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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近日举办第七届牡丹花展，近万株、百余品种牡丹花亮相，涵盖
牡丹所有的九大色系十大花型。

本届牡丹花展将持续到 2月 24日。其间，华南植物园温室群景区还将举办“猪年植
物展”，猪笼草、猪血木、猪屎豆等以猪命名的植物齐聚贺猪年。

本报记者朱汉斌通讯员李碧秋摄影报道

为什么大熊猫能活到现在？

我可不是“吃素”长大的！
姻本报见习记者程唯珈

作为远古霸主的恐龙在地球上生活了亿
万年，最终只化为几根骨头留给了世人。而在
各种灾难面前，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竟稳当地
生活了 800 万年依旧潇洒，成为科学家研究
生物进化的“活化石”，一举奠定了其国宝级
地位。

然而这个没事就卖卖萌的家伙，是靠什
么活到了现在？这一切可能归因于大熊猫是
个吃货。近日在线发表在《当代生物学》的一
项研究发现，历史演化过程中，大熊猫不但曾
经口味多样，而且适应性超强，在任何环境都
能睡得香。

绵延百世的秘诀

俗话说，“吃啥补啥”“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想知道一个人的生活习性，还得从他的
饮食习惯和居住环境入手。尤其对于这种只
知道吃喝的生物，八成食物里就隐藏着其家
族“香火不断”、绵延百世的秘诀。

“大熊猫是更新世著名的‘大熊猫—剑齿
象古生物群’的重要成员，和它同期分布的包
括剑齿象在内的大型动物早已灭绝，而它却
神奇地存活至今，这可能与其不断改变食性
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密切相关。”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魏辅文告
诉《中国科学报》。

然而想要研究动物食性，主要需依赖野
外直接观察和分析动物排泄物等。此工作既
消耗大量人力，也难以反映动物长期的摄食
情况和栖息地变迁。幸运的是，近年来发展的
稳定同位素技术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摄入的食物，其化学成分经过消化吸收
之后能转移到骨骼之中，例如稳定同位素的
组成。这样，我们通过分析动物骨骼中有机物
质的稳定同位素组成，便能推断它们的主要
食物来源。”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西
华师范大学副教授韩菡说。

她介绍，这类同位素可稳定存在于现生
动物的骨骼、牙齿、毛发等各类组织中，在古
生动物的骨骼和牙齿化石中也能寻觅。利用
这项技术，熊猫家族祖祖辈辈的口味都能搜
集齐全。

不挑食活得才舒坦

至此，一场大熊猫家族口味鉴定之旅在
全国各地展开。

科研人员首先比较了现生的大熊猫及其
同域分布的食肉（赤狐、豺、豹猫、猞猁等）、食
草动物（林麝、斑羚、毛冠鹿、岩羊等）骨骼中
胶原蛋白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组成，发现三者
截然不同。可能由于长期吃竹子的缘故，现生
大熊猫的口味更加清淡，其生态位最低。

它的祖辈也是对竹子如此“一心一意”
吗？科研人员又对云南两个全新世中期遗址

（塘子沟和小水井）出土的包含食肉、食草动
物及大熊猫的骨骼进行了测定。结果发现，生
活在云南的大熊猫与当时的食草动物生态位
处于同一级别，其氮稳定同位素值远高于如
今它的孙辈们。

一般来说，稳定同位素值的变化可能来
自于两个方面：一是食物的变化；二是整个生
态系统的基线变化。研究人员以同样的方法
测定了来自云南两个遗址附近区域的现生哺
乳动物样品。结果表明，无论是食肉动物还是
食草动物，其稳定同位素值与全新世中期的
样品都没有差异。

这表明了这个区域的生态系统基线并无
变化。因此，大熊猫在当时很可能并不是专食
竹子。

此后，研究人员收集了来自全国 7 个不同
化石点的大熊猫骨骼样品，发现稳定同位素值
与现生大熊猫的差异显著，且变异系数较
大———大熊猫祖先们的伙食不尽相同，除了竹
子以外，还食用了大量的其他种类的植物。

同时，作为古气候环境指标的氧同位素，
其结果显示，大熊猫在哪都能睡得香：既能适
应相对较干旱寒冷的气候，也能在温暖湿润
多水的环境中生存。无论是高山森林，还是开
阔平原，它们都能快乐地安家生娃。尽管由于

各种原因大熊猫栖息地现已退缩到四川、陕
西和甘肃等地。

果然“国宝”的称号不是白当的。就凭这
张能够换着花样吃的嘴和随遇而安的心态，
能够活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论吃货的自我修养

据介绍，大熊猫的祖先原是食肉的，由于
经历了气候变化等外界影响才改吃素。

至此，科学家推测，大熊猫食性的转变大
致分为两个阶段：从肉食（或杂食）到植食的
转变以及从植食到专食的转变。

此外，该研究还动摇了长期以来的一个
观点：人们普遍认为在距今 200 万年左右大
熊猫就已经特化为专食竹子。而本次稳定同
位素证据显示至少在距今 5000 年前它们都
还未形成特定的口味。

当然，现在的大熊猫已经是不愁吃喝了。
韩菡告诉《中国科学报》，尽管如今它们把竹
子作为主食，但是偶尔还会将野菜、牛羚尸体
等作为“小点心”解解馋。在各类报道中，这群
国宝们的新餐点也是层出不穷。

毕竟，对于这种靠吃登上人生巅峰的生
物来说，还有什么能比美食更重要呢？

论文相关信息：

发现·进展

本报讯（见习记者卜叶）“今年寒假来临
后，由于血小板供应不足，医院有十几台移植
手术不得不延期。”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肿
瘤科主任朱军日前告诉《中国科学报》。但这
种情况有望通过新科技的应用而改变。

近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教授殷勤伟、朱
军等在《自然—生物医学工程》发表了题为

《生产用于疾病治疗的赋能间充质干细胞》的
论文。文章说明了间充质干细胞（MSC）治疗
众多疑难重大疾病方面的潜能，提出了 MSC
临床应用的解决方案、技术路线图、更加严格
的制备和鉴定标准，为打通 MSC 临床转化的

“最后一公里”提供了方案和标准。
朱军介绍，肝脏移植过程中，需要对病人

骨髓进行处理，这使得人体内白细胞、血小板
水平极低，这一“空虚期”大概持续两三周。血
液为促进白细胞、血小板增长提供了帮助，但

血液供应短缺阻碍了治疗进程。这时，MSC
能为人体提供血小板的“种子”：从人体中提
取 10~20 毫升脂肪，体外培养成 MSC，进一
步诱导产生血小板，注射入人体内，激活和唤
醒体内原有干细胞和功能细胞的修复和自愈
作用。

其实，早在 2006 年，国际细胞治疗协会
就给出了 MSC 鉴定的最低标准，但全球不同
组织机构等制备出的 MSC 仍存在明显差异。
殷勤伟介绍，由于 MSC 体外培养缺乏规范化
的细胞来源、培养试剂、环境条件和仪器设
备、制备标准和检验鉴定标准，加之体外培养
生产时异质的 MSC 容易分化和老化。此外，
近几年越来越多未经证明及批准的“MSC 疗
法”被滥用，从而产生了 MSC 生物功能和临
床效果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最终引起国际
医学界对 MSC 的不同看法和争论。

研究团队通过分析大量的 MSC 体内外
研究发现，无论是自体还是异体来源的骨髓
MSC、脂肪源的 MSC、脐带或胎盘 MSC，动
物和人体临床试验均未见严重不良反应，未
发现与移植有关的肿瘤形成，也未发生与移
植有关的死亡。该研究指出，之前有关 MSC
的问题是由于技术原因和应用不慎导致的，
而非细胞本身的问题。

针对影响 MSC 制备和临床应用的关键
性瓶颈问题，殷勤伟及其团队提出了原创性
解决方案：为了解决 MSC 规模化生产中易分
化、异质性和多样性的问题，自主研发了

“MSC 无分化扩增的基因调控技术”；为了解
决 MSC 易老化或针对老化的 MSC，创新了

“使衰老 MSC 活化返青的功能重编程技术”；
为了克服体外扩增到移植体内后易死亡和不
能适应其微环境问题，打造了针对不同个体

疾病的“系列组合 MSC 赋能技术”，使临床疗
效得到显著提高。

这些技术的研发，为利用干细胞产生足
量的自体功能细胞，满足机体生理功能和疾
病治疗需求划定了路线图，为骨关节炎、退化
性神经系统疾病、中风、心脏衰竭、肝肺肾器
官纤维化和血液疾病等的治疗提供了方案。

殷勤伟表示，未来需要进一步研发新技
术和方法，尤其是完整系列的组合干细胞赋
能技术、定向归巢和定向分化技术、体内微环
境改造技术，通过标准化、规范化的流程，使
体外扩增产生足量优质的 MSC 和具有不同
治疗潜能的祖细胞，从而能精准高效地修复、
增补或替换受损和衰老的细胞，治疗不同的
急性和慢性疾病。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勾勒间充质干细胞临床应用“路线图”

本报讯（记者唐凤）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和扬
州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开发出一种高效节能的石墨相氮化
碳纳米薄片净水技术。近日，相关论文刊登于《化学》。

研究人员表示，该技术在 30 分钟内净化了富含病原
体的水，杀死了超过 99.9999%的细菌，如大肠杆菌，满足
了中国对清洁饮用水的要求。而且，与金属基光催化剂不
同，它不会留下二次污染或重金属离子残留物。

水净化的光催化方法需要使用催化剂，一些更环保
的催化剂往往不如金属催化剂有效。例如，碳基催化剂不
能产生足够的活性氧净化病原体，在实际的水处理中效
果并不理想。

基于此，研究人员通过一种独特的催化设计成功地绕
过了这些缺陷。他们利用了石墨相氮化碳纳米薄片，这是一
种超薄的二维材料，可以吸收光线并产生活性氧。因此，该
结构能产生大量的过氧化氢促进反应，并有效地杀死细菌。

据悉，研究人员计划在该技术投入商业使用前对其
进行改进，并将扩大这种材料吸收光子的能力，开发抗菌
纤维，以及改进该纳米薄片的制备过程，从而提高效率。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过程工程所等

研发高效无残留
绿色水净化系统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
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院
长张福锁 2018 年一年的工作重
点都放在了农业绿色发展上。“农
业绿色发展是十九大提出的大理
念之一，也是中国未来发展方向，
同时也是全球未来 10 多年的工
作重点。”张福锁说。

“现在提出的绿色发展，与我
们过去理解的内涵不一样。”日
前，张福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
采访时表示，现在的绿色发展理
念要求在一个区域必须是全域、
全产业链、全套解决方案。诸如绿
色种植、绿色种养一体化、绿色产
业、绿色生态环境与美丽乡村。不
只是粮食生产，还包括生态环境、
绿色产品。

从这个角度而言，张福锁认
为，农业绿色发展是新时代面临
的一个巨大挑战。因为过去的科
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社会服务
都不是按照这一需求来设计的。
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人才培养
成为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的三大
挑战。

张福锁指出，过去的教科书，
大都是单因子的科学研究，很少
有多因子研究，单因子研究优点
在于注重单一过程的揭示和机理
的剖析，可严格对比和定量。

“但传统单因子析因实验研究无法指导生产，技术难
转化，不可能解决绿色种植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产业发展
问题。”张福锁表示，这就要求人们在科技创新上必须走
出一条新路。

同时农业绿色发展急需“交叉创新—三农情怀—理
实兼备—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在张福锁看来，现有培养模式的问题在于：从学校到
学校，从城里到城里，从文献到文献，从文章到文章。传统
学科划分过细，不能解决农业产业链交叉理论与技术创
新；传统培养方式与产业脱节，不能培养既解决问题又能
创新的人才。

这是一个需要多学科交叉创新的时期。张福锁认为，扎
根生产一线是最基本的要求，同时又要利用政府、企业的社
会资源，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我们应把科技、政
府、企业与社会结合起来，时常与农民沟通接触。这既对农
民有很大的帮助，也有助于学生的培养和锻炼。”他说。

“面对中国农业转型发展进入绿色兴农的新时代，创
新农业科研和人才培养模式势在必行。”张福锁强调。

石 墨 相
氮化碳纳米
薄片水净化
相关过程图
解摘要。

图片来源：
《化学》

山西科协表彰机关系统先进集体和个人

本报讯 近日，山西省科协举行 2018 年度总结表彰
会。山西省科协机关人事处、山西省科技馆、山西科技传媒
集团、山西省学会学术服务中心等 7 个部门和单位获得“山
西省科协 2018 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先进集体”称号；有 9 人
获得“山西省科协 2018 年度先进个人”称号；4 人获得“山西
省科协 2018 年度扶贫工作先进个人”称号。（程春生邰丰）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实验楼封顶

本报讯 近日，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举行公共
实验楼封顶仪式。预计今年 4 月 25 日前该校区一期工程
主体结构封顶，9 月份将迎来首批本科生入学。

（朱汉斌华轩）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通讯员谭莉梅）记者近日从中国科
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获悉，该
中心吕东平研究组与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韩志富副研究
员合作，对 BRI1 蛋白中所有半胱氨酸位点的生物学功能进
行了系统解析。该结果近日在线发表于《新植物学家》。

油菜素内酯（BR）是一种控制植物生长和发育的重要
植物激素，BR 的受体 BRI1 是一个含有 8 对二硫键和 7
个独立半胱氨酸位点的富亮氨酸跨膜受体激酶。

研究组首先利用拟南芥原生质体瞬时表达系统，重
建了油菜素内酯信号转导途径，之后利用该系统发现了
一系列形成二硫键的关键半胱氨酸位点，而且这些位点
的重要性与其在 BRI1 胞外域螺线管结构上的位置有关。
另外，利用该瞬时表达系统，此项研究还发现两个已知参
与植物天然免疫的胞质类受体激酶 PCRK1 和 PCRK2
能够通过与 BRI1 相互作用负调控油菜素内酯信号转导。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所等

油菜素内酯信号
转导研究获进展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 通讯员郎睿）近日，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航天催化与新材料研究中心乔波涛
和张涛团队，与清华大学李隽、天津理工大学罗俊等人合
作，在单原子催化方面获得新进展。利用金属—载体共价
强相互作用成功制备出耐高温的高载量铂单原子催化
剂，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研究团队在长期探索单原子催化剂的制备和稳定机
制的基础上，发现铂单原子与特定金属氧化物之间可以形
成金属—载体共价强相互作用，有望使单原子催化剂彻底
摆脱载体缺陷位数量的制约。在此基础上，该项工作详细
研究了氧化铁负载铂单原子催化剂的高温稳定性，实验证
明负载在氧化铁载体上的铂纳米颗粒，在空气中高温焙烧
即可得到铂单原子催化剂，质量负载量可达 1%。

该研究揭示了负载型纳米颗粒催化剂热解分散成单
原子催化剂的过程，初步探索了金属—载体共价强相互
作用对活性金属的稳定机制，为设计耐高温、高载量的单
原子催化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重要借鉴。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等

制备高温稳定
高载量单原子催化剂

简讯

视点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张
福
锁
：

三
大
挑
战
制
约
农
业
绿
色
发
展

姻
本
报
记
者
王
卉

据新华社电 为推进企业创新发展，
贵州将采取无偿资助方式向企业发放
科技创新券，最高额度 50 万元。

贵州省科技创新券是主要针对缺
乏科技创新能力的中小微企业的一项
无偿资助政策。发放条件主要有：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企业向省内外高校、

科研院所等科技创新服务单位购买科
技创新服务，或直接向其购买技术成果
用于转化实施，签订相关技术合同并经
过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合同在履行期且
未执行完毕；申请企业与科技创新服务
单位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同业竞争
关系；同一申请企业年度发放项目数不

超过 2 个。
根据相关规定，科技创新券将按季

度申请和发放。申请企业对出具的申请
材料真实性负责，贵州省科技厅将把申
请材料不实、弄虚作假、恶意骗取创新
券的企业列入信用“失信名单”，不再给
予相关政策支持。 （骆飞）

贵州将发放科技创新券 最高额度 50万元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牡丹花展迎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