大，通
常体长在1.5厘米左右，有的种类甚至
可以超过2厘米，是现代跳蚤的5-10
倍。“它们最早的宿主可能是有羽恐龙
或者翼龙。在之后的白垩纪早期，随着
哺乳动物的繁盛，跳蚤开始选择哺乳动
物作为宿主，同时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
化。”高太平以巨大似蚤和侏罗似蚤为
例，“这些原始的跳蚤无翅，全身布满了
小刺，小眼睛、短触角，超长的刺吸式

‘口针’达到身体的一半，口针上布满了
锯齿状的突起，用来刺穿厚厚的皮肤，
前、中、足都很长，末端有着明显的小
爪，用来抓住寄主的羽毛。这些特征都
是对寄生生活的适应。”

那么，有没有可能从中生食毛虫
中提取到恐龙的DNA呢？高太平表
示，目前应该不可能，在白垩纪这么
古老的琥珀中，DNA和蛋白等分子
都已经降解或者被无机物替换了。

“我们研究昆虫的起源和演化，
是因为以史为鉴，方能知兴替，了解
它们的起源时间和演化过程，以及和
宿主之间的协同演化关系，可以让我
们更好地认识外寄生昆虫对环境的
适应机制，为外寄生昆虫的预防和治
理提供理论基础。” 本报记者 叶 真

见习记者 谢诗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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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发布
北极冰川资源调查成果

点亮肿瘤治疗
生命之光的一小步

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
环境资源研究院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在兰州发布了《2018年阿拉斯加
地区（Alaska）冰川编目》。这是我国首
次发布北极区域的冰川资源调查的最新
成果。此次发布的编目包括了现有冰川
27043条，总面积81285平方千米。

该实验室研究员上官冬辉介绍，这
是继2002年中国第一次冰川编目、
2014年中国第二次冰川编目发布之
后，首次发布北极区域的冰川资源调查
的最新成果。该数据将为研究全球变
化大背景下阿拉斯加地区冰川变化评
估、冰川变化的区域和全球影响提供重
要的数据支撑。

过去50年，阿拉斯加地区冰川对
海平面贡献占全球山地冰川总贡献的
1/3。阿拉斯加地区冰川进入21世纪
后发生了显著退化，现有的数据不能
满足准确认识冰川变化等方面的实际
需要，亟须进行新的冰川编目，以更好
地反映该地区的冰川分布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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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周刊
敬请关注

公告启事
减资公告

盐城市东方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991586635651U），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亿元减至人民
币3亿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
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请
求，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联系人：孙慧萍
电话：0515-89800010
联系地址：盐城经济开发区希望大

道南路5号软件园6号楼B座

更正公告：苏州华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于2019年10月28日在新华日报13版
刊登的减资公告“根据2019年10月10
日股东会决定，苏州华品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拟将投资总额从1250万美元减到
360万美元，注册资本从500万美元减
到260万美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担保。”现将“股东会”变更为

“董事会”。特此更正。
更正公告：华山电子（苏州）有限公司于
2019年10月28日在新华日报13版刊
登的减资公告“根据2019年10月10日
股东会决定，华山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拟将投资总额从1250万美元减到360
万美元，注册资本从403.345309万美
元减到260万美元。现予以公告。债
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现将“股东
会”变更为“董事会”。特此更正。

遗失 2018年 12月 10日签发，周斌
320621199610233216 船 员 油 操 证
00385746，声明作废。
遗失 杨羽桐出生医学证明，女，出生
日 期 ：2017 年 12 月 10 日 ，编 号 ：
R320923809，声明作废。
遗失 南通荣士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证书编号：
D332008600，声明作废。
遗失 南通荣士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3/4），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20681398231131Y，编 号 ：
320681000201808270183，声明作废。
遗失 南通荣士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编号：（苏）JZ安
许证字（2015）0630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新闻

记者证管理办法》《关于2019年
全国统一换发新闻记者证的通
知》要求，精品杂志社已对申领新
版新闻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
格审核，现将我单位拟领取新版
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公示期 2019 年 12 月 20 日—12
月 29 日 。 举 报 电 话 为 025-
88802907、025-58682258。

拟领取新版新闻记者证名
单：孙欣、陈伟玲、严晓艳

精品杂志社
2019年12月20日

公 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省分公司拟对江苏盛飞食品有限公司
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该债权总额为1370.27 万元。债务
人位于兴化市，该债权由唐爱年提供担
保（以江苏盛飞食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兴化市垛田镇水产村的厂房和土地提供
抵押担保：厂房建筑总面积为11,866.17
平 方 米 ，土 地 面 积 共 21,622.9 平 方
米）。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次性付款能力
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
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5天，受理征询或异议
有效期：15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
蒋本林、李雨琪、张晓东，联系电话：025-
52680923，电 子 邮 件 ：zhangxia-
odong@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南
京市洪武路23号隆盛大厦3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
话：025-52680855。对排斥、阻挠征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子 邮 件 ：huang-
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
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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