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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默然成奇葩
———小盐芥全基因测定拉开耐盐植物研究序幕

姻本报记者陆琦
“我们的汞‘973’项目获得了资助！”
7月 9日下午 4点，采访结束后一小时，

《中国科学报》记者收到了中科院地球化学研
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冯
新斌研究员发来的信息。
“我国当前面临汞污染防治以及履行国际

汞公约的双重压力，迫切需要开展汞污染特
征、环境过程及减排技术原理的研究。”由冯新
斌担任首席科学家的“973”计划“我国汞污染
特征、环境过程及减排技术原理”项目，就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

我国面临最严重的汞污染问题

汞，又称水银，是环境中毒性最强的重金
属元素之一。它具有持久性、长距离迁移性和
生物富集性，在自然界中能够转化成剧毒的甲
基汞，并通过食物链高度富集和放大。
“作为世界上最大汞生产、使用和排放国，

我国已成为全球汞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冯新
斌说。

有研究显示，2005～2006年，我国汞产量
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60%左右，汞需求量约占全
球总需求量的 30%～40%，两项数据均名列全
球首位。与此同时，目前全球每年人为活动约
向大气排放 2000吨汞，其中，我国的排放量占
全球汞排放总量 1/4还多。
“我国大气汞含量明显高于欧美同类地

区，一些地区居民头发中甲基汞含量远高于发
达国家建议的限值，存在巨大的生态和健康风
险。”冯新斌说。

巨大的国际汞公约履约压力

汞是重金属中唯一能够以气态形式作长
距离传输的全球污染物，因此，远离污染源的
生态系统也会受到汞污染威胁。
“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汞排放量极少的国

家以及低密集人类活动的地区，也可能会遭受
汞污染的危害。”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大
气化学与大气污染控制技术研究室主任张晓
山研究员说。
为应对全球汞污染问题，在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UNEP）的协调下，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

国际汞公约即将于 2013年生效。
“由于我国人为汞排放量在全球汞排放量

中的比重将持续增大，所以我国将面临巨大的
履行国际公约的压力。”张晓山坦言。

6月 27日至 7月 2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出
席了 UNEP组织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就国际汞公约展开了实质性谈判。
一位参加了此次谈判的环境保护部污染

防治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是涉及环境保护公约顺利谈判的基础。
“发达国家应充分认识到，资金机制和技术支
持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
意义，希望各方能就此尽早达成共识，推动谈
判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据悉，本次会议后，UNEP还将召开一次

会议，并将于 2013年签约，届时我国汞减排形
势将更加严峻。

期待基础研究与技术突破的支撑

“国际汞公约的谈判，除了环保，更关系
到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冯新斌表示，限制
汞排放和消费已成为全球大趋势，中国无从

回避。
可是，中国汞污染防治工作却面临着巨大

挑战，存在基础研究薄弱、缺乏经济可行性替
代和减排技术等诸多问题。
如何加强汞污染防治工作，积极参与乃

至引导全球汞污染防治公约谈判进程，维护
我国权益，实现环境利益最大化，将是一个
新课题。
冯新斌表示，我国已明确将汞列为加以

重点管控的重金属之一。然而，目前的情况
是，对于我国汞排放特征和减排原理的研究
非常薄弱，对汞的环境分布、迁移和环境效应
等认识十分匮乏，对其分子转化机制、地气交
换过程和生物累积等尚不清楚。因此，迫切需
要开展我国汞污染特征、环境过程及减排技
术原理的研究。“国外已经有了近 20年的基
础研究和技术储备，而中国几乎毫无准备，这
将在谈判中非常被动。”他说。
冯新斌希望通过“973”项目的研究，阐明

我国汞污染来源、生物累积和环境效应，在汞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理论方面取得突破，提出汞
污染控制的新思路，为我国汞污染控制与履行
国际汞公约提供科技支撑。

本报都柏林 7 月 11 日讯（记者甘
晓）当地时间 7 月 11日下午，2012 欧洲
科学开放论坛（ESOF2012）在爱尔兰首都
都柏林开幕。论坛将讨论能源、气候变化、
生命科学等重要科学问题及欧洲科学的
最新进展。

爱尔兰是一个以文学和诗歌著名的国
家，而在迈克尔·希金斯当选爱尔兰总统的
第一年，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便成为“科学之
都”。开幕式上，迈克尔·希金斯的致辞以一
首诗歌开头，强调了科学、艺术与人类之间
的关系。“人类生命由星球上的一粒尘埃开
始，今天我们仍孜孜不倦地在诗行与科学
家毕生追求的事业中找寻联系。”他说。

他同时表示，如今，资源、气候、环境
问题引发来自自然界的挑战，就业率降
低、经济低迷等社会问题也带来政策层面
的考验。“而以创新思维为基础的科学，则
是解开上述难题的关键；加强科学与艺术
之间的联系，则会为创新带来更多机会。”

ESOF主席安瑞克·班达也在致辞中
指出：“科学研究是通向未来之路的钥
匙。”他表示，未来的科学研究有许多工作
要做，例如困扰人类多年的老年痴呆。“我
们还不知道它为什么发生，如何能够防治
它。”他说。

诺贝尔奖得主朱尔斯·霍夫曼则在开
幕式上发表了题为《从昆虫到哺乳动物》的
主题演讲，回顾了他近 50年的科研人生，
强调了好奇心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作用。

据悉，为期 5天的会议将有来自 70多
个国家的 4200多名学者参加，共举行 150
多场演讲。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如松也将在
中欧“科学与城市未来”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论坛开幕之前，为期 10天的“都柏林科学之都”
活动已于当地时间 7月 6日开始，旨在在整个城市
中为会议营造氛围，让科学从会场走向城市公众。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近
日，河南省周口卫生学校 14名学生，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口高考志愿被
填改为山东现代职业学院。学生们发
现高考志愿被改后，第一时间向当地
公安机关报案。山东现代职业学院招
生办称可能是其他学校的招生人员恶
性竞争，把低分考生报到了该校。他们
承诺：如果志愿被填得不理想，可以调
剂，并以贫困补助的形式给予“补偿”。
（7月 12日中国广播网）

虽然目前河南的这起案件正在调
查中，公安机关还没有宣布破案，但山
东现代职业学院招生负责人事后“可
以调剂，并以贫困补助的形式给予‘补
偿’”的许诺在无意中揭开了另一层黑
幕：原来一些高校的贫困补助可以随
便给，不用担心会被调查。难怪很多
大学生都反映高校贫困补助分配不
公，真正家庭贫困的学生得不到资助，
而一些富裕家庭却能堂而皇之地领到
贫困补助。

该学院招生负责人郑宁一句“国
家的钱又不是学校的钱，管那么多干
啥”的话无疑说出了高校贫困补助分
配不公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国家给的贫困补助金早
被一些人看成了可以随意侵吞和挪用
的唐僧肉，因为有关部门根本不会来
调查贫困补助是否发放到位，受助者
有无冒领或假冒贫困生的情况。在彻
查高考志愿篡改事件的同时，相关部
门也该对包括山东现代职业学院在内
的众多高校的贫困补助发放情况进行
认真调查核实，同时建立健全贫困补
助款的监督机制，防止贫困补助被侵

占、挪用或发给不符合领取条件的人员。
笔者认为，一方面，高校招生程序要不断完善，提高

招生透明度，减少暗箱操作空间。另一方面，对滥用高校
贫困补助金等校园腐败也要严惩，不能让校园成为腐败
的避风港。只有严厉查处各类教育腐败行为，才能还校
园一方净土。

科学时评

姻本报记者王静
小盐芥是一种生长在盐碱地的植物，开着

芝麻粒儿大小的白色花儿，既没牡丹的华丽，也
无荷花的清香，很难入普通人的法眼。但最近几
年，它却得到了生物学家的垂青，成为全球近百
个生物实验室竞相研究的对象。悄无声息中，这
种普通的野草俨然已成为一朵盛开的奇葩。

7月 9日，它登上了《美国科学院院刊》
（PNAS）。一篇标题为 Insights into salt tolerance
from the genome of Thellungiella salsuginea（《小
盐芥基因组研究揭示其耐逆奥妙》）的文章，公布
了其基因的全序列。文章的评审者认为，论文结
果揭示了非常有价值的植物抗逆机制，使人们对
植物耐盐性机制的理解迈出了一大步。同时，该
论文还被《自然》杂志评述为亮点文章。

学界认为，耐盐植物基因全序列的公布，拉
开了其深入研究的序幕。

梦想实现的突破点

在盐碱地种植粮食或经济作物是人类的一
个梦想，尤其对于中国这样可耕地少、人口多的

国家，意义更加非凡。
“土壤中高浓度的钠离子对许多植物及农作

物都造成很大伤害，严重影响植物生长和发育，
并导致作物大量减产。”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
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成才说。
他介绍，长期以来，科学家对研究植物耐盐的

分子、生理及遗传调控机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然
而，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工作均以双子叶模式
植物———拟南芥为研究材料，而拟南芥是真正的
甜土植物。利用该植物为研究材料来揭示植物耐
盐性的分子及生理机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而与拟南芥同属十字花科的小盐芥，也具有
作为模式植物的一系列良好特征：个体较小、生
活周期短、自花授粉、种子量大、基因组较小，易
于遗传转化，容易在实验室操控，并能耐受
500mM高盐（海水一般在 300～400 mM盐浓
度），同时能耐干旱和零下 15摄氏度低温，因而
成为科学家们研究植物耐受非生物胁迫逆境机
理的理想材料。

中外 7个科研团队协同作战

小盐芥全基因序列的揭秘，是由中外 7

个科研团队历经近 3年时间才完成的。
7月 9日，当《美国科学院院刊》在线发表

这篇文章后，研究项目的发起者、中科院遗传
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谢旗，终于长长地
舒了一口气。

他介绍，科学界对于小盐芥的耐盐研究热
潮始于 2005年。
当时，美国相关研究机构请他阐述研究小

盐芥的重要意义，以提供给相关科研经费的申
请部门。

为此，2009年，作为国际小盐芥研究协作
组成员的谢旗联络研究所几位各有专长的研
究员———王秀杰、陈受宜、储成才和深圳华大
基因研究院的王俊，以及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
巴纳—香槟分校教授 Han Bohnert、普渡大学
教授朱健康带领的研究团队，共同展开了对小
盐芥基因的攻坚战。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课题和
植物基因组国家重点实验室经费的支持下，7
个团队的研究人员通过近 3年的奋战，终于成
功解析了小盐芥的全基因组序列，并在理解小
盐芥在极端环境下生存的遗传机制方面进行
了探索。

最大难关是基因组装

“与其他基因不一样，小盐芥基因组重复序
列极高，从几十次到千次不等，不仅计算量大，计
算方法也要求更加精细，组装很容易出错。”作为
项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王秀杰的博士生吴华君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与其他基因组不同的
是，小盐芥没有物理图谱，因而组装十分困难。”

但研究人员突破性地利用一种层级拼接
方法对普遍使用的 Illumina GA II技术所得到
的短序列，进行了成功的拼装，获得了 234Mb
的 scaffold（框架）序列，并将其中 80%的序列整
合到小盐芥的 7条染色体上。

研究人员推测，小盐芥基因组存在编码蛋
白基因 28457个，其中大部分基因都与拟南芥
具有一定的同源性。

相比拟南芥，小盐芥存在更多的“应激响
应”基因。这些“应激响应”基因，通过大片段基
因加倍和基因串联加倍，得到的许多加倍基因
使小盐芥获得了良好的高耐盐性。

这几天，吴华君和谢旗课题组的张钟徽博
士等 7位研究人员，作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
者，看到自己几年的劳动有了成效，备感欣慰。

本报讯（记者丁佳）7月 9 日，中国科学院与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公司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科院院长白
春礼和航天科工总经理许达哲等出席签约仪式。

白春礼表示，中科院与航天科工的合作可追溯到 1965
年，双方在多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及重点工程任务中建立了
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综合国
力的提升作出了应有贡献。

白春礼指出，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了新
的、全方位的发展阶段，也是对刚刚闭幕的全国科技创新
大会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具体落实。“创新”和“人
才”将成为这一合作阶段的主题，双方要根据中国航天中
长期发展战略和“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的需求，充分发挥
中科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优势以及航天科工的应用
开发和工程转化优势，共同推进中国航天技术创新和跨越

式发展。
白春礼还就双方未来的合作重点谈了几点意见。他说，双

方要加强战略研究，共同凝练重大科技目标，加强核心技术、
专项技术联合攻关，提升技术水平，支撑航天事业发展；要加
强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的基础研究以及新技术、新工艺、新
产品的研发工作；要联合培养人才和促进人员交流。

许达哲认为，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双方的合
作已步入更高、更广、更新的领域，将更加有力地推动双方建
立平等、互利、共赢的全方位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扩大在空
间探测、新材料应用、物联网、信息等技术领域及人才培养等
方面的合作。航天科工将以此为契机，与中科院携手并进，提
升优势，做强做优，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科院副院长阴和俊与航天科工副总经理承文代表双方
在协议书上签字。

中科院与航天科工达成战略合作

中国汞污染研究面临“内忧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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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辛）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近日在
嘉定新园区举行仪式，签订“城市建筑绿色能源集成
创新示范展示工程”（IDEA）项目任务书。该工程以让
未来城市建筑（群）成为独立能源产生者、高效能源利
用者和城市智能电网细胞单元为目标，为人们展示能
源供应更环保，能源利用更高效，电源系统更灵活、更
可靠、更安全的未来城市前景。

据介绍，该工程的主要任务是集成中国科学院在
光伏电池、储能系统、先进节能以及能源微网控制系
统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技术和产业化成
果，利用上海硅酸盐所嘉定新园区 10万平方米 2期
工程建设机会，打造城市建筑绿色能源集成创新示范
展示工程，实现从概念、材料、模组、部件、系统到应用
示范的创新跨越。

该项目包括一个系统、三大模块和六个展示项
目，将在上海硅酸盐所嘉定新园区中建设以能源微网
控制系统为中心的发电、储能和节能模块。

上海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王建宇表示：“IDEA
项目源头的知识产权是从上海硅酸盐所开始的，但并
不是关在研究所里面做的，大多是和企业一起来做
的，这非常符合‘创新主体在企业’这个宗旨。”
“IDEA项目是一个崭新的构想，集成了一批先进

的绿色能源、储能、节能等技术和产业化成果，其中钠硫
电池、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是上海硅酸盐所‘一三五’规
划中三个重大突破中的两个。”上海硅酸盐所党委书记、
副所长王龙根表示，这个项目的实施是该所扎实推进
“一三五”规划落实的抓手，契合国家未来的能源发展战
略，也完全符合刚刚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的精神。

上海硅酸盐所推进城市
建筑绿色能源集成示范

本报讯（记者李晨）7月 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京
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国家知识
产权局局长田力普指出，要推动知识产权工作更好地服
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

田力普在会上传达了胡锦涛总书记就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出的 6点意见。第一，
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科技实力、
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实现新的重大跨越；第二，大力培
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第三，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强
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体系协调发展；第
四，进一步完善人才发展机制；第五，加强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保护、管理，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讲科学、爱
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和良好风尚；第六，提
高我国科技发展国际化水平，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
创新。

田力普指出，知识产权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不可
分割，国家知识产权局全体干部职工要用卓越的工作服
务和支撑企业技术创新。

随后，田力普就国家知识产权局贯彻落实大会精神
进行了部署。他要求全局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学习领会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
策部署上来，要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

国家知识产权局学习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

7月 12日,南京“仿明代郑和宝船”主船体落成，正在南京参加 2012中国航海日主会场活动的嘉宾们出席落成仪
式，参观初具雏形的宝船。

依据史料复建的“仿明代郑和宝船”设计总长 71.1米，型宽超过 14米，排水量 1800吨。船体分为 5层，有六桅六
帆，主桅高 38米，将是一艘全木质结构、能进行远洋航行的最大仿古木帆船。

按复建计划，该船将于今年底完成主体设备安装，2014年下水。试航成功后，将开启“八下西洋”的海上之旅。
图为正在复建中的“郑和宝船”。 万象摄（新华社供图）

“郑和宝船”主船体结构落成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