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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一些科学家利用非共价交联手段，进行
DNA 支架—蛋白质复合纳米结构的组装研究。但是，这些研究
往往局限于特殊蛋白个体在 DNA 支架上的结合排布，并且不
涉及后续组装调控。构建更加高级而有序的 DNA—蛋白质复合
结构，并实现蛋白分子化学计量学和原位组装调控，是发展基于
核酸和蛋白质的杂化生物纳米材料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近日，中科院苏州纳米所研究员王强斌团队在前期工作的基
础上，首次利用病毒蛋白与基因组 RNA 内在作用机制在 DNA
支架上进行原位可控组装体系的设计，展示了 DNA—蛋白复合
结构的多级可控构筑。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化学会志》。该
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

王强斌表示，病毒是一类典型的自组体，它的装配过程具有
很高的特异性和效率，能够在短时间内利用弱键协同作用组装
生产出大量的病毒颗粒。以烟草花叶病毒（TMV）作为模式系
统，研究人员探索了不同条件下 TMV 基因组 RNA 与衣壳蛋白
的互作规律及其对病毒颗粒的装配调控。

研究发现，TMV 基因组特定的组装起始序列可有效引导核
酸与病毒衣壳蛋白的特异性结合并引发体外重构组装，并且病
毒蛋白管的组装长度是由 RNA 长度决定的，从而为蛋白域的
精确调控提供了可能。研究人员构建了一维到三维 DNA
origami （DNA 折纸术） 模板作为支架结合不同长度的 TMV
RNA 重组序列，引导后续的原位组装过程。通过支架表面结合
位点和序列的设计，不仅实现 TMV 病毒蛋白管在 DNA 支架特
定位置按一定组装程序进行定向装配生长，还完成蛋白管原位
组装长度的有效调控，这些成果为构建复杂 DNA—蛋白复合组
装体系提供了新的策略。

“这种策略具有普适性，展现出以 DNA origami 为功能载体结
合其他探针进行病毒组装与感染机制研究的潜力，为 DNA 纳米技
术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提供新的视角。”王强斌说。 （高雅丽）

相关论文信息：

苏州纳米所隗
展示DNA－蛋白复合结构
的多级可控构筑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近日，由中国科
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
究中心、河北省科技厅、张家口市水务局与
河北省建筑工程学院主办，中科院农业水
资源重点实验室、河北省节水农业重点实
验室和张家口市灌溉试验站联合承办的

“半干旱地区生态建设与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国际研讨会”在张家口市举办。 国内外
10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共同围绕半
干旱区生态修复与水资源高效利用途径展
开交流研讨。

据悉，在过去 20 多年间，张家口地区由
于地下水过度开发，出现了部分淖泊干涸、
河道断流、防护林退化等生态问题，经济发
展与生态、水资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
出。如何解决该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
矛盾，如何合理权衡水资源在自然生态系统
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分配和循环利用，如何再
造绿水青山和选择水—生态—经济协同发
展的生态文明发展路径，是当前最为急迫的
国家需求，也是地理学、生态学、水文学等学
科急需回答的科学问题。

据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市长武卫东介绍，
全力推进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

撑区建设是张家口市面临的战略性任务，迫
切需要在有关研究机构和专家的指导下走出
一条绿色发展、生态强市之路。半干旱地区退
化生态修复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的解决
对张家口市扎实推进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
生态环境支撑区“两区”建设、发展绿色经济、
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科院院士孙鸿烈、刘昌明，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康绍忠，新西兰
皇家科学院院士 Brent 教授，中科院生态环
境中心研究员吕永龙，德国耶拿大学 Fink
博士等多位专家，分别围绕水资源高效利
用、生态服务功能、水污染、节水灌溉等领
域作了专题报告，为解决张家口地区农业

用水消耗和生态需水矛盾、实现生态系统
恢复与区域资源的永续利用、京津冀生态
环境支撑区建设和张家口市两区建设提供
了智力支持，也对农业资源研究中心进一
步凝练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保育和
适水农业发展等交叉领域的理论与技术研
究方向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进展

本报讯 近几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现代陆
地生态系统起源与早期演化研究团队的博士郑大燃、研究员王博
等多次对缅甸琥珀矿进行地质考察。日前，该团队与香港大学、英
国、法国和印度等科研人员合作，在缅甸中部马圭省提林地区发
现了一个新的琥珀生物群———提林琥珀生物群。8 月 9 日，研究
成果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

王博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通过对含琥珀地层进行详细
的放射性同位素年代学和生物地层学年代限定、琥珀的成分分析
以及内含物研究，我们发现了一个不同于克钦琥珀的、晚白垩世
晚期（7200 万年前）的琥珀生物群。研究结果为我们了解缅甸地
质、现代亚洲热带雨林的形成、蚂蚁的演化等提供了新证据。”

研究团队经过实地调研发现，提林琥珀保存在一套煤矸石
中，其上覆盖有一层凝灰岩。此外，研究团队在琥珀层之下砂岩
中发现结核保存的菊石，这些菊石被鉴定为 属。“结
合放射性同位素年龄和菊石的时代，提林琥珀时代应为坎潘期最
晚期。因而，提林琥珀的时代要比克钦琥珀年轻至少 2700 万
年。”郑大燃说。

提林琥珀透明到半透明，以红、黄色为主，琥珀原石尺寸很
少超过 10 厘米。研究团队采集了 5 公斤琥珀原石，经过打磨抛
光处理从中发现大量节肢动物和植物内含物，且以昆虫化石为
主。昆虫化石包括至少 8 目 12 科，以膜翅目和双翅目为主，多数
是白垩纪常见的昆虫分子。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 7 枚现生亚
科蚂蚁化石。

尽管有大量中、新生代昆虫化石记录，但从白垩纪坎潘期早
期（8000 万年前）到始新世早期（5600 万年前），昆虫化石的记录
极其稀少，因而存在一个 2400 万年的昆虫化石间断，这极大地
限制了学界对白垩纪末大灭绝事件前后昆虫演化的了解。

提林琥珀生物群的发现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王博说：“它
也代表目前已知中生代最晚期的昆虫群，为恢复晚白垩世热带
雨林生态系统提供了一个珍贵的窗口。总之，提林琥珀的时代、
化学组成和内含物均不同于传统的克钦琥珀，反映了白垩纪中
期到晚期热带生物群的转变。” （沈春蕾）

相关论文信息：

南京古生物所等隗这个暑假，与中科院来一场“科学之约”
姻本报见习记者高雅丽

“盐湖有年龄吗”“盐湖里有鲨鱼吗”“盐
湖水和卤水有什么区别”……聆听完中科院
青海盐湖所博士魏海成主讲的《盐湖的故
事》科普讲座后，湖南一师二附小的 20 多名
小学生争先恐后地向他提出各种“脑洞大
开”的问题。

整个暑假期间，由于夏令营活动的开
展，青海盐湖所热闹非凡。在荣获首批“全国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称号之后，青
海盐湖所结合自身的学科优势，推出了“我
是小小科学家”科普实践夏令营。

青海盐湖所党委书记王萍对《中国科学
报》记者说：“这项活动旨在拓展中小学生的
知识和视野，激发他们献身科学的热情，培
养他们的爱国情怀。同时，我们希望通过此
次活动，能在参观、体验的过程中培养他们
的动手能力、创新意识和科研兴趣。”

在青海盐湖所年轻科研人员和博士的
带领下，营员根据个人兴趣选题，分八组各
自参与了一个完整的科研小课题，开展了锂
离子电池的制作、彩色温度计制作、明矾制

备、火山爆发等一系列小实验，体验了一把
“微科研”过程。

“这次活动为这些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
学生创造并提供了开阔视野的机会，使他们
能站在中科院的讲台上。我相信这次活动不
仅会培养孩子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动手
能手和团队合作能力，也必将成为同学们难
忘的人生经历。”青海省湟中一中副校长王
晓云说。

在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参加 2018 年青
少年高校科学营植物科学专题营的学生了
解了老中青几代人的猕猴桃育种故事。“有
的育种专家一天要花十多个小时来品尝野
果，做果实品质分析实验，为选育工作作数
据分析。一个猕猴桃新品种的选育要花几十
年的时间。没想到我们吃到的美味水果，是
科研专家经历那么多艰辛培育出来的！”福
建南平第一中学的学生高桢硕感叹道。

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加上在实
验室、科研基地实地观察现场，这样别具一
格的课堂，赢得了营员的交口称赞。

“零距离”探索科学世界

缅甸发现提林琥珀生物群

暑假期间，除了充满探索欲和好奇心的
中小学生，中科院还迎来了一批本科生。专
家学术报告、参观科学实验平台、与自己感
兴趣的导师进行面对面交流，各个研究所为
学生创造近距离接触科研的机会，让他们更
加了解研究所的科研实力，吸引更多优秀学
生加入科学研究的队伍。

7 月 17 日至 20 日，中科院长春光机
所第十届大学生暑期夏令营如期开展。中
科院院士王家骐结合自己在光机所 55 年
的学习和工作经验，为同学们作了题为

《勇于奋斗、自力更生、开拓创新，迎接新
科技革命的挑战》的报告，分享了自己对
创新的思考。“国家的需要就是力量，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实践是最好的课堂。”王家
骐勉励在场的学生。

除了聆听讲座，参加活动的学生还分别
参观了长春光机所展厅、中科院光学系统先
进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大珩楼 40M 装调

大厅、探测部装调大厅和学术交流中心展
厅，极大增加了同学们对科学研究的认识。

在中科院长春应化所，中科院院士张洪
杰作了《稀土发光材料的基础研究与应用》
的报告。他与营员们分享自己的科研工作经
验、工作态度、人生感悟，希望同学们学会如
何做科研。

而在中科院深海所“走向深海”大学生
夏令营，除了学术报告、参观实验室等活动，
深海所还组织全体营员齐聚大小洞天景区
参观博物馆，开展沙滩净海以及户外拓展活
动，倡导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共同守护蓝色
家园。

在这个“不一样的夏天”，中科院夏令营
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纷纷表示：“我们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学
不到的知识，还有和科学家面对面交流的机
会，这极大地激发了我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
和立志从事科学研究事业的决心。”

激发科研梦想

“半干旱地区生态建设与水资源
可持续利用国际研讨会”在张家口举办

体验别样的“科研生活”

7 月 21 日，来自北京、湖北、甘肃等地
的 98 名营员走进中科院海洋所重点实验
室，在科研人员指导下开展海洋科学课题研
究，亲身体验别样的“科研生活”。

中科院海洋所研究员史大永已经连
续四年参与夏令营工作，并且担任营员课
题开题和结题的专家组组长。他说：“根据
营员的知识层次和兴趣爱好，我们精心设

计了海洋生物、海洋生态、海洋地质、海洋
化学、物理海洋等领域的十个海洋科学研
究课题。”

在科研人员指导下，营员动手操作，认
真完成了课题立项、样品采集、实验操作、报
告撰写和结题答辩。“一开始不少人存在概
念不清晰、参考文献引用不规范、没有基本
数据等问题，但在结题答辩中，营员的语言

一群十七八岁的
大孩子，正兴趣盎然
地在青岛第二海水浴
场“寻宝藏”，一株从
没见过的海藻、一条
小鱼都让孩子们欣喜
不已。其实他们并不
是普通的游客，而是
在中科院海洋所参加
夏令营活动的营员，
这正是营员进行潮间
带海洋生物现场采集
的场景。

今年暑假，中科
院的不少研究所结合
各自特色，举办夏令
营活动，为参加活动
的学生提供聆听科学
家讲座、参观重点实
验室、动手开展科研
实验等“深度游”机
会，在青少年的心中
播下了科学的种子。

现场

①昆明植物所不同植物抗氧化及抗
凝血活性评价及活性成分追踪课题现场。

②科研人员讲解采水器的工作原理
及使用方法。

③参加夏令营的大学生在长春应化
所参观。

④参加青海盐湖所夏令营的学生在
进行分组实验。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东北地理所湿地演化与生态功能学科
组研究员王国平等人通过对三江平原八处现存湿地进行调查和
柱芯采集，结合不同样点的沉积学特征（沉积速率、沉积粒径）、
地化特征（重金属、黑碳和多环芳烃）及生物指标变化规律（植物
大化石、硅藻），在湿地弹性与机制转变研究方面取得了系列进
展。相关成果发表在《生态学指标》和《整体环境科学》上。该研究
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资助。

研究指出，三江平原的湿地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受到人
类活动的影响；所有湿地在 20 世纪 50 年代都出现了人类活动
的痕迹，对应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业农业发展，将其定义为三江
平原人类世的开端；反映人类活动的各个指标在 20 世纪 70 年
代末期有一个高速的增加，对应我国改革开放的实施，工农业发
展更加迅速，对湿地的影响也更强烈。

然而，湿地在受到强烈人类活动干扰的伊始，由于湿地生态
系统较强的弹性，并不会立即出现系统机制转变的现象，首先进
入适应性循环的“释放”阶段，生态系统各组分的相互作用被打
破。通过对三江平原洪河湿地中的植物群落和硅藻群落的 DCA
分析、机制转变分析以及自相关分析表明，洪河湿地的弹性较
低、机制转变发生在 1990 年前后，此时湿地进入“再生”阶段，成
为另外一种系统。

王国平表示，湿地生态系统相较于湖泊、河流生态系统等有
着更强的弹性，对受损的湿地进行恢复，可以把该湿地“释放”阶
段之前的生态特征作为湿地恢复的参考目标，之后湿地可通过
自身的恢复力恢复到干扰前的状态，从而可以节约人工恢复成
本、保持湿地恢复后的稳定性。 （高雅丽）

相关论文信息：

东北地理所隗
湿地弹性与机制转变
研究取得进展

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汇报框架变得科
学合理，进步很明显。”史大永说。

海洋科学专题营负责人王敏告诉记者，
为让营员近距离体验海上科考工作，夏令营
组织营员们登上了“创新”号海洋科学考察
船，开展海上科学考察科研实践活动。

在科研人员的带领下，营员乘坐“创新”
号科考船进行海上调查作业，在码头停靠的

“海鸥”号科考船上聆听浮游植物与富营养
化、浮游动物与海洋生态系统食物链、食物
网以及海洋污损生物知识讲解。

不同植物以及同一植物不同组分间抗氧

化活性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植物学学科方向的
不同小蚂蚁如何担当百部种子的搬运工？植物
如何克隆？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参加夏令营
的学生们在科研人员的指导下，亲自动手操作
实验台上的“瓶瓶罐罐”，进行植物样品的制
备、活性测试以及活性物质追踪。

营员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了研究
课题，并且将实验成果共享，撰写成科学实
验报告。在整个参与过程中，他们了解了科
学研究的过程，提高了自身的动手能力，用
所学到的知识解决简单的科学问题，体会到
科研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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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中外专家在张
家口调研现场

③中外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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