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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静）4 月 19日，“国
际高等植物表观遗传学会议”在中科院
遗传与发育所举行。美国科学院院士、著
名生物学家朱健康应邀作了《DNA去甲
基化在拟南芥中的研究》的报告。

会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
朱健康表示，植物抗逆境的遗传机理是
一个很有意思的科学问题，虽然许多科
学家已进行了研究，但植物抗逆的表观
遗传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我对此很有兴
趣。我的实验室一半内容研究表观遗传，
一半内容作逆境研究。大部分课题是在
研究植物抗盐抗旱抗冷抗热的机理。”

朱健康在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
所建立了一个逆境研究实验室。他表示，
逆境实验室只是一个起步，中科院和上海
市还将联合建立一个植物逆境研究中心。

朱健康告诉《中国科学报》，逆境植
物的研究前景很广，可以解决许多困扰
人类发展的问题。例如，若把抗盐植物的
抗盐基因找出来，弄清楚其抗盐机理，再
将这些机制转入其他植物，那么中国的
许多盐碱地就会成为宝地。

关于植物逆境的研究，在基础研究
方面，科学家已找到了一些重要的抗逆
基因。澳大利亚的科学家还成功地利用
这些基因，开展抗逆性小麦的育种。

但朱健康认为，真正的转基因抗逆农
作物还没有出现，特别是很抗逆的农作
物，目前还停留在人们的想象中。“实际
上，不论抗旱，还是抗盐，比人们想象的复
杂得多。其复杂性不亚于癌症研究。”

朱健康表示，非常希望在中国设立
的植物抗逆研究中心能实现大突破，做
出具有革命性的项目。

谈及如何看待中国的科学发展，朱
健康表示，中国科学目前正处于黄金时
期，既有人力资源，政府也愿意投资。“尽
管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大家都在努
力改变。尤其是生命科学，在各学科中所
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据朱健康介绍，生物医学也是当
前美国投资最多的学科之一，仅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每年就会投入 300 多
亿美元。

除了来自国家的投资增多，生命科
学研究热从此次爆满的听众人数也可
见一斑。

北京大学一位女生告诉记者，她不
是学表观遗传的，但这个领域做得最好的科学家来作报告，很
想开开眼界。
“我是学表观遗传的，现在正在做真菌的表观遗传。”中国

农业大学一位在读博士生说，“现在表观遗传非常热，人们都
很有兴趣了解其中的机理和机制”。

我学者当选亚太科学中心协会总议员

本报讯记者从日前在新加坡举行的第 12届亚太科学中心
大会上获悉，广东科学中心主任王可炜当选亚太科学中心协会
（ASPAC）新一届总议员，成为该组织目前唯一的中国专家。

ASPAC成立于 1997年，为亚太地区最主要的科技馆 /博物
馆联盟组织，旨在为各国科技馆 /博物馆人员及馆际沟通联系
提供交流平台。目前已有 48个会员单位，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去
年，第 11届大会在广东科学中心举办。
广东科学中心位于广州大学城，于 2008年 9月建成开放，是目

前亚洲规模最大的科技场馆，王可炜为该中心负责人。 （王卉）

第 14届“鞋博会”凸显科技创新

本报讯 4月 19日，第十四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博览会开
幕。此次鞋博会展示了中国“鞋都”———晋江的众多名牌产品和
产业生态链，并引导企业加强科技创新。
据了解，晋江制鞋业拥有大量先进的技术设备，并注重自主

研发的投入，全市规模以上鞋业企业均自行配套产品研发机构，
从而掌握了鞋业生产 2000多种核心技术，拥有 189项专利。
此次博览会开幕前，组委会还向省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征

集了鞋业方面的科研成果，并实地了解企业技术需求，促成相关
企业与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达成 5项科技创新项目。

（杨钊良杨纯财）

国产高档数控机床跻身欧美高端市场

本报讯 记者从近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数控机床展上了解
到，由中国机械行业 500 强企业江苏亚威机床公司研发生产
的系列精密锻压机床，近两年在欧洲高端市场始终保持 300
台套以上的年销量，创造了我国数控机床占领欧洲高端市场
的好成绩。
长期以来，我国各类机床产品及相关重大装备一直处于中低

端水平，高端市场应用和重大装备加工机床主要依赖进口。据该
公司总经理冷志斌介绍，他们最新研发的高档数控机床实现了金
属平板加工与卷板加工设备的全覆盖，通过自主创新与吸收国际
先进技术，在光纤激光切割、智能化、柔性化技术领域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潘锋朱小卫）

民众小儿斜弱视基金在京启动

本报讯 4月 21日，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民众小儿斜弱
视基金启动仪式在北京民众眼科医院举行。此次活动由北京福
建企业总商会、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主办。
该基金由企业家詹阳斌倡导发起，旨在救助家庭困难的斜

弱视儿童，为他们的手术医疗及术后康复等提供资金支持。
据了解，北京京华公益事业基金会主要有助学行动、关爱老

人和医疗扶贫三个项目。助学行动每年为在京高校优秀贫困大
学生提供每人 2000～3000元资助；关爱老人项目主要向京闽两
地的孤寡老人提供精神和物资上的关怀；医疗卫生项目则向重
大疾病患者捐助一定的医疗费用。 （杨钊良杨纯财）

中国科学院院士经福谦逝世

本报讯 4月 2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爆炸力学和高压
物理学家经福谦，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 83岁。

1952年，经福谦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后到长春地质学院
任教。1960年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
九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中物院科技委副主
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经福谦提出了内爆实验中“严重稀疏范围”和“信号通道绝

对保护”的重要概念，指导制定了特殊材料的高压状态方程，解
决了地下核爆炸中测量超高压状态方程的关键技术，领导了气
体炮加载的系列技术研究，参与组建“冲击波物理与爆轰物理国
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 （彭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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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洪蔚
青藏高原的古海拔高度，是一个全球热

点问题，也是一个争议颇多、各派观点分歧极
大的研究领域。多年来，地质学家、地球物理
学家、古生物学家纷纷以各自的研究所长，探
求青藏高原古海拔的“真相”。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

员邓涛领导的研究小组，以新近在海拔近
4000 米的札达盆地发现的札达三趾马化石
为依据，为 460万年前的青藏高原海拔高度
确定了精确的标尺。
研究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

要方向项目、科技部“973”项目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的支持。4月 23日，《美国科学院
院刊》在线发表了此项研究成果。

与众不同的札达马

三趾马是一种曾遍布世界的古哺乳动
物。在青藏高原，目前共发现了三种三趾马：
福氏三趾马、西藏三趾马、札达三趾马。
西藏三趾马发现于上世纪 70年代，同时

期发现的还有一种现在青藏高原地区常见的
植物———高山栎的化石。
这两个物种在高原地带的出现，为我国

学者描绘青藏高原隆升历史提供了直接的证
据。研究人员据此指出，自 1000万年以来，青
藏高原的海拔上升了约 3000米。
第一件札达三趾马化石则发现于上世纪

90年代。由于化石埋藏地点与西藏三趾马相
似，在 3000米左右，且只发现了头部，因此除
了在生物学上确定是一个三趾马新种外，在
青藏高原的古海拔研究方面，未能取得更多
进展。
邓涛等人新近发现的札达三趾马，埋藏

地点接近海拔 4000米。更重要的是，此次发
现的化石是一件较完整的骨架。
在对札达三趾马的肢骨化石进行研究

后，邓涛等人发现，札达三趾马有着“与众

不同”的运动机能和生活习性，而这种“与
众不同”恰恰为确定青藏高原古海拔高度
变化提供了新证据。

在开阔的草原上飞奔

三趾马和它们的现生近亲———马，在足
部结构上很不相同：三趾马用三趾行走，而现
生马类则只剩下中趾，其余都已完全退化。

这种足部骨骼结构表明，与善于奔跑的现
生马相比，早期的三趾马都是速度较慢的动
物。“就像人在跑步时，仅需要前脚掌着力，而
行走时，则需要整个脚掌受力一样。”邓涛说。
三趾马的“缓行”特性，与生存环境有关。

以往的研究表明，包括西藏三趾马和三趾马
的祖先———欧洲原始三趾马在内的一些早期
三趾马，生活在森林中，没有足够的空间供其
驰骋。
札达三趾马则不同。“它们的中间趾骨非

常发达，而内外两趾严重退化。”邓涛说，这种
骨骼特征表明，札达三趾马在奔跑能力上更
接近现生马类，是一种善于奔跑的动物。

同时，研究人员在札达三趾马的膝盖部
位，发现了一种叫“锁扣”的骨骼结构机制，这
一机制能保证札达三趾马可以长时间站立。

善于奔跑、能长时间站立，指示了札达三
趾马“与众不同”的生活环境———开阔的草原。
邓涛说，草原地带视野开阔，生活在草原

的食草动物，大多站立进食、休息，并随时准
备奔跑以避开掠食动物。
目前，在札达盆地的草原上，还生活着一

种三趾马的近亲———藏野驴。札达三趾马在
运动构造上，与藏野驴非常相似。

邓涛表示：“两者间并不存在直接演化关
系，这种相似在生物学上，称为趋同进化，指
示了两者间极为相似的生活环境。”

更精确的青藏高原隆升图

从森林到草原，新发现的札达三趾马为

青藏高原隆升历史提供了更精确的“时间表”
与“高度表”。

札达盆地地处青藏高原南缘，由于地势陡
峭，植被垂直分布，这里的草原都分布在林线
以上。植物学和生态学的新近成果表明，目前
在青藏高原南缘的札达地区，林线的高度为
3600米。
以这些数据作为参考，经过换算，邓涛等

人认为，在札达三趾马生活的时期，札达地区
的林线高度在海拔 4000米处，与发现化石的
地点海拔接近。也就是说，札达盆地至少在
460万年前的上新世中期，已达到现在的海
拔高度。

从 1000万年前代表了当时西藏最高海
拔高度的西藏三趾马（3000米以下），到 700

万年前的福氏三趾马（2900～3400米），再到
460 万年前接近当前海拔高度的札达三趾
马，邓涛等人的最新成果清晰地描绘出青藏
高原逐步隆升的过程。
目前，在青藏高原古海拔研究中，有两大

派别的观点对立最为鲜明。以美国地质学家为
代表的学者，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方法计算
认为，青藏高原早在 4000多万年前，就已达到
现在的高度。而我国学者认为，青藏高原是在
近 4000万年内，逐渐隆升起来的。
对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的计算结果，很

多人提出质疑认为，由于其算法在计算大时
间尺度时累计误差过多，才产生了现在的结
果。而邓涛等人的最新成果，从一个侧面再次
对这种结论提出了挑战。

札达三趾马揭示青藏高原隆升史

两匹札达三趾马在青藏高原的开阔草原上飞驰而过。 陈瑜绘

本报讯（记者张楠）近日，中科院等离子体所承担的大科学
工程“东方超环”（EAST）辅助加热中性束注入系统兆瓦级强流离
子源分别完成了氢离子束功率 3兆瓦、脉冲宽度 500毫秒的高能
量离子束引出实验，以及束功率 1兆瓦、脉冲宽度 4秒的长脉冲
离子束引出实验，实验结果接近项目设计指标。

中性束注入系统是 EAST辅助加热项目的两大辅助系统
之一，完全由我国自行研制。研究涵盖精密强流离子源、高真
空、低温制冷、高电压及隔离技术、远程测控及等离子体和束
诊断等多个科学领域。

兆瓦级强流离子源是中性束注入器的龙头部件。此次实
验测试在对强流离子源测试的同时，也对整条束线进行了性
能测试。实验测试的成功体现了离子源初步达到预期的设计
指标，标志着我国自行研制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性束注
入加热系统基本攻克所有重大技术难关，使我国中性束注入
加热的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东方超环中性束注入系统
成功引出 3兆瓦离子束

中性束注入装置

本报讯（见习记者甘晓）在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和找矿取得
重大突破之际，地质文化发展有望迎来第三次高潮。这是记者
在 4月 20日由中国地质调查局主办的“资源·文化专家论坛”
上获得的信息。
“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和找矿重大突破集成成果”建立了陆

缘增生—大陆碰撞成矿理论，揭示了青藏高原的区域成矿规
律，并于今年 2月获 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历时
10年的项目不仅填补了青藏高原地质工作的空白，还铸就了
地质队员艰苦奋斗的“青藏精神”。
“我们在高海拔地区用双腿丈量出了我国第一套青藏高

原实测地质图件。”中国地质调查局研究员、国土资源部原总
工程师张洪涛特别指出，这是成千上万地质工作者长时间协
同创新、艰苦奋斗取得的成果。

对此，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常江认为，在当前形势
下，地质文化将迎来第三次高潮。前两次高潮分别在新中国成立
后的头 15年及改革开放后的 10年中产生。其间，大量影视文学
作品反映了“三光荣”（以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
立功为荣）、“四特别”（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奉献）的地质人精神，并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我国地质文化发展
将迎新高潮

本报讯（记者张巧玲）“您能告诉我宇航
员选拔的条件吗？我怎样才能成为宇航员？”
“太空怎么样？”“你在太空中是怎样克服困
难的？”……

4月 21日，200多名北京中小学航天爱
好者聚集北京天文馆内，与美国宇航局奋进
号航天飞机指挥官马克·凯利面对面交流。
“我非常高兴中国有一个很好的航天项

目，我七年前到北京来，正好是杨利伟第一
次进入太空。”马克·凯利说。

据悉，马克·凯利此次中国之行，是专程
应美国嘉康利公司邀请，来华参加“探索奋
进·成就梦想”的中国科普行活动。活动中，
马克·凯利就自己为实现梦想的奋斗过程、
太空经历、航天知识等与航天爱好者进行了
交流。

据介绍，马克·凯利 1964 年出生。1996
年 4月，他与孪生兄弟斯科特从 3500人中
脱颖而出，成为 35名宇航员候选人之一，经
过各种艰苦训练，最终成为美国宇航局正式
宇航员。2001年，马克·凯利担任奋进号航天
飞机飞行员，2006年成为发现号航天飞机指
挥官，2011年 5月担任奋进号航天飞机指挥
官。他曾四次进入太空，是美国传奇式的英
雄人物。

美航天飞机指挥官
与中国学生面对面

兰州请污染大户出城
本报讯（记者刘晓倩）4月 20日，兰州市召开第七次全

市环保大会暨城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整体战攻坚战誓师大
会。该市市长袁占亭指出，将通过搬迁一批、淘汰一批、改造
一批、整合一批等措施，力争三年内实现全市工业污染物烟
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较 2010年削减 30%以上。

袁占亭坦承，受特殊的城市地貌和气象条件、不尽合理
的工业布局和能源结构、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燃煤污染、扬
尘、机动车尾气等诸多因素影响，虽然先后实施了“蓝天计
划”、清洁能源改造和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特殊工程，兰州市
大气环境质量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特别是冬季大气
污染比较严重。

据介绍，兰州计划在 2014年前让具备条件的 130户工
业企业全部“出城入园”，力争尽快形成工业企业在园区集
聚发展的格局。

袁占亭指出，要抓好重点企业改造和落后产能淘汰，重

点完成全市 68户重点污染企业的 82项除尘、脱硫、脱硝设
施升级改造，对城区及周边 162户工业企业严格落实冬季
限产停产措施，对 39户企业的落后产能实施限期淘汰。要
发展培育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多元支柱产业。2014
年底前完成城区 800余台 5000蒸吨燃煤锅炉改造，逐步提
高清洁能源的使用率。加快实施以国电范坪热电、大唐西固
热电、国电兰州热电为热源的“西热东输”和东市区供热管
网建设，力争到 2014 年城区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 95%以
上。实现城市建成区、9大高坪地区和部分周边区域天然气
管网、供热管网和供水管网全覆盖；加强燃煤小火炉监管，
进一步加强对棚户区、城中村、小市场及周边区域的监管。
加快整合城区 56家煤炭经营企业，尽快规划建设低硫低灰
配煤中心。把好机动车源头管控关。抓好以兰州新区为重点
的生态建设、以“两山一河”为重点的景观建设和以城市美
化为重点的园林建设。

我国建成世界最长钢管桁架梁公路桥
新华社电 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钢管桁架梁公路桥———

四川雅（安）泸（沽）高速公路干海子特大桥于 4月 圆圆日竣
工。它被交通运输部列为我国西部山区桥梁建设的科技典
型示范项目，标志着我国艰险山区高速公路桥梁建设的科
研与施工取得重大突破。

位于四川省石棉县境内的干海子特大桥全长 员愿员员米，
桥宽 圆源援缘米，共 猿远跨。它在世界上首次采用钢管混凝土桁
架桥梁和钢管格构桥墩，最长的连续梁为 员园源源援苑米，最高桥
墩达 员园苑米，在世界同类型桥梁中排名第一。大桥的主体结
构全部采用了钢纤维混凝土，这在世界桥梁建设史上也属
首例。

中国铁建二十三局集团干海子特大桥项目指挥长李治
强说，与传统的桥梁相比，这种桥型减轻了桥梁的自身重量
缘园豫以上，抗震性能良好，并且减少了近一半的桥梁桩基数
量，大大节约了资源。同时，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施工占
地，有利于环境保护。

李治强介绍，干海子特大桥穿越海拔 圆缘园园多米的托乌
山脉 怨级地震烈度带以及多个溶洞群和煤层采空区，地质
条件之复杂、工程之艰巨，为我国山区桥梁建设所罕见。中
国铁建二十三局集团与建设、设计和科研部门密切协作，先
后攻克了“钢格构桥墩吊装对位”、“巨型钢桁梁曲线顶推焊
接”等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 （齐中熙 黄仕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