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侯敏 美编：赵明月 组版：张微霞 校检：陈静席波

官方微博：新浪@三秦都市报
2021年11月25日 星期四 www.sanqin.comＡ10时讯

3D打印也称增材制造，是指
基于数字模型，在三维方向逐点、
逐线、逐层堆积，将材料制造出立
体实体构件，是一种创新性制造技
术。目前，全球已经发展出金属
3D打印、高分子 3D打印、陶瓷 3D
打印以及生物3D打印技术。

据悉，全国多个医院已有 3D
打印技术应用的案例。如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
东省人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等。

根据难度和深度，3D打印技
术在医疗上的运用可分四个层面：
术前规划和提前演练、手术导板和
康复支架、骨科匹配和人体植入、
活体器官打印。目前活体器官打
印全球都处于初步探索中，前三个

在我国均有不同程度的应用。
在术前规划和提前演练方面，

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广
东省医学生物力学重点实验室主
任黄文华介绍，传统的CT、MRI等
影像学检查结果出来的是二维数
据，有经验的医生有时对一些复杂
案例也难以准确把握。利用数据
打印出 3D实体模型，可以让医生
直观、立体地了解病变局部解剖
关系。

以先天性心脏病手术为例，
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不同，以往整
台手术三分之一的时间医生要观
察和判断病情，在把握不准的情
况下还要请其他医生会诊。利用
3D打印技术，可以在术前把病人
心脏模型打印出来，提前做好手
术规划。

“从病情诊断到手术规划，再

到手术当中参照，3D打印技术对
医生有很大帮助，也缩短了手术时
间，提高了治疗成功率。”庄建说。

在手术导板和康复支架方面，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院长、
广东省骨科研究院运动医学研究
所所长蔡道章介绍，严重畸形病人
的手术定位困难，可通过 3D打印
出手术导板以指导精准手术。对
骨缺损的病例，可 3D打印出个性
化材料修复缺损，使假体固定更加
稳定。

黄文华表示，3D打印技术在
骨科内植入物的应用比较突出。
它可以根据不同骨骼特征定制个
性化植入物，从而避免标准化骨
科植入物难以与患者高度贴合、
容易造成植入物功能受限、生物
力学效果不佳和使用寿命偏短等
问题。

3D打印技术已在多家医院运用
据新华社电在“狗咬人”舆情

发酵后，23日晚，河南安阳通报了
对涉“狗咬人”事件责任单位和责
任人的处理决定。

通报指出，安阳市委、市政府
责令安阳市城市管理局、市市场
监管局、市公安局文峰分局、文峰
区中华路街道办事处四个单位作
出深刻检查，并在全市通报批评。

对相关人员的处理情况为：给
予安阳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二
级调研员张占方诫勉谈话处理；给
予安阳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监督
检查科副科长兼市城市管理局专
项治理办公室副主任郭双军党内
严重警告、记大过处分，并给予免
职处理；给予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负责人、二级高级主
办蔡国强诫勉谈话处理；给予安阳
市文峰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中队副
中队长冯海军记过处分；给予安阳
市文峰区中华路街道办事处人大
工委主任马彦丰政务警告处分；给
予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中华路
派出所所长杨占山诫勉谈话处
理。给予事件当事人安阳市市场
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正科级稽

查专员王新刚党内严重警告、撤职
处分，并调离执法岗位。

据了解，11月19日，安阳市成
立了“狗伤老人”事件工作组。经核
查，涉事的两只犬经过训练和芯片植
入，中国工作犬管理协会为其颁发了
《犬注册登记证》，但该协会介绍，该
证不能作为认定工作犬的充分依
据。目前，安阳市城市管理局已对涉
事犬只进行收容，并注销了涉事犬只
的《养犬登记证》。同时，安阳正组织
对全市烈性犬、大型犬进行全面排查
整治，确保不再发生类似问题。

工作组核查发现，10月9日在
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门前发生的冲突中，有人携带的
伸缩棍贴有警用标志，但为非警
用制式装备。有关部门已对伸缩
棍携带者作出警告处罚，并依法
没收伸缩棍。关于网上反映的李
小迎涉嫌诈骗“百万”问题，工作
组已责成安阳市委政法委牵头，
组织市政法单位和殷都区公安
局、检察院对该案件进行复核。

另据介绍，23日下午，安阳市
召开了全市党员干部“转作风 提
效能”警示教育整顿大会。

“狗咬人”事件当事人被撤职
多名干部被问责

据新华社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
凤莲 2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及其
关联企业和金主，根本目的是维护
台海和平稳定和两岸同胞切身利
益。我们鼓励支持两岸正常经贸往
来，依法保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
但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企业一边
在大陆赚钱，一边给“台独”顽固分
子充当金主提供金援。对“台独”顽
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和金主进行打
击，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依法予以精准打击。

有记者问，台湾远东集团在上
海、江苏等五省市的化纤纺织、水泥
企业在环保、土地利用等方面存在
违法违规行为被依法罚处。请问发

言人能否介绍具体情况？朱凤莲在
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她说，有关执法部门坚持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对涉事企业
进行了处罚。据初步了解，现已处
以罚款及追缴税款约4.74亿元人民
币，并收回其中一家企业的闲置建
设用地。查处工作仍在进行中。相
关企业违法违规情况与予以处罚的
法律依据均按照法定程序公布在相
关执法部门网站上，可查询了解。

她指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
顽固分子的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
谋利，绝不允许台企一边在大陆赚
钱，一边在岛内支持“台独”、破坏两
岸关系，干“吃饭砸锅”的事。

庄建医生是广东省人民医
院心血管医学3D打印实验室
主任。在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
术前，他和团队可以把病人心
脏模型打印出来，缩减手术判
断时间、提升治疗效果。目前，
他已经将3D打印技术应用于
数百例病人的术前规划。

顾名思义，3D打印技术不
是用油墨在纸张上打印内容，而
是在三维空间里逐层打印出立体
的东西。这一新兴技术正加速在
我国医疗领域应用，落地场景日
渐广泛。记者了解到，包括北京
大学第三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在
内的多家医院，已将其运用于术
前规划、手术导板、人体植入等。 新华社发

国台办：

绝不允许一边在大陆赚钱
一边为“台独”顽固分子充当金主

我国多家医院正加速
“3D打印技术+医疗”落地
将给患者带来哪些利好

受访人士表示，虽然近些年
3D打印在医疗行业的运用加速，
但在技术成熟度、社会认知度、价
格接受度等方面都有待提高。

黄文华介绍，3D打印在材料
多样性上还需要进一步改进，目标
是打印出来的器官模型尽量能“拟
人化”，包括材质、手感等多方面要
尽量接近人体组织。

蔡道章表示，3D打印骨骼在
生物力学方面的表现还是比不
上锻造的。“一些关节面部位无
法用 3D技术打印出来。人体一

些不会磨损的地方可以用 3D打
印出来，但是会磨损的部分还是
使用锻造的。”

3D打印过程包括影像处理、
物体打印等需要相对较长时间，一
些情况紧急的病人往往来不及使
用，因此技术在及时性方面还需要
提升。

研发3D打印设备及应用的珠
海赛纳数字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尹新立表示，目前，很多医
生不了解彩色多材料软硬3D打印
技术如何运用于医疗中，在大城市

的医院认可度较高，而基层医院的
医生了解还不多。

此外，受访人士表示，由于 3D
打印是个性化定制产品，因此价格
相对其他治疗方式高，这也制约了
这项技术更快推广。庄建介绍，在
广东省人民医院打印心脏模型，建
模需要 2900元，打印出来总共需
要5900元。

一些省份已经出台了关于 3D
打印技术的收费标准。庄建表示，
只有让成本进一步下降，才会让更
多病人使用起来没有后顾之忧。

大规模应用尚存诸多瓶颈

全球医生组织中国总代表时
占祥介绍，3D打印技术和产品在
全球已广泛应用于临床领域，如
骨科、儿科、心胸外科、血管外
科、放射科和肿瘤科等。行业预
测几年内 3D打印技术在硬件、服
务和材料方面将迎来市场大
爆发。

多位业内人士建议，加大科研
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推动 3D打
印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广泛运用。

黄文华表示，现在 3D打印迫

切需要解决一系列前沿基础科学
问题，比如植入物的生物力学问
题，可避免人体产生免疫排斥反应
的材料问题。从长远来看，提高打
印出来的活体器官的存活率以及
器官功能等，都需要进一步加强科
研攻关。

蔡道章表示，人体的骨骼、关
节和韧带，实质都是某种特殊材
料，这些部位发生缺损都需要用相
应材质的东西去修复，科学家应重
视对材料的研究。

此外，人才培养和培训也至关
重要。黄文华表示，应该鼓励高校
通过选修、讲座等方式，让更多人
增加对3D打印技术应用于医疗的
了解。

受访人士建议，更多地方应制
定 3D打印的收费标准，同时加大
宣传，让更多医生和患者了解这项
技术，搭建大医院和基层医院的交
流合作平台，带动更多医院使用
3D打印技术，造福更多患者。

据新华社

专家建议加大研发，加强人才培养

9月20日下午，河南安阳八旬老
人耿女士在小区遛弯时被两条大型
犬咬伤。小区监控显示狗主人就在
现场。然而狗主人拒不承认。自9
月29日起，河南广播电视台民生频
道《小莉帮忙》栏目针对本次事件进
行连续报道（共计10期），狗主人各
种“躲猫猫”。该栏目通过自身官微
对系列报道进行发布，同步通过微博
视频号配发事件相关视频采访内容。

伴随《小莉帮忙》栏目对事件的
系列报道，引发众多网友通过微博、
抖音等各大平台对话题进行关注。
9月30日有网友在微博平台@清风
安阳（安阳市纪委监察局官微），指
出狗主人为安阳市场监管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王某。有网友反问“王某
是什么样的干部”，大部分微博网友
对小莉帮忙针对本次事件的报道表
示支持。在视频平台，事件话题被
广大网友关注并快速转发。

11月17日，在《小莉帮忙》栏目
针对事件连续进行9期报道后问题
仍悬而未决，栏目记者杨小莉在采访
中无奈落泪，事件引发舆论集中关
注。18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过

程很琐碎，结果很奇葩。从9月下旬
事件曝光至今，狗主人几乎连面都没
露过。针对事件的基本状况，众多网
友也纷纷借助社交平台表达个人观
点，“每集都看了，直接无语了”“事实
清楚，责任明确，但是承担结果的后
续一直没有，为什么这么难”等。网
友纷纷指责王某作为公职人员不负
责任。

11月19日下午，安阳市政府
办证实，狗主人王某委托街道协调
处理此事。当天，媒体记者从安阳
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该局和事发地
社区居委会正在同步开展工作，积
极促成双方和解。当晚狗主人王
某赴受伤老人家中道歉。

11月20日，多家主流媒体介入
报道关注本次事件。新华社撰文《五
问安阳“狗咬人”事件 小事为何被拖
大？》指出，本是一起简单的民事纠
纷，为何发酵为全网关注的舆情热
点？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多个部门层
层失守，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未落
实到位，导致小事拖大。人民网报
道，安阳市针对事件专门成立工作
组，涉事人王某被停职。 综合

事件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