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果：
疟原虫被成功消灭

结果：
疟原虫能够存活

用药时间适当延长，疟原

虫“躲得过今天躲不过明天”

用药时间：

更换已产生抗药性的辅

助药，疗效立竿见影

攻坚前

青蒿素敏感杀虫期短，

疟原虫通过改变生活周

期或休眠，可躲过青蒿

素“追杀”

3天疗法

用药时间：

疟原虫对一些辅助配方

药已产生抗药性

攻坚后

5-7天疗法

关注“6·18”电商大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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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焦点网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杜文育
实习生 王孟一

舆情暖焦点

女护士双膝跪肿抢救晕倒老人

融媒工作室 出品

6月16日早上，禹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护
士长王亚丽在送表妹出嫁的途中，见到一位老人倒
地不起。她立即停车，跪在地上施救，用行动诠释了
医务工作者的救人本能。

“大概6点多，我开车走到顺店镇南街集市路
口时，看见路南有个人倒在地上。”王亚丽立即靠边
停车，穿过马路查看，发现倒地的老人左额角有一
块青淤渗出血迹，地上的灰渣弄得他脸上和口鼻中
都是，脉搏微弱，瞳孔开始散大，情况十分危急。

王亚丽用湿巾为老人清理了口鼻中的灰渣，
并直接跪在地上，为老人实施心肺复苏。

7：06，救护车赶到。此
时，王亚丽已经跪地急救了
40多分钟。当她站起身时，
沾满了灰渣的膝盖已经红
肿，有一些地方还磨破了
皮。相关视频被发布到网上
后，获得大量网友好评。

励志“袖珍女孩”顺利毕业获点赞

新闻事件：身高不足 1.2 米的“袖珍女孩”胡
闪闪日前从信阳农林学院顺利毕业，校长为她颁
发学位证书，并拨穗正冠。胡闪闪一出生就因身体
残疾被亲生父母抛弃，幸好被一对老人收养。大学
里她每天6点就起床早读，课余还做兼职，多次获
奖学金，成为励志典型。

6月10日17时32分，
大河客户端首发相关报
道，环球时报、新闻晨报等
多家媒体微博转发相关报
道。截至6月17日18时，
视频播放量达606万次。

传播数据：

606 万

总有一种感动
在不经意之间

老人骑三轮车撞上轿车
司机仅索赔1元

新闻事件：6月 12日，漯河市一位老人骑三轮
车撞上一辆轿车，路人把老人扶起来时，轿车车主
检查了车辆的受损情况后，仅向闯红灯的老人要
了1元钱作为赔偿，并叮嘱老人一定注意安全。

6 月 13 日 21 时 05
分，我们视频暖心闻首发
相关报道，新浪河南、澎
湃新闻等多家媒体微博
转发相关报道。截至 6
月 17日 18时，视频播放
量达129万次。③8

传播数据：

129 万

焦点网谈│142019年６月1８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刘志强 金京艺 美编 单莉伟jdwt@henandaily.cn

自屠呦呦发现青蒿素以来，青蒿
素衍生物一直作为最有效、无并发症
的疟疾联合用药。然而，世卫组织最
新发布的《2018 年世界疟疾报告》显
示，全球疟疾防治进展陷入停滞，疟疾
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致死病因之一。
究其原因，除对疟疾防治经费支持力
度和核心干预措施覆盖不足等因素
外，疟原虫对青蒿素类抗疟药物产生
抗药性是当前全球抗疟面临的最大技
术挑战。

经过三年多科研攻坚，屠呦呦团
队在“抗疟机理研究”“抗药性成因”“调

整治疗手段”等方面终获新突破，提出
新的治疗应对方案：一是适当延长用药
时间，由三天疗法增至五天或七天疗
法；二是更换青蒿素联合疗法中已产生
抗药性的辅助药物，疗效立竿见影。

屠呦呦认为，解决“青蒿素抗药
性”难题意义重大：一是坚定了全球青
蒿素研发方向，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内，青蒿素依然是人类抗疟首选高
效药物；二是因青蒿素抗疟药价格低
廉，每个疗程仅需几美元，适用于疫区
集中的非洲广大贫困地区人群，更有
助于实现全球消灭疟疾的目标。

@追忆时光：像屠呦呦、袁隆平

这些淡泊名利的老一辈科学家才是

整个民族的脊梁，也可谓是世界的

脊梁，这种精神更像是整个科研行

业中的灯塔，扫除阴霾，指引着一大

批年轻科研人员走向光明。

@青菜酱酱：真的是太棒了！感

谢屠呦呦先生以及她的团队！利国利

民，全球人民受益！

@酸汤小酥肉：中药要想真正

活起来，必须弄清有效成分及作用

机理，感谢屠先生为中药研究作出

的贡献。

@高昊然：屠先生才是为人类

做事情的人，为人类造福，这成就是

巨大的，如果没有这类药物，每年几

百万人的生命将受到威胁，这数据

足以证明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向这

位优秀的科学家致敬！

@音乐爱上清晨的阳光：春草

鹿呦呦：青蒿一握，水二升，浸渍了

千多年，直到你出现。为了一个使

命，执着于千百次试验。萃取出古

老文化的精华，深深植入当代世界，

帮人类躲过一劫。

@并二除一：BBC“20 世纪最伟

大人物”屠呦呦是科学家领域唯一在

世的候选人，也是唯一的亚洲人、中

国人，被称为改变世界的女人。

@今天天气多好：踏实做科研，

潜心于学问。在崇高的土地上必定

成长起来强有力的灵魂，科学永无止

境！给您及您的团队大写的赞！

@世界上最可爱的伊人：呦呦

鹿鸣，声震五洲，中国之骄傲，世界

之福音。她才是真正的明星，她才

值得几亿几十亿的评论转发点赞！

感谢屠老为人类做出的贡献，为中

医做出的贡献。②42

应对“青蒿素抗药性”难题

屠呦呦团队放“大招”
屠呦呦团队放“大招”了！针对近年来青蒿素在全球部分地区出现的“抗药性”难题，屠呦呦及其团队经过

多年攻坚，在“抗疟机理研究”“抗药性成因”“调整治疗手段”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于近期提出应对“青蒿素抗药

性”难题的切实可行治疗方案，并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等适应症”“传统中医药科研论著走出去”等方面取得

新进展，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外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可。

记者从中国中医科学院获悉，由屠
呦呦团队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廖福龙等专家撰写的青蒿素等传统中
医药科研论著，有望首次纳入即将再版
的国际权威医学教科书《牛津医学教科
书（第六版）》。这将成为中医文化“走出
去”的重要实践成果。

题为“传统医药的典范——中医

药”的章节已完成定稿，分为“什么是
传统医药”“青蒿素等中药发现史、作
用机理和临床应用”“中医药整体观与
辨证论治”和“传统医药便廉可及”四
大部分。今年 4月，该书出版方牛津
大学出版社已启动校对工作，将于今
年下半年再版。

（消息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在“青蒿素抗药性”研究获新突破
的同时，屠呦呦团队还发现，双氢青蒿
素对治疗具有高变异性的红斑狼疮效
果独特。

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件》显
示，由屠呦呦团队所在的中国中医科学
院中药研究所提交的“双氢青蒿素片剂
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盘状系统性红斑
狼疮的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已获批准。

在屠呦呦团队的指导下，该临床试验
一期于2018年5月正式启动，设计样本

共120例，由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等全国15家
牵头单位共同参与开展。从目前进行临
床试验的中外志愿患者的情况看，志愿患
者没有发生非预期不良事件。屠呦呦说：

“青蒿素对治疗红斑狼疮存在有效性趋
势，我们对试验成功持谨慎的乐观。”

临床试验一般共三期，二、三期试
验样本量更大，至少还需7到 8年。若
试验顺利，预计新双氢青蒿素片剂或最
快于2026年前后获批上市。

攻坚“青蒿素抗药性”难题

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效果独特

传统中医药科研论著“走出去”

网友评论

大河客户端
相关报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许会增 王佳 张楠

大河网和河南政府网联合推出的《河南高招
直通车——高招有“高招”系列访谈》今天正式启
动，省内外几十所著名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将为考
生详解各校的招生政策，并为考生支招报志愿。

历经多年打造，《河南高招直通车——高招有
“高招”系列访谈》已经成为河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
高招栏目，也成为省内外著名高校发布招生资讯的
重要平台。今年，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省内外几十所著名高校的招生负责人
将做客大河网，与考生“面对面”。大河网将采取直
播的形式，为广大考生第一时间送上所需的内容。

今日上午 9时，郑州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戴
国立将率先登台，敬请关注。

通过哪些途径可以及时了解访谈详细信息？
您可以登录大河网，点击
链接访问“河南高招直通
车”，还可以通过大河网的
两微一端（大河网官方微
信、微博、眼遇 APP）了解
最新的报道。②25

《河南高招直通车》正式启动
高校招生负责人为考生报考支招

系列访谈时间表

眼下正值“6·18”电商大促，有不少消
费者反映，网上搜到同品牌同款商品的价格
虽然便宜不少，但收到货后却与实体店有差
距。有业内人士指出，不少商品实为品牌的

“电商专供”款。相关专家表示，“电商专供”
商品并非假货，但部分商品存在“低价劣质”
等问题，而不少消费者在标识不明的情况
下，常被“电商专供”商品“套路”了。

杭州市民薛女士向记者反映，有一次
在某电商网站购买了一箱心相印的纸巾，
促销价格比超市价格便宜 15元左右，结
果买到手后发现，纸张比超市买的薄，而
且形状也小一些，当她与店家交涉时，客
服人员明确表示，“我家都是电商装”。

薛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近年来，随
着各大品牌纷纷“触电”，很多品牌为了争
夺线上客源，用低价来吸引消费者，为此
部分商家将某些商品作为“电商专供”，价
格低廉，却存在质量差别。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上看到，有些店家
会特意标明某些商品是“商场同款”，以区别
于“电商专供”款，但绝大部分商品并未有标
示，导致不少消费者以为“买到就是赚到”，
其实却有可能隐藏了“低价劣质”的猫腻。

此前，浙江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宁
波市消保委通过线上线下不同渠道，购买了
40组对比样品，委托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做了检测，结果发现“电商专供”有猫腻。比
如 ，不 同 渠 道 购 买 的 标 称 美 的
C21-RH2133S多功能电磁炉，外观、功能标

示是一样的，但是拆开以后发现，网购电磁炉
比线下款少了一些电器元件。宁波检验检疫
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
这些元器件的缺失，可能不会造成电磁炉使
用性能和安全指标上的差异，但在用料方
面，线下产品显得用料更足，成本应该更高。

据国内资深电商维权专家姚建芳介
绍，目前“电商专供”商品存在几种情形，
即同款不同质、同牌不同质、盗用品牌。

“电商专供”商品虽为统一品牌方生产，并
非假货，但也存在服务短缺问题。

不过，并不是所有“电商专供”都有问题，
例如，记者看到如今很多食品厂商与一些较
大的电商平台合作，推出“联名款”“定制款”，

“电商专供”也成为一些品牌的营销方式。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

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电商专供”不应是
“低价劣质”的代名词，“电商专供”商品同样
应该是具有商品使用性能的合格产品。

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甘海滨
律师表示，如果遇到“电商专供”声称与
实体店“同款”，但实际不一致的情况，其
行为构成虚假陈述或欺诈。

陈音江表示，如果“电商专供”商品与
线下同型号商品存在差异，尤其是存在减
配或少量问题，经营者要事先明确告知消
费者。同时，他建议消费者网购时，一定
要理性消费，不要盲目追求低价，要仔细
看清楚商品的配置、数量等具体信息。

（消息来源：新华网）

纸巾薄一点、电器少元件……

警惕部分品牌“电商专供”套路深
据新华社北京6月 17日电 17日，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
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
能》，提出了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薛澜介绍，治理原则旨
在更好协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关系，确保人
工智能安全可控可靠，推动经济、社会及生态可
持续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原则突出
了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这一主题，强调了和谐
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
共担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等八条原则。

近年来，人工智能迅速发展，正在深刻改
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为促进新一代人
工智能健康发展，加强人工智能法律、伦理、社
会问题研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进办公室成立了国
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起草治理
原则是委员会今年的重点工作。

“有些准则、原则的提出主要是以本国、本
组织的视角为核心，此次我国发布的治理原则
特别强调国际协作，共护人工智能的未来，强
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人工智能发
展对世界做出的倡议和承诺。”中科院自动化
研究所研究员曾毅说。

曾毅认为，人工智能以往的发展是主要以技术
驱动的，人工智能的研发者、使用者和受用者、管理
者对于社会潜在的影响考虑往往不足，未来非常
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将人工智能治理原则真正贯
彻到人工智能模型、产品、服务的整个生命周期。

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我国新一代
AI治理原则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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