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里养蚊子
好吃好喝伺候它 研究怎么弄死它
为预防疫情，绵阳等地开展蚊子抗药性水平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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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介绍，目前，实验室的第一批蚊
卵已收集好进入干燥阶段，即将开展下一
代繁殖工作。实验室将采集到的不同区域
的蚊幼虫混合饲养1~2代后，取其3龄末4
龄初幼虫进行抗药性测定，以反映绵阳市
白纹伊蚊抗药性水平。

“此次监测药剂包括高效氯氰菊酯、
溴氰菊酯、氯菊酯、敌敌畏、双硫磷。”陈华
说，“以3龄末到4龄初幼虫为测试对象，用
丙酮将原药稀释，将待测药剂配置5～7个
系列浓度，即在250毫升的烧杯（或白瓷碗
等）中加入200毫升脱氯水和0.5毫升的药
液，加入30只试虫，以200mL脱氯水为对
照。在试虫生活的温度、湿度、光照等条件
下，24小时调查并记录各种处理的死亡
数。死亡判断标准，用锐器触动不能动的
幼虫为死亡，只是震颤也视为死亡。试验
重复3次。对照死亡率超过20％，试验视为
无效，需重新做。

王佳 成都商报客户端记者 汤小均
摄影报道

绵阳新闻热线：15228768833

眉山脑瘫女孩被录取
学费让家人为难

从小脑瘫被列为肢体一级残
疾，手脚行动不便，书写速度较慢
……眉山某中学高三女学生王景丹
今年向教育部门提出申请高考提供

“延长考试时间，在该科目规定考试
总时长的基础上延长30%；优先进
入考点、考场；引导辅助”等共3项合
理便利，之后获批，其高考成绩为
526分（成都商报曾报道）。昨日，成
都商报记者从眉山市教体局了解
到，王景丹已被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录取。

但王景丹的父亲想让王景丹复
读，考一个省内的学校，这样方便照
顾，经济压力也会小很多。其母亲黄
惠鹂目前没有工作，父亲在医院上
班，但这远不够前往珠海读大学的
费用：每年的学费1.8万元，加上王景
丹的生活费等，大学四年花费总额
至少超过10万元。如果黄惠鹂前去
照顾，租房和生活费也是一笔不小
的开销。4年下来，两人将花费20万
元左右。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从小渴望成为女孩，内江资中24岁
小伙小华（化名）在泰国进行了变性手
术，但术后欲变更户口登记性别却遇到
了难题。由于小华只提供一份“自述在泰
国行男变女手术”的病情证明，资中警方
户政部门认为，该病情证明不等同于公
安部治安管理局相关批复中要求的国内
三级医院出具的性别鉴定证明，无明确
的性别鉴定结论。

据小华介绍，今年3月，小华前往泰国
进行了性别重塑手术。归国后，小华决定
将户口登记性别由“男”变为“女”。7月15
日，小华前往资中县公安局户政部门办
理此事。然而，小华提交的“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门诊部病情证明书”未得到警方
认可。小华的朋友介绍，户政部门要求小
华提供国内三级医院出具的性别鉴定证
明和公证部门出具的公证书，或司法鉴
定部门出具的证明，才能变更户口登记
性别。小华前往资中县公证处，但公证处
也不知如何出具公证书，只能公证其病
情证明书是否真实。

“这在内江是第一起，以前也没遇
到。”23日，资中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户政中队相关负责人回忆，7月15日，小
华提出变更户口登记性别时，提供了“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出具的门诊部病情证明
书”，内容为“在泰国行男变女手术（自述

于2015.3手术）”。但警方认为，该病情证
明没有具体的性别鉴定结论，只是医院
就小华自述出具的证明，所以要求小华
提供性别鉴定证明，才能办理户口登记
性别变更。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关于公
民手术变性后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有
关问题的批复》（公治【2008】478号），实
施变性手术的公民申请变更户口登记性
别项目时，应当提供国内三级医院出具
的性别鉴定证明和公证部门出具的公证
书，或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证明，经地
（市）级公安机关主管部门核准后，由公
安派出所办理性别变更手续。

“这是目前唯一的政策依据，我们只

能参照执行。”上述负责人介绍，资中警方
随即依照程序层层上报，请示如何办理此
事。在证实双流警方今年3月为一实施变性
手术者变更户口登记性别后，资中警方户
政部门再次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

省公安厅证实，省公安厅户政主管
部门确实收到了内江市公安局的相关情
况反映。相关负责人介绍，当事人申请变
更户口登记性别，只能参照《公安部治安
管理局关于公民手术变性后变更户口登
记性别项目有关问题的批复》（公治
【2008】478号）中的规定执行。目前，省、
市、县公安机关正在想法解决小华的难
题。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张滔凑够学费
不再接受捐助

今年高考，攀枝花的“无臂考
生”彭超考出了603分的成绩，被四
川大学录取，他的励志故事被很多
人熟知。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在
彭超7年的求学路上还有一位同学
张滔，在学校的每一天，都要为彭超
挤牙膏、递毛巾、打饭、拿本子、换墨
水，甚至是洗澡搓背……张滔成了
彭超的“一双手臂”（成都商报曾报
道）。今年，张滔考出了604分的成
绩，被重庆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录取。
然而，他家里贫困，无力凑够上大学
的费用。

此事经成都商报报道后，引起
不少好心人士关注。连日来，数十位
网友在成都商报客户端留言，表示
愿资助他。

昨日，张滔给成都商报记者打
来电话，表示自从他的事情经本报
报道后，他接到多名爱心人士的电
话，表示愿意资助他上大学。“有三
位好心的人捐了6000元，还有一位
江苏的爱心姐姐汇款5000元钱。目
前，有11000元钱了，够大一的费用
了。”张滔说，这名好心的姐姐表示，
此后每年都会资助他1万元钱，帮助
他读完大学。目前他读书的费用基
本够了，不再接受资助，希望他们去
帮助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1.汗腺发达体
温较高的人。喜欢
流汗的人，血液中
酸性增强，排出汗
液使体表乳酸值较
高，对蚊子产生吸引
力。因此，人在从事
运动或体力劳动后
呼吸会加快，呼出的
二氧化碳相对较多，
头上形成一股潮湿
温暖的气流，蚊子
会闻味而至。

2.穿深色衣服
的人。蚊子昼伏夜
出，主要是因其有趋
暗习性。如果穿深色
衣服，蚊子会向着更
暗的地方追逐。黑色
是蚊子首选对象，其
次是蓝、红、绿等，蚊
子不爱叮穿白色衣
服的人。

3.新陈代谢快
的人。这个原理，可
以解释为什么小孩
易遭蚊叮，老人正
相反。此外，大多数
化妆品都含有硬脂
酸，所以化妆的人
比不化妆的更受蚊
子青睐。

小伙术后遇难题：
咋让身份证跟我一起变性？

近日，绵阳市疾控中心消毒
与媒介生物控制所，专门“请”来
了一群白纹伊蚊（俗称花蚊子），
虽然这是大家都讨厌的，但是，
在疾控中心的这些花蚊子，却被
奉为“贵宾”，它们不仅有白糖水
喝，还有小白鼠供它们吸血，而
它们待的环境，也有空调随时控
制温度。

它们为何能享受如此待
遇？昨日，绵阳市疾控中心消毒
与媒介生物控制所副所长陈华
介绍，去年，广东暴发了登革热
疫情。为了掌握登革热媒介白
纹伊蚊对主要化学药剂的抗性
水平，提高防治效果等，四川省
疾控中心发布了关于开展
《2015白纹伊蚊监测工作的通
知》，成都、绵阳等13个地市州，
成为首批抗药性监测点。

昨日，绵阳市疾控中心消毒与媒介
生物控制所副所长、绵阳市首个蚊子

“饲养员”陈华介绍，绵阳本地常见的是
库蚊，之所以选择花蚊子，是因为目前
传播登革热的蚊子主要是花蚊子，只是
地区不同，气候条件不同，花蚊子的品
种也有所不同。

在广东、海南等热带地区，以埃及
伊蚊为主；在四川地区，以白纹伊蚊为
主。因此，绵阳的蚊子实验室目前只饲
养白纹伊蚊，计划明年开始饲养本地常
见的普通库蚊，用于做抗药性实验。

现在有很多种灭蚊药，为何还要做
这个实验呢？陈华介绍，这就相当于一

个人感冒了，总吃一种药，身体就产生
了抗体，这种药对此人的感冒就没有好
的治疗效果了，如果换一种不常吃的
药，则效果会更加明显。

“这次我们要实验5种药，看绵阳的
蚊子更适合用哪种药。这样一来，一旦
登革热疫情出现，疾控部门就可以及
时、有效控制。”陈华说。

四川省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国家疾控中心和省卫生厅都有这个项
目，省疾控中心选择了13个地市州作为
试点，每个地方的蚊子，对不同的药有
不同的抗体，因此，各个地方都会不一
样。目前，都已经全面开始实验。

想活捉一只蚊子，难度很高。那么，
这些实验用的蚊子，又是如何来的呢？

“蚊子的抗药性实验过程复杂、周期
长、技术含量高、工作强度大，试虫采集是
整个实验成功与否的基础。”陈华介绍，7
月6日至20日，绵阳市疾控中心在城南、高
水、游仙、高新区、中心城区等东南西北中
5个不同的地方采集了花蚊子标本，有助
于全面了解绵阳花蚊子的抗药性。

陈华介绍，他们取的是蚊幼虫，就

是绵阳人通常喊的“沙虫子”。养过鱼的
人都知道，这种“沙虫子”喜欢泡菜坛子
的坛沿水，喜欢有水的阳沟，以及露天
接雨水的桶、水缸，还有废旧轮胎等小
型积水处。根据花蚊子的这一习性，专
家们冒着酷热，多次深入城区5个不同
的地点，在老旧小区的居民家找泡菜坛
子，在花园里接雨水的水桶、水缸边守
候，取回了13盆幼虫，剔除里面的库蚊
幼虫，培养成21笼花蚊子。

27日上午，记者走进位于绵阳市疾控
中心蚊子实验室，看到蚊子的“宿舍楼”共
有3层，每层都挂着“蚊帐”，不同的蚊笼里
面饲养着不同年龄段的蚊子。有的正在羽
化，有的正在交配，有的正在吸着小白鼠
血，还有的正生产黑色的蚊卵。

记者看到陈华拿出一个小碗，放了一
点白糖，兑成白糖水，用吸水球吸住白糖
水，将其放在蚊帐上面，闻到白糖水的味
道，一群蚊子就飞了过来。

“蚊子吸白糖水，主要是为了维持它
们的生命。蚊子要产卵，必须吸血。”陈华
一边介绍，一边和同事绑好一只小白鼠，
将其放进蚊帐内，“蚊子一般吸血2~5小
时，可以管2~3天，然后研究员又取回小白
鼠，继续饲养。”

陈华介绍，蚊子的居住条件很好，整
个实验室，完全是模拟花蚊子喜欢的生存
环境。蚊子不怕热，因此7、8、9三个月不需
要降温，等到秋冬来临，就得开空调升高
温度，用加湿器增加湿度，模拟夏天又热
又闷的环境。

传播登革热的“花蚊子”选蚊子

捉蚊子幼虫培养成21笼“花蚊子”捉蚊子

喝白糖水 吸小白鼠的血

喂蚊子

测试多种药物 看哪种能杀它们

研究蚊子

蚊子“最爱”
哪些人？

小知识

无臂考生的“手臂”追踪

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蚊子

蚊子吃的是小白鼠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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