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3日上
午10点，云南省
司法厅通报了
一起案件。

通 报 称 ，
2017年5月2日
上午8时20分，
云南省第一监
狱七监区在押
罪 犯 张 林 苍
（男，27岁，云南

省马龙县人，因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无期
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7年1月18
日入监。）擅离劳动现场，趁驾驶员下车
等候装货之机，强行驾驶一辆130型福
田牌货车，冲破监狱隔离网和施工用的
临时栅栏门后脱逃，并把货车丢弃在距
监狱2公里处的虹桥路附近。

目前，张犯仍在逃，相关部门正在联
动追捕。昨日下午，云南省公安厅发出A
级通缉令，并悬赏10万元征集线索。

红星新闻记者昨日抵达张林苍的
老家角家村。张林苍的父亲张永富告
诉红星新闻记者，张林苍初中毕业后，
在家闲了一年后去江西当兵。张林苍
一共当了五年兵，退伍后跟着父亲开
过一年左右的货车。

张永富告诉红星新闻记者，2015
年9月，张林苍就与家人失去联系，无
人知道其下落。不久张永富就接到了
两份通知，一份是张林苍的拘留通知，
一份是逮捕通知。此时的张林苍已经
被关押到了看守所，因涉嫌贩毒。

红星新闻记者 刘木木

世界首台
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
光量子计算机在中国诞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3
日在上海宣布，我国科研团队成功构
建的光量子计算机，首次演示了超越
早期经典计算机的量子计算能力。

我国科学家首次实现10个超导量
子比特的纠缠，打破此前世界纪录。此
前，谷歌、美国航天航空局和加州大学
圣芭芭拉分校2015年曾宣布实现了9
个超导量子比特的高精度操纵。

实验表明，该原型机的取样速度比
国际同行类似的实验加快至少24000
倍，通过和经典算法比较，也比人类历
史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和第一台晶
体管计算机运行速度快10倍至100倍。

潘建伟说，这台光量子计算机，为
最终实现超越经典计算能力的量子计
算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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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血验癌”误读再次出现 红星新闻采访业内人士揭示真相

滴血哪能验癌？
300元一次，用于病情监测

近日，有报道称清华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罗永章团队已自主研发
出一种专门检测热休克蛋白90α
的试剂盒，患者只需取一滴血，即
可用于癌症病情监测和疗效评价。

这种试剂盒目前已经可以用
于肺癌和肝癌患者的病情监测，这
项研究也被不少媒体解读为“一滴
血验癌”。

有些市民质疑，难道真的凭一
滴血就能验出有没有癌，得什么
癌？一些医学专家也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提出质疑，认为“一滴血可
测癌症”的说法不太严谨，过分夸
大了肿瘤标志物的作用。

红星新闻记者 赵倩 北京报道

已非首次
全新肿瘤标志物
解读成滴血验癌

2013年，罗永章团队通过肺癌临
床试验，在世界上首次证明了血浆热
休克蛋白90α是一个全新的肿瘤标志
物，并在医疗机构陆续推广使用。四年
前就有媒体用“滴血验癌”的说法来进
行解读了。

为此，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
授、抗肿瘤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实验
室主任罗永章还专门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解释，热休克蛋白90α检测可用于
肺癌的病情监测和疗效评价，“一滴血
检测肿瘤”的说法很不准确，确切地
讲，应该叫“监测肿瘤”。

四年后，当罗永章团队再次证明
肿瘤标志物热休克蛋白90α可用于肝
癌患者的检测，检测试剂盒已获批临
床使用，“滴血验癌”的说法，又再次被
传得沸沸扬扬。

再起波澜
央视节目播出之后
不少电话求医问药

罗永章团队这次成为被关注的焦

点，起于央视《经济半小时》做了一期
关于这位中国生物界的著名科学家及
其研究成果的专题栏目。

但因为再次被推上“滴血验癌”的
风口浪尖，连续数日，有不少电话打到
清华大学，也打给了罗亮。

罗亮是烟台普罗吉生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所在的公司是
热休克蛋白90α定量检测试剂盒的生
产厂家，和清华大学共同建立了抗肿
瘤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实验室。

这些电话有求医问药的，有找合
作的，也有询问“滴血验癌”到底是怎
么回事的。

罗亮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罗永章
长时期研究热休克蛋白90α的分泌调
控机制，并于2013年通过肺癌临床试
验，在全世界首次证明它是一种全新
的肿瘤标志物，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批准其在临床使用。

用于确诊？
只是一项参考
还需系列指标

红星新闻记者在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的网站上查到，热休克蛋
白90α定量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法）

的批号是国食药监械（准）字2013第
3400537号。

罗亮说，四年前，热休克蛋白90α
主要针对肺癌，而通过进一步的试验
之后，研究团队发现这项肿瘤标志物
针对肝癌检测也有很好的灵敏度，因
此进一步证明它属于一种广谱的肿瘤
标志物，不仅仅只用于几种癌症。

“滴血验癌，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从科学角度上讲是不够严谨的。”罗
亮说，患者在检验这项指标的时候，
采血时可能是一管血，实际操作可能
用不到一滴血。检验过程中，检验师
会对血液进行分离，通过试剂盒产生
化学反应进行检测。但是这个检测指
标，对于判断患者是否确诊癌症只是
其中一项参考指标。要判断是否患
癌，癌症是中期还是晚期，是否发生
转移，需要通过螺旋CT等一系列指
标的检测来印证，最终医生根据各项
指标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不可能
说，就测了这一项，就能宣布得了癌
症或者没有得癌症。”

罗亮说，肿瘤的发生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持续时间可能长达十年。不同
时期测出的结果也是有变化的。因此，
热休克蛋白90α是可以作为一种长期
监测的指标的。

罗亮介绍，目前山东、四
川、安徽等地都有数家医院已
经可以提供这样的检测服务。
检测一次热休克蛋白90α，检
测费是300元，这种试剂属于国
家三类医疗器械，是不能带走
的，必须在医院由专业的检验
师操作。

通常患者采血之后，2个半

小时就可出数据报告。
罗亮说，实际上，这项指标

的数值高低，其实是要让治疗
病人的医生根据对于病人的全
方位检测，拿到各项指标数据
进行对比分析后综合判断的一
个依据之一。“这项指标不是唯
一性的，如果只看这个指标不
看其他指标，那就太绝对了。”

新的肿瘤标志物
到底应该怎么看？

罗亮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热休克蛋白90α是已被国外公
认的一个好的肿瘤标志物。癌
症病人通过这种方式检测，通
常是要在入院治疗前检测一
次，通过化疗等方式治疗后再
采血检测，通过跟踪比较指标
的变化，辅助医生对治疗效果
进行评价，从而持续检测患者
的病情。

此前，在肝癌患者的临床
试验过程中，他们在100个患者
当中进行热休克蛋白90α这项
指标的检测，结果筛查出了93
个确诊的肝癌患者。也就是说，
按照这种方式检测，灵敏度达
到了93%。而在针对100个健康
人的临床试验中，也通过这项
指标筛出了90个排除肿瘤患者
的健康人。

一个好的肿瘤标志物
肝癌灵敏度可达93%

效
果

两个半小时可出报告
但指标不是唯一性的

效
率

在押罪犯驾车越狱
云南公安厅悬赏10万征线索

“无论如何，热休克蛋白90α是由我们中国人自己
发现并投入应用的肿瘤标志物，而其他20多种癌症常用
标志物，都是外国人发现的，科研意义可想而知。”检测
试剂盒的生产厂家、烟台普罗吉公司副总经理罗亮说，
罗永章教授其实自己也特别反感用“滴血验癌”来曲解
热休克蛋白90α这项研究。毕竟，科学是非常严谨的。

研发人员正在工作中，图中左二为罗永章 图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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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汽车范浚：
持续聚焦

全新动力总成战略开启新未来
4月23日，“活力全开 海马S5强

动力版&海马S5Young川渝区域上市
发布会”在成都隆重举行。海马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范浚与川
渝两地众多媒体及车迷朋友共同见
证了两款新车的震撼上市，并就海马
汽车的聚焦战略以及全新动力总成
战略等内容与媒体进行了深入交流。

谈到海马汽车的聚焦战略，范
浚表示，随着本次海马S5强动力版&
海马S5Young的强劲上市，海马S5
系列谱系愈加完善，彰显了海马汽车
聚焦战略的卓越成效。海马S5作为8
万级SUV市场上销量领先的明星车
型，除动力强劲外，还拥有超高颜值、
丰富配置、超优品质、高稳定性，自上
市以来销量持续走高，2016年成为海
马汽车首个年销量破10万台的车型。
围绕海马S5“8万级强动力SUV”的
产品定位，将海马S5打造成超级畅销
单品，这就是品类聚焦得价值所在。

对于下一步的产品规划，范浚
表示，八到九月份，海马汽车将推出
搭载1.2TGDI发动机的海马S5改款
车型，预计下半年的时候也推出海
马S5Young自动挡车型。2018年，还
将推出二代海马S5，该产品外观也
已经亮相上海车展。2019年底还将
推出三代海马S5，轴距2700毫米，车

长超过4500毫米。
谈到海马汽车新能源的布局，

范浚表示，在上海车展上，海马汽车
以“活力海马 超级动力”为造车理
念，发布了全新动力总成战略，而在
这一动力总成战略规划中包括了新
能源发展方面。

海马汽车一直坚持三条腿走
路：一是传统动力，二是混合动力，三
是纯电动。着力打造发动机、变速箱、
电机、电池、软件等五位一体的新能
源动力总成。2019年海马汽车将实现

所有车型普及混合动力化，到2020年
新能源产品的目标销售比例将达到
30%。2025年淘汰掉传统的内燃机，
也就是说到2025年，海马汽车销售的
所有车型都是混动和电动的。

范浚还表示，海马汽车非常重
视川渝区域市场。在一系列差异化、
高水准的营销动作和终端优惠政策
的助力下，2016年川渝市场的整体
表现非常抢眼。川渝区域作为海马
汽车的潜力市场，希望2017年继续
取得耀眼的成绩。

广告

4月19日，海马汽车以“活力·激
擎·新未来”为主题，在2017年上海
国际车展发布全新动力总成战略。
海马汽车将开发热效率超过40%的
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并于2020年
前，实现企业平均油耗百公里5升；

2025年前，实现企业平均油耗降低
至百公里4升。

伴随海马汽车全新动力总成战
略细节的公布，1.2TGDI发动机、
1.6TGDI发动机、Hybrid混合动力模
块、7DCT亮相车展。同时，搭载
1.2TGDI的二代海马S5也在上海车
展首次揭晓，标志着全新动力总成
战略成果已实现整车的开发落地。
此外，海马S5Young、福美来轿车、
新款福美来七座多功能轿车等参展
车型未来也将陆续实现全球领先动
力总成的搭载。

海马汽车1.2TGDI发动机是与

德国FEV联合研发，采用缸内直
喷、DVVT、缸盖集成排气歧管、米
勒循环等先进的发动机技术，最大
马 力 138Ps/5500rpm， 最 大 扭 矩
230Nm/1700-3600rpm。传动方面，
海马汽车7DCT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则是与奥地利AVL联合研发，可承
受最大输入扭矩350Nm，同时具有
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的设计
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模块
化设计，7DCT可轻松升级至Hy-
brid混动模块，最大扭矩280Nm，传
动效率高达94.5%，综合油耗低至
1.6L/100KM。 （刘爱妮）

发布全新动力总成战略
海马汽车专注打造“超级动力”

在上海车展上市的东南 DX3
SRG定位运动型SUV，在156公里的
试驾路程中，极佳的运动表现和乘坐
舒适度让其S（运动的快感）R（赛道

的激情）G（豪华的享受）的名号名副
其实。

作为本次试驾的最大亮点，1.5T
增加的 6MT 车型，不仅弥补了现有
DX3车型在手动挡车型上动力单一
的问题，搭配方向盘即可开启“畅快
运动”模式，为追求操控乐趣的年轻
人带来了更丰富的选择。而 CVT 车
型，在搭配了“畅快运动”模式之外还
提供了“极速竞技”模式。

一键开启畅快运动模式，仪表顷
刻 变 成 烈 焰 红 色 ，随 之 出 现

““SPORT”标识，随着速度的进一步
加码，按下方向盘上的运动按键，激情
氛围瞬间点燃。同时，DX3 SRG新增
的四门氛围灯、顶蓬按键氛围灯也会
变为热烈红色，驾驭氛围更添运动激

情。在该模式下，动力将在流畅中直接
输出，带来强劲而稳定的动力体验。当
然 DX3 SRG 也是一款合格是 SUV
车型，配备专业SUV底盘，其优化调
校麦弗逊式独立前悬挂，以及多连杆
独立后悬挂，在通过高减速带时不会
弹跳，在面对起伏不平整路面时又可
以过滤掉很多小颠簸，大幅提升驾乘
舒适性，让我们更好地享受驾驶乐趣。

当然 DX3 SRG 也是一款合格
是SUV车型，配备专业SUV底盘，其
优化调校麦弗逊式独立前悬挂，以及
多连杆独立后悬挂，在通过高减速带
时不会弹跳，在面对起伏不平整路面
时又可以过滤掉很多小颠簸，大幅提
升驾乘舒适性，让我们更好地享受驾
驶乐趣。 （刘爱妮）

日前，LEXUS 雷克萨斯正式公
布全球新品牌形象的中文释义——

“ 领 未 见 ，探 非 凡 ”（Experience

Amazing），领先行业的全混动科技
也将以“智·混动”为全新口号，全面
升级。与此同时，极具个性的中型豪
华 SUV 新雷克萨斯 NX 全球首发，
全新雷克萨斯 LS 500h 也首次亮相
亚洲。

全新升级的 NX 外观更加大气
张扬，英气逼人的前脸焕然一新，新
的尾部设计令车身更显宽阔、重心更
低，凸显大气张扬的气质。独具匠心
的内室则散发出更多动感气息和豪
华质感，对细节的雕琢更加精益求
精；多项先进科技的应用和对控制界
面的人性化设计，大大提升了车辆的

功能性及便利性。得益于对悬架系统
的悉心调教，新NX的操控性能更加
出色，与动感的外观相得益彰。领先
同 级 的 雷 克 萨 斯 智 能 安 全 系 统
LSS+，高效整合多项主动安全科技，
此次也被应用于新NX。

全新 LS 500h 搭载雷克萨斯多
级全混动系统，突破性地在 3.5 升
V6 双 VVT-i 发动机和两个电动机
的基础上接入物理4速自动变速器，
0 到 100 公里/小时的加速只需 5.4
秒。该系统还可实现低转速下的高速
巡航，纯电动模式下最高速度可达
140公里/小时。 （刘逢源）

4月29日，刚刚上市的全新宝骏
730在成都三圣乡举办了一场风格高
雅的品鉴会，草地、小提琴、冷餐、合
家欢游乐项目……全新宝骏 730 上
市以后，以一种更贴近家庭的温馨定
位出现。

全新宝骏 730 共推出 4 款车型，
售价区间为8.98-10.28万元。新款搭
载 1.5T 和 1.8L 两种不同动力组合，
分别搭配6速手动变速箱和AMT变
速箱。2016款宝骏730将作为经典版
与新款同步销售。

新款宝骏 730 作为中期改款车
型，相比老款变化还是非常大的，整
体来看相比老款车型更加时尚。新款
宝骏 730 相比 2016 款车型长宽高分

别 增 加 了 70/35/30mm，轴 距 仍 为
2750mm。新款的另一大特点是两款
高配车型换装了五连杆后独立悬架，
相比老款的非独立后悬架，在舒适性
上有较大的提升。

新款的内饰设计更上档次，中控
台造型看起来更加简约精致，换装了
全新的三辐式方向盘和双炮筒+7英
寸全液晶行车电脑的仪表盘。配置也
有较大提升，包括8英寸中控液晶显
示屏、自动空调、电子手刹、自动驻
车、一键式启动、无钥匙进入、电动折
叠外后视镜等。安全性方面还将配备
有博世第九代 ESP、牵引力控制、刹
车辅助、上坡辅助、前排四气囊+侧气
帘、胎压监测、360度全景影像等。同

时针对座椅进行了重新设计，更加舒
适，提供标准的2+2+3式七座布局。

（张煜）

SUV中的运动健将——试驾东南DX3 SRG

雷克萨斯新款NX全球首发

全新宝骏730成都上市 8.98万

曲解，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