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
主编：肖洁 编辑：闫洁 校对：王心怡 E-mail押news＠stimes.cn4 2012年 2月 14日 星期二 Tel押（010）82614597

安心做自己想做的科研
———访南昌大学理学院青年教师张立

学府名师
南昌大学青年科研工作者系列报道

姻初平
冬日的南昌，阳光里带着几分寒意。南昌大

学理科生命楼八楼的实验室里，刚刚吃过午饭
的张立正在指导学生做实验。在这里，他每天要
度过十多个小时，实验、上课、讨论……在外人
看来乏味的生活，他却过得有滋有味。

2010年 7月，博士毕业的张立来到南昌大
学，成为理学院化学系的一名教师。一年多的时
间里，学校对科研的重视和同事的热心帮助，让
他意识到自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我觉得在这

里发展的空间很大，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在张立看来，只有热爱，才能坚持，才能有

一个良好的心态。来到南昌大学后，喜欢挑战的
他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过长期的准备，
他研究的课题顺利通过申请。
作为一类新兴的碳基材料，石墨烯在生化分

析领域已得到较广泛的研究和应用，但粒径小于
10纳米的石墨烯，即石墨烯量子点的制备方法及
其光学调控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在生化分析和
细胞成像领域的应用也鲜有报道。针对该现状，
张立从石墨烯量子点制备及光致发光性能调控

入手，在深入研究石墨烯量子点与 DNA等生物
分子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试图建立起核酸类分子
及蛋白质的定性或定量分析方法。“这项研究将
为核酸、蛋白质等生物分子传感器的构建提供新
思路，对于拓展碳基材料在疾病诊断等医学相关
领域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他说。
现在，张立不仅要专心于自己的科研项目，

还要给学生上课。每天上午，他很早就会出现在
实验室，除了给学生上课和吃饭外，几乎很少离
开。谈及科研生活的枯燥和青年教师的工作压
力，张立表现得很淡然。“以前每周都会约朋友

打羽毛球，现在也会抽时间打打网球、乒乓球。”
张立觉得，适当的运动和锻炼会让自己工作起
来更有效率。

读书期间，导师与同学们乐观、放松的态度
也对张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在的张立，也会
像其他“80后”一样，空余时间喜欢看看畅销书，
周末邀朋友、同学唱歌，假期的时候也会睡懒觉，
下班后还经常自己下厨。

科研的压力在张立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生
性乐观的他正享受着科研的乐趣。“能安心地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人物简介

张立，1984年生于江西南康，2010年获西
南大学分析化学专业理学博士学位，2010年 7
月进入南昌大学化学系工作。主要从事石墨烯
量子点、贵金属纳米材料在生化分析和细胞成
像方面的应用研究。

本报讯（记者黄辛）我国
科学家在合成生物学与光遗
传学前沿领域获得重要突破，
发明了一种简单实用的光调
控基因表达系统，将可以广泛
应用于基础研究领域，并可能
用于光动力治疗。国际权威学
术期刊《自然—方法学》2月
12日在线发表了华东理工大
学生物反应器工程国家重点
实验室、药学院杨弋课题组独
立完成的这项研究成果。

据悉，这篇关于 LightOn
系统的论文，是我国科学家在
该《自然》子刊发表的首篇论
文。由于此研究的重要性，该
杂志编辑还对杨弋进行了专
访，并将在 3月份正式出版的
“The Author File”栏目上刊出
该发现的背景故事。

这也是杨弋课题组继
2011 年 10 月在《细胞—代
谢》杂志发文以来，再次在国
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合成
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论文。

合成生物学与光遗传学
都是最近几年刚刚兴起的前
沿生物领域。光是自然界中
最普遍、最易获得的物质之
一，相对于传统的化学小分
子诱导剂来说，光诱导剂不
仅成本低廉容易获取，而且
还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精确
调控，因此利用光作为诱导
剂来调控基因表达、进而调

控生命体的各种新陈代谢活动是生物学家们一直在追
求的目标。然而，以往的方法由于技术的复杂性与局限
性很少得到应用。

杨弋课题组利用合成生物学的方法，成功开发出一
种简单、稳定、容易使用的光调控基因表达系统。该系统
称为 LightOn系统，由一个光调控的转录因子和含有目
的基因的转录单元构成。在蓝光存在的情况下，转录因子
能够迅速被激活，从而启动目的基因的转录与表达。
“该系统不仅具有诱导表达效率高、背景低、激活快、

表达量可调节等普通诱导表达系统也有的优点，还能够
在时间和空间上精确、可逆地控制目标基因的表达水
平。”杨弋介绍说，王雪、陈显军等博士生利用该系统在小
鼠活体内进行实验，实现了红色荧光蛋白在小鼠肝脏的
指定区域的光控表达。

与此同时，该课题组还用光来控制胰岛素的表达与分
泌，成功地将患有Ⅰ型糖尿病小鼠的血糖降到较低水平。

有关专家认为：“该系统使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来
控制基因的表达，不仅可以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领域研
究，还将为糖尿病等人类疾病提供一种在时间和剂量上
精确控制的基因治疗新途径。”

本报讯（记者龙九尊）2012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自
1月 23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至今，议程已经过半。工信部
下属机构中国无线电管理局近日表示，在考虑为国际移
动通信系统增加频谱的未来大会议题上，我国将最大限
度地为移动通信产业争取未来发展空间。

此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工信部副部长刘利
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负责对
未来 10 到 20 年全球无线电频谱资源进行划分，对无
线电频谱资源和卫星轨道资源方面的国际条约进行修
订，关系到我国广播电视、气象、航空、卫星定位导航、
载人航天、国防建设和下一代公众移动通信等领域的
无线电业务及其所使用的频谱资源，直接关系到经济
社会发展。

中国无线电管理局方面称，关系我国卫星气象、地面
雷达系统、水上交通通信导航等业务用频的议题输出文
件已通过大会一读审议，其结果基本符合我国预案目标
和我国利益。其中，在 7850兆赫 ~7900兆赫频段增加了全
球卫星气象业务（空对地）主要划分，在 154 兆赫 ~156 兆
赫频段增加了无线电定位业务划分，分别对我国非静止
轨道气象卫星、探测天体的地面雷达系统的未来发展等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考虑为国际移动通信系统增加频谱的未来大会议
题上，工信部相关人士称，我国代表团从我国移动通信系
统发展现状、未来技术应用、制造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
综合分析，明确了我国的参会立场，将最大限度地为我国
移动通信产业争取未来发展空间。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由国际电信联盟主办，三至四
年召开一次。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议程过半

我国力争
移动通信产业空间

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被成功治愈

姻本报见习记者冯丽妃
北京市教委日前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称，今年该市将下拨专款 9635.2万元，支持 16
个区县中小学于 8月底完成教室及黑板照明
改造，提高教室照明效果保障学生用眼健康。
记者了解到的《北京市 2010年国民体质

监测结果公报》显示，该市中小学生视力不良
检出率为 60.2%，其中高中生为 81.89%，初中
生 71.89%，小学生 43.5%。与 2005年第 5次全
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相比，北京市高、
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分别上升了 7%、19%与
27%左右。
照明与青少年近视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联

系？何为科学健康的照明？《中国科学报》采访
了医学、建筑及光学研究领域的相关专家。

人眼要求“光健康”

2011年 5月 1日，我国开始实施《中小学
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要求教室课桌面
的照度应达到 300Lx，黑板面的照度应达到
500Lx。
然而，北京市、区两级疾控中心对该市中

小学教室照明环境的卫生检测结果显示，教室
或黑板照明条件不合格的学校尚有 1496所。
全市中小学校教室课桌面平均照度合格率为
60.3%，黑板平均照度合格率仅为 22.9%。
“‘光健康’强调一种更加科学的照明方

法。除满足最基本的照明的功能性要求外，还
要考虑生理和心理健康的要求，比如防紫外
线、防眩光等。”北京安贞医院眼科主任汪军对
《中国科学报》说。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眼就像一个精

密的‘光学仪器’，能感觉到的亮度范围极宽，

可辨别从千分之几尼特直到数百万尼特的物
体。”他说。

白天，当环境亮度达到 1 万尼特时，人
眼大约能分辨的亮度范围为 200～2 万尼
特，低于 200尼特的亮度将被感觉为黑色；
夜间环境为 30尼特时，可分辨的亮度范围
为 1～200尼特，这时 100尼特的亮度就引起
相当亮的感觉，只有低于 1尼特的亮度才引
起黑色感觉。
人的视觉感知力需要依靠瞳孔和光敏细

胞的调节作用。瞳孔根据外界光的强弱调节其
大小，光敏细胞则分为锥状细胞和杆状细胞，
后者的灵敏度是前者的 1万倍。在强光和弱光
下，瞳孔与光敏细胞相互调节，使射到视网膜
上的光通量保持适中。因此，光线太强或太弱
都会给眼睛带来不良影响。
“日常照明须符合人的视觉规律与用眼健

康，在照明质量不降低的情况下，少用能量，实
现‘绿色照明’，这才是科学、健康的照明。”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光学研究室一位张姓
专家表示。

日常中的“光隐患”

“健康照明强调光的亮度与光谱。从功能
性条件看，当光线太暗时，人们会本能地靠近
视觉目标，时间一久，自然会使眼睛屈光系统
产生变化，导致近视发生。”汪军说。

然而，光线过强也会对视力产生损害。日
常生活中，看书写字只需要 100米烛光。而在
太阳下看书，照明度可达 8万～12万米烛光，
是日常照明度的 800～1000倍。

长期在强光下看书，眼内肌过度调节，会
促使近视的发生和发展，强光对视网膜尤其是
黄斑区造成损害，使视敏度下降，甚至引起永
久性视力减退。

长期在有频闪的光源下进行阅读工作，也
会使瞳孔括约肌和视网膜因过度使用而疲劳、
酸痛，甚至伤害视神经，导致头晕头痛、心烦紧
张，甚至心动过速。

我国交流电网的波形每秒有 50次上下起
伏（即 50赫兹的频率）。荧光灯管采用 50赫兹
的市电，每秒会有 100次一亮一暗的闪烁。交
流电频率引起的亮暗强弱“频闪”对于长时间
在这种光环境中工作的人眼会产生很大伤害。

如果在灯光下运用电脑，通常电感镇流器
日光灯频闪与荧光屏帧幅闪动重叠，形成光共
振，对人视觉系统伤害更大。因此，欧洲电工委
员会早在 1997年就禁止在有电脑荧光屏办公
室安装运用电感镇流器日光灯。

照明灯具的光谱也会对视力产生影响。太
阳的光谱为 100Ra，物体在太阳光的照射下，
可显示出真实的颜色。目前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规定要求在居室和办公场所，灯光的光谱达到

80Ra。即便如此，在电光源的照射下，颜色仍
会有不同程度的失真。
“从技术角度来讲，照明光谱与太阳的光

谱越相近越好。但是一个单独的光源很难有这
样的光谱范围。现在很多白炽灯，包括 LED的
照明光源与太阳的光谱成分并不一致。因此，
人眼长时间地暴露于这种环境中也是不健康
的。”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学院教授白廷柱说。
同时，室内照明必须避免或减少眩光干

扰。如果灯具、窗口或其他区域亮度比室内普
通环境亮度高得多，人们就会感受到眩光，引
起眼睛酸痛、流泪、视力降低。教室内需要安装
窗帘，以备在艳阳高照时，避免眩光的产生。

“宅”出照明隐患

照明条件不达标会对视力造成不利影响，
然而，数字化生活的普及更是让很多人每天都
置身于不健康的照明环境中。
“现在学校教室多数都用荧光灯，还是一

个不错的光源。目前来看，还没有能够替代它
的更合理、更经济的光源。”张姓研究员说。
他认为，合理用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很重要。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现在的学
生在屋里“宅”的时间比以前长很多，休闲时间
也都在做大量用眼活动，缺乏室外活动，这是
问题所在。
“青少年眼睛近视的根源不是在于光照的

条件达不到，而是应该从学习的压力以及高强
度的用眼环境中解放出来。”白廷柱表示。
“光也是一种电磁波，既有波动性，又有粒

子性。粒子具有穿透作用，在通过人体的时候
就会对人体组织产生破坏。照明光线穿透性很
微弱，在短时间内，人眼可能感觉不到光源的
刺激，但是长时间就有危害。”白廷柱补充说。

照明隐患，青少年视力杀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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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提高钢铁业环保门槛

本报讯河北省《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日前出台。据悉，新标准执行后，现有企业颗粒
物的排放浓度较现国家标准削减 50%以上、新建企
业削减近 80%；现有企业二氧化硫的排放浓度较现
国家标准削减接近 60%、新建企业削减接近 90%。
同时，新标准的实施也将促使钢铁企业减少颗粒物
无组织排放。
据悉，河北省钢铁产能的不断膨胀以及粗放型

发展方式的延续使各种问题随之凸显。此标准将倒
逼各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标准》对不同的钢铁生产工艺过程提出了不

同的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并规定新污染源必须立
即严控污染物排放，老污染源必须限期治理。同时，
《标准》对钢铁工业烧结（球团）、高炉炼铁、炼钢、热
轧等四个生产工序中 14个生产设施或单元，在颗
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三类主要大气污染物
控制方面规定了排放限值。 （高长安）

黑龙江实施
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计划

本报讯 2月 13日，记者从黑龙江省科技厅获
悉，2012 年该省将重点实施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
创业行动计划，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农业科技
园区建设。
今年该省将重点建设 30个科技特派员创业基

地和农业科技成果集成示范基地，组织 100个以上
法人单位和 2000名以上自然人的科技特派员队
伍，通过在农村创办企业、开拓市场、建立基地等，
与农民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
把优良品种、先进技术、新机具、新产品带进乡村。
同时，该省将围绕动植物新品种选育，高淀粉

专用薯、高淀粉玉米生产以及提高甜菜含糖量等方
面开展科技攻关。重点支持以玉米、粳稻、马铃薯等
为原料的食品开发、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研究，为
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提供先进技术支撑。 （张好成）

山西将 18个山区县
列为“三农”工作重点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山西省农业厅了解到，山
西省决定把 18个山区县作为农业农村工作重点
县，并重点支持、主动服务、全面推进，力争经过几
年努力，使这 18个县的农业产业水平明显提升、农
民收入明显增长、农村面貌明显改善。
据悉，山西省农业厅、山西农业大学和山西省

农科院将根据 18个县的具体情况，联合建立一批
专业性强、技术领先的产学研基地，组织开展不同
学科门类、不同层次、不同人群的有效的实用技术
培训，提高当地科技水平。 （程春生）

云南将实施千万亩陡坡地生态治理

新华社电云南省代省长李纪恒近日在云南省
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表示，该省将启动 25度以
上陡坡地生态治理工程，用 10年时间实施 1000万
亩陡坡地生态治理，今年治理 80万亩。

2011年该省完成营造林 1060万亩，改造中低
产林 407万亩，国家和省级公益林全部纳入补偿补
助范围，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250平方公里，石
漠化治理工程顺利开展。为推进“森林云南”建设，云
南今年还将改造 400万亩中低产林，搞好天然林保
护和造林绿化，完成营造林 650万亩，并实施以滇西
北、滇西南为重点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推进
各类保护地建设。此外，云南还将启动自然保护区管
理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加强重要生态功能区建设。 （吉哲鹏伍晓阳）

简讯

57岁的赵某在工地干活时不小心被钢筋刺入颅内，意识昏迷，生命危急。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专家紧急施
救，经过 3个小时的手术，终于将赵某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赵某日前已康复出院。

据该院神经外科专家李立宏介绍，刺入患者颅内的钢筋长约 30厘米，当患者被送到唐都医院后，意识已处于朦胧状
态。头颅正侧位片和 CT检查显示，钢筋斜刺入颅内约 15厘米，鼻骨、眼眶及前颅底骨折，脑组织受损严重，有颅内血肿和
轻度水肿反应，伤情严重。

由该院著名神经外科专家高国栋主持会诊方案，李立宏为该患者主刀进行了开颅手术。根据颅骨三维重建设计手术方
案，在额颞顶部将皮肤逐层切开，打开颅骨，小心退出钢筋，清理破损的脑组织及出血，并反复冲洗伤口。3个小时的手术圆
满成功。

李立宏说，患者病情复杂，手术风险极高。刺入的钢筋和眼球及视神经、脑内大血管密切相连，手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
致命性大出血。由于钢筋已刺入大脑重要的运动功能区，术中必须小心保护运动神经，防止术后出现肢体瘫痪。同时，铁锈、
毛发、碎石块等异物已随钢筋进入颅内，术中必须仔细清除，严防颅内感染。经过精细手术及术后精心护理，患者未留下任
何后遗症。 （岳丽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