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4 2014年 1月 8日 星期三 Tel押（010）62580620 主编：肖洁 编辑：张双虎 校对：王心怡 E-mail押news＠stimes.cn

姻本报见习记者 王珊
遇见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伍荣生，是

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年近 80岁的老院士静静
坐在一旁，亲切平和。
首次建立四力平衡条件下的边界层动力学

模型，应用到大气边界层动力学的研究；作为组
织者和主要研究者所完成的“中尺度锋面动力过
程研究”，获得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组
建了中尺度灾害性天气国家专业实验室，在此基
础上发展为中尺度灾害性天气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如果不是看到坐席卡上的名字，很难将眼
前这个普通的老人，与这些大气科学方面的瞩目
成就联系起来。
因为一辈子都在与大气、风云打交道，伍荣

生被笑称为“风云人物”。
“事实上伍老师非常随和，学生们都特别喜

欢与他接触。”南京大学副校长谈哲敏是伍荣生
的学生。1984年，谈哲敏还是大二学生，就读于南
京大学大气科学系，因南京大学启动本科拔尖学
生培养计划而进入伍荣生的研究小组。

本科、硕士、博士，谈哲敏一直师从伍荣生，
毕业后又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课题组工作。
一晃 30年过去了，对于自己的导师，谈哲敏非常
敬重。
“他是一个特别书生气的老师。”谈哲敏告诉

记者，伍荣生对科学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喜欢去
研究，没有太多的功利性，“他很纯粹、很淡泊”。

1934年，伍荣生出生于浙江瑞安县一个书香
门第，父亲是浙江大学教师。受家庭的熏陶，伍荣
生从小就喜欢看书，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
籍，只要开始读一本书，他就会认认真真、集中精
力读透，弄清其要义。这种好读书、好求知的习
惯，他一直保持至今。

“现在回想起来，他的爱好也就是看书。”在
谈哲敏的记忆中，老师就是喜欢翻翻新书，看看
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他对前沿的把握很准，对新事物也非常敏

感。”谈哲敏很佩服老师这点。
“求新”是伍荣生在科学研究中的一贯追

求，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大气科学中新问题的孜
孜以求，而且对一些看似成熟的问题，他也能
独辟蹊径，从中得到新认识和新观点。如在非
均匀介质中波动传播问题的研究中，伍荣生摒
弃了经典研究中采用的位相满足连续性原理，
指出频率随时间的变化是位相变化的外源，并
由此揭示了非均匀介质中波动传播的许多新
特征。
“直到现在，他还在做一些新的东西，比如他

在物理学中看到一些新概念，他会想着如何和大
气科学结合起来。”

谈哲敏说导师对他的影响很大，不管是做学
问，还是做人。“他只是踏踏实实地去做事情，并
不介意得到的荣誉多少，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多
年的科学研究工作中，伍荣生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并时时以此句勉励自己钻
研难题永不懈怠。

从如何选题、如何认识事物的本质、到如何
将问题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谈哲敏和所有的同
门都经历了伍荣生“手把手”的指导。

伍荣生会告诉学生问题的所在以及解决问
题的重要性，然后放手让学生去思考、去做。“他
会给我们一个切入点，一个范围。”

谈哲敏说，伍荣生的指导对他初期的研究起
了很大的作用，而他的研究也正是从那时开始。
“现在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好多课程都是

从伍老师那儿传承下来的。”对于自己的老师，谈
哲敏言语中透露着自豪。

1月 6日，中国一队选手在进行冰雕作品的制作。
当日，第 28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雕比赛拉开帷幕，40多名中外冰雕艺术大师“挥刀弄

铲”，通过冰雕创作展现世界各地的风情和文化。 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简讯

发现·进展

我与导师

国人的血为何这么难抽

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献血率的统计显示，中国无偿献血率远低于发达
国家。这也是中国“血荒”频现的重要原因。

姻本报记者 彭科峰 实习生 王威

2014年 1月 2日，北京火车北站广场
外，静静停着一辆巨大的箱式献血车。尽管
广场上人潮涌动，但整个下午，主动走进车
内的人却寥寥无几。

这一场景，恰恰验证了世界卫生组织
此前有关献血率的数据统计：高收入国家
献血率为每千人 39.2次。而中国无偿献血
率仅为每千人 8.7次，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推
荐的每千人 10次。

毫无疑问，低献血率导致了紧张的血
液供求关系，在献血淡季，部分地区还会出
现“血荒”状态。以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为例，
2013年以前的血荒曾持续 15年。

国人为何不爱献血？近日，《中国科学
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和有关工作人员。

宣传工作缺位

“你觉得献血对健康有害吗？看到街头
的献血车，你会主动献血吗？”在北京市海
淀区中关村一个献血点不远的地铁口，《中
国科学报》记者随机对 20余名乘客进行了
采访。他们表示，在街头看到献血车早已习
以为常，但对有关献血的知识并不了解，也
不曾上前了解，因此没有去献血。

“除非事先决定了去献，我才会主动了
解这些信息。”从事 IT工作的张先生告诉
记者。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认为，我
国献血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宣传不到
位，从而导致民众顾虑重重。“在传统观念
中，血液直接关乎健康，缺乏相关知识的人
很可能做不到主动无偿献血。”卓小勤向
《中国科学报》记者这样表示。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研究员
李贻奎也认为，关于献血知识的宣传应更
加积极主动。“对于很多缺乏血液知识的
老百姓来讲，献血有点难以接受。”不仅如
此，很多献血者也只能通过其他途径了解
需要的信息。从一些互动论坛上，经常可
以看到网友提出“献完血出现不适如何恢
复”，“什么体格才适合献血”等问题，这些
问题在血液中心的宣传中并没有得到很
好的解答。

各地相关机构对于献血的宣传，口径
往往也不统一。“有的说献血有益健康，有
的说献血无损健康，你让老百姓相信谁？”
刘江说。
“官方在宣传方面应更有所作为。”卓

小勤说，“知识性宣传和鼓励性宣传二者不
可偏废。做好两方面宣传，才会有更多人加
入到献血者阵营中来”。

献血者难用血

除了宣传策略收效不佳，负面消息和
献血者用血难的问题也成为国人不爱献血
的主要因素。
在现行献血政策中，“互助献血”占据

很大比例，在医院用血紧张时，需要用血者
亲友、同事临时无偿献血，血站检查合格
后，再负责调配血液给患者。

在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崔小波看来，这
是一种低层次的社会互济式献血。“虽然
这也属于无偿献血，但算不上是志愿献
血。”

崔小波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这
一献血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由血源紧张而
产生的“无奈之举”，却在现实中催生了
“以血牟利”的怪胎。“卖血”“假献血”“地
下血市”等现象在一些地区确实存在，加
之一些媒体浓墨重彩的宣传，让人对献血
望而却步。
此外，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在用血时，

优惠政策并不一定能落到实处，这非常打
击献血者的积极性。加之我国人口流动较
大，跨行政区域用血涉及不同地区的用血
政策，献血者在需要用血时，很可能得不到
任何优惠。
“献血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持续献

血。”卓小勤说，“如果这部分人的积极性
被损害，后果会更严重。”

公民社会未成型

无偿献血率极低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
深层的原因？在崔小波看来，西方发达国家的
高献血率，还与其发达的公民社会有关。
“在我国，理性的公民社会并不完善，公

民互助关系薄弱。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更多通
过‘熟人’而非‘社会’来寻求帮助。”崔小波表
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互助制度的建设和
志愿者意识的培养显得非常重要。”

崔小波认为香港有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的地方。同样以“熟人社会”为主的香港早
在 19世纪 60年代就开始建立社会志愿服
务体系和义工体制。时至今日，香港的献血
率已达到每千人 30次，是内地的 3倍多。
“某些活动中，我们可能会产生部分志愿

者，但这远远不够。志愿服务是长期的，应变
成各级教育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进而提
高‘为他人’的精神境界。”崔小波说。

关于“中国式献血”何去何从，崔小波
表达了他的思索，“现实中我们是否应该从
实际出发，设计出更合身的献血制度呢？比
如给无偿献血者多一些权利。让献血者建
言献血制度设计都是非常必要的”。

南京大学副校长谈哲敏谈导师伍荣生院士：

“风云人物”的书生气质

世界最大柔性直流变压器研制成功

本报讯 1月 6日，记者从保定天威保变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获悉，由该公司自主研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首台容量最大柔性
直流变压器在舟山五端柔性直流项目定海站
一次性通过所有试验，宣告研制成功。
据悉，舟山柔性直流项目是国家电网公

司重大科技示范工程，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五
端柔性直流输电工程。 （高长安梁敏）

全球灾害风险综合研究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1月 7日，为期 3天的 2014年全
球灾害风险综合研究会议（IRDR）在北京国
家会议中心开幕。此次会议主题为“综合灾害
风险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工具”。参会者包括
来自科学界、政界、实业界、基金会以及减灾
防灾机构等多个领域的相关人士。
此次会议议题包括水与灾害、减灾防灾

科学与国家政策、科研工作与实践工作的协
同、综合风险管理等，会议同时涵盖了灾害风
险综合研究评估、司法灾害调查、风险了解与
行动等活动。 （冯丽妃）

山西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增至 180个

本报讯记者 1月 7日从山西省经信委获
悉，该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目前已增加至 180
个，覆盖全省重点行业和重要经济领域，为山
西省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创新载体。

近年来该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品牌价值
和含金量逐年提升，对企业的吸引力不断扩
大。2013年该省共申报 45个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和 2个省级行业技术中心，领域涉及机械、
电子、食品、医药、纺织、建筑等 6个行业。

（程春生邰丰）

中山大学学子获
智慧地球挑战赛全球冠军

本报讯近日，由 IBM与 IEEE共同举办
的“2013智慧地球全球挑战赛”落下帷幕。中
山大学 SYSUMSTC 队的作品从全球 126家
大学中脱颖而出，获得全球总冠军。

本次比赛从 2013年 6月开始，时间跨度
近半年。大赛希望学生在比赛中开发一个能
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方案，学会应用工程及
商业等知识与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

（李洁尉蔡珊珊）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
员周飞）记者近日在中科院华
南植物园获悉，该园科学家在
红树林研究中，估算出中国红
树林生态系统固碳量为 700万
吨。相关研究发表在《环境管理
杂志》上。

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海岸
带海陆交错区重要的生态系
统，在防风固浪、全球碳循环及
涵养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目前全球尚缺乏较精确的国家
尺度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固碳量
及固碳潜力研究。

华南植物园植被与景观生
态学研究组硕士生刘红晓在导
师任海研究员指导下，基于国
家红树林资源调查及野外补点

实验，估算出中国红树林生态
系统固碳量达 6.91±0.57Tg
（1Tg=1012g），其中 81.74%分布
在土壤中，18.12%在红树林的
乔木层，凋落物及林下层仅固
定了 0.08%。这个数值相当于
1995~2007 年间浙江省年排放
碳的总量。

研究人员还发现中国红
树林生态系统固碳潜力高达
28.81±4.16Tg。中国红树林生
态系统的平均固碳密度介于全
球热带和亚热带红树林平均固
碳密度值之间，表明全球红树
林生态系统固碳密度有纬度连
续分布特点。研究还表明，在中
国现阶段，通过扩大造林面积
比选种优良固碳树种和改进林
地质量更能增加固碳量。

中国红树林生态系统
固碳 700万吨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本报讯（记者成舸 通讯员
武力）近日，记者从中科院亚热
带农业生态所获悉，该所研究
人员将精氨酸作为一种特殊的
功能性氨基酸添加到饲料（粮
食）中，可提高动物（人）肠道抵
抗霉菌毒素的能力，使机体与
毒素得以“共存”，从而降低了
发霉食品中毒的风险。这为采
取营养调控手段解决粮食霉菌
毒素污染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相关研究发表在 2013年 12 月
份的《氨基酸》上。

霉菌毒素主要通过诱导机
体细胞膜脂质过氧化损伤，从
而造成细胞凋亡和毒性反应。
但如何应对霉菌污染，长期以
来人们仍缺乏理想手段。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
亚热带农业生态所研究员印遇
龙团队长期致力于动物营养、
免疫与疾病方面的研究。近年

来，他们把工作重心放到了解
决我国老百姓关注度日益增高
的食品安全问题。

在国家“973”计划项目资
助下，研究人员将饲料在自然
条件下进行霉变处理，饲喂 55
公斤的成年育肥猪，从而建立
毒素诱导模型。研究发现，对摄
入霉菌毒素污染饲料的育肥猪
作添加精氨酸处理，能增强机
体抗氧化能力，从而减轻毒素
产生的氧化损伤；提高肠道黏
膜屏障功能，从而增强肠道抵
抗病原菌定植的能力；改善肠
道形态结构，从而促进氨基酸
的转运，增加营养物质沉积效
率。这表明精氨酸确能发挥肠
道保护和修复作用，从而缓解
霉菌毒素对育肥猪的毒害损
伤。研究人员表示，该实验以猪
为动物模型，可将结果推广至
人类。

精氨酸
可助生物体“抗霉”

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所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所

研究剑指银屑病

博士生在三顶刊实现“大满贯”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许颖、黄

琳）近日，由“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华大基
因研究院”2011级博士生金鑫作为并列第
一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安徽医科大学、深
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合作完成
的研究《大规模扫描发现可能引起银屑病
的编码区突变》在《自然—遗传学》上发
表。这也意味着金鑫以并列第一作者身
份，实现了《自然》《科学》《细胞》三大顶尖
学术期刊的“个人大满贯”。

银屑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

肤病，其发病机制也比较复杂，目前尚缺
乏长期有效的治疗方法。虽然近年来全基
因组关联分析发现了大量与银屑病关联
的常见突变（>5%的等位基因频率），但只
能解释部分遗传因素。

来自华大基因和安徽医科大学的科
研人员对 781位银屑病患者以及 676位健
康对照者的样本进行外显子测序，旨在发
现更多遗传因素的证据。此外，科研人员
还对欧洲银屑病患者和中国银屑病患者
之间的遗传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

中国和欧洲患者的基因中均发生了特异
性的变异。

上述研究成果中，金鑫是论文并列第
一作者，同时也是华大基因该项目负责
人。

据悉，自 2009年 3月“华工—华大”基
因组科学创新班成立以来，创新班同学在科
研上取得丰硕成果，共有 49人次分别以并
列第一作者或署名作者身份在《自然》《科
学》《细胞》《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国际顶尖
学术杂志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40篇。

本报讯（记者黄辛）中科院
上海生科院营养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翟琦巍小组在一项研究
中，建立了一种同时检测单个
RNA样品中超过 40种核苷的
方法，发现小鼠肝脏小 RNA
中存在多种修饰，并初步发现
小 RNA 修饰和糖尿病存在相
关性。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分
析化学》。

近年来，蛋白质修饰和
DNA修饰研究引人关注，但目
前对 RNA修饰的研究还存在
很多技术困难。

有报道称，癌症、阿尔茨海
默病等疾病与 RNA 修饰存在
相关性，但 RNA 修饰，特别是
小 RNA 修饰是否和糖尿病存
在相关性还缺乏研究。

在翟琦巍指导下，闫孟红

博士等科研人员首先利用液相
质谱联用技术，建立了一种快
速分析检测和定量 40 多种核
苷的方法。利用该方法研究发
现，小鼠肝脏组织 tRNA中存
在 23种修饰核苷，其中 6 种修
饰核苷首次在真核生物 tRNA
被检测到。

研究人员在两种不同长度
范围的小 RNA中均发现了 22
种修饰核苷，其中多数在真核生
物中首次被报道。进一步研究发
现，肝脏中特定类别小 RNA有
修饰核苷的含量，在糖尿病小鼠
和正常小鼠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提示这些小 RNA 修饰和糖尿
病的发生发展存在相关性。

专家认为，这项成果为深入
研究 RNA 修饰在糖尿病等疾
病中的作用和机制提供了线索。

发现小鼠肝脏
小RNA修饰和糖尿病相关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中科院上海生科院

（上接第 1 版）
“绝不能再沿袭过去的老路。”蒋高明认

为，生态恢复已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
有赖于管理、社会、经济、民族等因素的一
揽子计划。

他表示，若想使治理工程真正获得成功，
必须要有科学规划，形成政府、企业、科学家、
农牧民共同参与的四位一体格局。
“市场力量的介入能使治沙工程的整体

效益最大化。”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董锁
成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近几十年来，
国内部分企业已在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结合
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和经验。

然而，“这一过程必须有科学家的介入，
否则资本很可能乱来。”蒋高明建议，应由科
学家代表国家利益去规划资金的管理和使
用，进行科学论证与评估。

此外，风沙源治理还须谋定而后动。“未
来可以通过建立试验区的方式进行前期试点
研究，像当年发展深圳特区一样为科学家提
供一个施展拳脚的平台。”蒋高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