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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方 通讯员陈洁）小麦赤霉病是由真菌镰刀
菌引起的最具毁灭性的世界性小麦病害，堪称小麦“癌症”。近
日，《自然—遗传学》在线发表了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马正强团队
的研究论文。该文报道了小麦中一个重要的抗赤霉病基因
Fhb1，为进一步揭示小麦抗赤霉病的分子机制奠定了重要基
础。Fhb1 基因的克隆也将大大提高小麦抗赤霉病育种效率，为
我国和世界小麦生产和食品安全提供保障。

该研究以我国长江中下游的抗病优异小麦品种“望水
白”和“苏麦 3 号”为研究材料，通过图位克隆的方式，找到了
抵抗小麦“癌症”的关键基因 Fhb1。研究发现，该基因编码一
个注释为富含组氨酸的钙离子结合蛋白（His）。植物 His 同
源基因的编码产物氨基端（N- 端）序列和整个蛋白结构高
度保守；在六倍体普通小麦中，His 基因的 Fhb1 变异赋予了
小麦赤霉病抗性。

该团队分析了 643 份普通小麦品种中 Fhb1 基因对应染色
体区段的遗传变异，发现 Fhb1 基因很可能起源于我国长江中
下游地区，是我国特有的优异小麦基因资源。该区域历来是赤
霉病多发区域，强大的选择压力提供了抗赤霉病自然突变被保
留下来的条件。Fhb1 基因不仅可以提高小麦对赤霉病的抗性，
在其他植物中利用该基因也有可能提高抗病能力。

相关论文信息：

南京农业大学

成功克隆小麦
抗赤霉病重要基因

中国防沙经验为非洲筑“绿色长城”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打开科技外交新窗口
姻本报记者王卉

南开大学

首次高效合成防风草
内酯骨架

本报讯（见习记者辛雨通讯员吴军辉）近日，南开大学药物
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药学院教授陈悦团队首次实现了
抗癌天然产物防风草内酯骨架的高效化学合成，并实验确证了
该类化合物可选择性杀灭肝癌干细胞，具有药物开发潜力。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德国应用化学》。

防风草是我国南方常见的一种 1 至 2 年生直立草本植
物，其重要活性组分为防风草内酯。近年来，多篇研究论文报
道防风草内酯对多种癌症干细胞具有选择性杀灭效果。但至
今未有其化学全合成研究报道，限制了防风草内酯的进一步
药物化学研究。

陈悦团队以文献报道中绝对立体构型的防风草内酯作为
目标分子，利用两个关键串联策略，以最长线性 6 步，采用发散
式合成，完成了防风草内酯对映异构体和异防风草内酯的首次
全合成，合成路线高效简洁，合成规模可达克级，合成路线中未
使用任何保护基团。

研究人员也进一步确认和修正了包括防风草内酯、异防风
草内酯、4，5- 环氧防风草内酯的绝对立体构型，通过防风草内
酯衍生物的合成，团队初步揭示了防风草内酯骨架的构效关
系，并通过实验确证了防风草内酯能够杀灭肝癌干细胞。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之一、南开大学博士王良介绍，实验确
证，低浓度异防风草内酯能够降低 HepG2 肝癌干细胞含量；在
同等浓度下，异防风草内酯比防风草内酯有更好的降低肿瘤微
球形成能力，且两者均比抗癌症干细胞候选药物 ACT001 有更
好的抑制活性。

相关论文信息：

发现·进展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6 月 16 日，中美
古生物学家宣布，在江苏省新沂市马陵山地
区发现了 4 个恐龙足迹，而这些足迹长久以
来被人们解释为“李存孝打虎处”的“虎爪
印”和“人足迹”。该发现对研究中国白垩纪
早期恐龙动物群的分布与演化以及民间传
说对古生物学的影响都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
邢立达、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足迹博物馆馆长
马丁·洛克利等学者共同研究，论文发表在

《地质通报》上。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科学家就在马陵

山中生代白垩纪地层中，发现多处恐龙足迹
化石。这些足迹化石清晰地展现在紫红色的
粉砂岩层面上，造迹者包括小型蜥脚类恐
龙、兽脚类恐龙等。邢立达对《中国科学报》
介绍，他们在 2009 年发表了该区的首篇恐

龙足迹论文。
与那些暴露在野外的足迹不同，马陵

山恐龙足迹是当地马陵山风景名胜区的
一处景点，上面的足迹被认为是“李存孝
打虎”留下的人脚印和老虎足迹。2018 年
7 月，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2016 级研究
生王杨子看到一些马陵山恐龙足迹的新
闻报道后，猜测这个“李存孝打虎处”的足
印与恐龙足迹很相似，并通过社交媒体与
论文作者取得联系。

“我一直非常关注民间传说与恐龙足迹
关联，我看到王杨子提供的照片后非常激
动，这些足迹是典型的恐龙足迹。”邢立达回
忆道，“该地恐龙行迹的间距很有规律，模式
清楚，爪痕明显，这是典型的肉食恐龙足迹
的特征。”邢立达随后两次组织专家学者前
往考察。

“新沂发现的足迹长度约 15 厘米，有着
尖锐的爪痕，古人从爪痕联想到了老虎的爪
子。”参与该研究的英良世界石材自然历史博
物馆执行馆长钮科程告诉记者，“但猫科动物
足迹模式与蜥脚类足迹完全不同。我们将这
个足迹做成 3D 模型陈列在本博物馆中，向人
们介绍这个镌刻在石头上的有趣故事。”

该足迹点的“人足迹”之所以被误认，“这
是因为兽脚类恐龙足迹的 3 个趾在长年累月
的风化中消失，而由于地面泥泞又陷入了部
分脚后跟而造成整体轮廓类似人足。”邢立达
解释道，“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玫瑰谷就发现过
大量类似的足迹，且长期被神创论者认为是
人与恐龙共存的化石证据。”

目前，专家正在与马陵山风景名胜区及
当地管理部门沟通，制定保护方案，让这片
罕见足迹得到更妥善的保护，并发挥更大的

科学与科普价值。
在历史上，李存孝是唐朝末期著名的军

事将领，民间传说李存孝十几岁时为救父
亲，打死恶虎。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毛里塔尼亚地处非洲，国土面积的 2/3
被沙漠覆盖，有“沙漠共和国”之称。这里，每
年土地退化造成的损失约 1.92 亿美元，且气
候变化影响将进一步加重该损失。

而一片乡土树种构建的绿色防护带或
许能为这里留住一抹绿色。

这片防护带是由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通
过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实施、在全球环境
基金资助的“增强脆弱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
适应力的能力、知识和技术支持”项目援助
下建成的。

该项目开创了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新
窗口。近日，该项目完成结题，同时又有一
些新的南南合作项目启动。

荒漠化防治技术走出国门

非洲“绿色长城”计划是 2005 年由非
洲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成员国发起
建设的一条穿越 11 个国家的防护林带，是

应对萨赫勒地区严峻生态危机、阻止撒哈拉
沙漠持续扩张的计划。

而这条“长城”的构筑，正在探索学习中
国的经验。

全长 400 多公里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
护林生态工程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
理研究所沙漠研究团队提供技术支持，于
2006 年建设完成。

“建成以来，这里的地下水位一直保持
动态平衡，并不像人们担心的在沙漠搞防护
林会成为‘抽水机’。因为我们主要采用了本
土耐旱植物如梭梭、沙拐枣、柽柳等，用水量
微乎其微。”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该
团队研究员徐新文表示。

近几年，结合相关项目实施，该团队的
防沙治沙技术成果已辐射推广到中亚和非
洲，实现了荒漠化防治技术走出国门。

“绿色长城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认
为“中国的经验和技术是适用整个非洲的”，
将与中国的科技合作列为“非洲绿色长城计

划”的优先工作。

服务发展中国家

作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张林秀，如
今的身份是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生态系统管
理伙伴计划（UNEP-IEMP）主任。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张林秀介
绍，UNEP-IEMP 是联合国环境署第一个
设在发展中国家并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全
球合作中心，“我们与其他合作中心的不同
在于，我们是多学科且利用综合措施解决问
题的全球生态中心”。

通过联合国环境署及其区域办和国家
办等平台，该机构也是帮助中国科学家和其
他国家科学家进行联系的合作平台，可以借
此连接全球的科学资源。

例如，在 UNEP-IEMP 发起的，由全球
环境基金资助的前述项目中，中科院 8 个相
关研究所为其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该项目

的合作，中科院研究团队也获得更多与联合
国环境署合作的南南合作项目，而且扩大了
科技外交影响力。

合作双赢

此外，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在毛里塔尼亚首
都设立了中科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西非区域
办公室，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等单位也在尼泊尔
建了海外中心，为未来长期合作提供了基础。

在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王绍强看
来，开展国际合作的目的是优势互补、双赢。

“现在随着我国科研水平和技术能力的提
高，我们也扮演着走出去的角色，通过科学
活动、国际合作加强国际交流，推动相互理
解和认识。”他说。

UNEP-IEMP 项目部主管王国勤表示，
中国长期以来开展了大量的双边援外项目，
而通过多边机制推进南南合作将帮助其他
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古生物学家断案：

“李存孝打虎处”脚印为恐龙足迹

简讯

大连理工举办世界大学校长论坛

本报讯 6 月 15 日，大连理工大学举办了世界大学校长论
坛。作为该校 70 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一，多所海内外知名大学
的校长和知名学者近两百人齐聚一堂，共同探寻高等教育发展
新模式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才的新路径。

大连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东明表示，希望依
托大工对外交流资源与优势，把学校打造成为与国外一流大学
联合培养理、工、管精英人才事业的开拓者。

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校长科罗
里·安德烈·迪米特里耶维奇、同济大学校长陈杰、英国卡迪夫
大学校长柯林·莱尔顿、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校长益一哉分别作
主旨发言。

与会者围绕“大学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大学产学研合
作的思考”“大学联合培养国际化一流人才”等主题展开了深入
讨论。 （刘万生姚璐）

北京量子院探索“兼聘兼薪”人才使用新机制

本报讯 6 月 16 日，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
量子院）2019 年工作推进会暨学术交流会召开。中科院院
士、量子院院长薛其坤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副所长杨
富华、兼聘研究员代表骆军委共同签署“兼聘兼薪”三方协
议，旨在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提高科研人员的收入水
平，实现三方共赢。

据介绍，量子院此次实施“兼聘兼薪”，旨在打通人才流动
和使用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让人才更好地施展才华。量子
院首批签约的“兼聘兼薪”研究人员共有 28 位。

会上，与会嘉宾还为量子院成为中关村海淀园企业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分站揭牌，该分站将成为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重要的
人才支撑和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郑金武）

一种青榄病虫害高效防治方法获发明专利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曾宋君
等人完成的“一种青榄病虫害高效防治方法”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授权。

该发明采用吸水性强的基质吸附农药，并用聚乙烯薄膜在
青榄树干离地 50～150 厘米处环绕包裹。该发明通过包干的方
法，使农药通过树皮渗透进木质部后运输到树杆的各个部位，
能较有效地防治青榄栽培过程中的病虫害，具有操作简单、时
间长、防治效果好等优点。 （朱汉斌周飞）

6月 15日，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科学传
播月专场活动在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举办。该
所以人工智能学科优势为牵引，通过展示、体
验、实操、讲座等形式，让中小学生零距离感受
到人工智能的魅力。

在本次活动中，中科院自动化所向公众开
放了智能机器臂系统、机器鱼、自助服务机器
人、空中机器人走钢丝、3D打印、500米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馈源支撑整体控制系
统等项目，让参观者直观地感受到人工智能所
带来的技术突破。

同时，此次活动还安排了丰富的人机交互
内容，如智能人机对话、小加机器人、微缩智能
车、场景体感互动、智能书法台等，让参与者在
互动中感受到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乐趣。而多无
人车智能集群协同、组装机器人等项目，则给
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实际动手操作的平台，让小
观众欲罢不能。 本报记者丁佳摄影报道

据新华社电 世界气象
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
近日表示，中国在气象服务
和气象卫星技术方面，已达
世界领先水平，期待中国气
象服务能够在“一带一路”
框架下惠及世界更多国家。

中国气象局和世界气
象组织 6 月 13 日在瑞士日
内瓦联合举办风云气象卫
星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气
象合作推介会。塔拉斯对中
国长期以来对世界气象组
织的支持，以及为提供和改
善全球气象服务所做的大
量工作表示感谢。

塔拉斯说，中国南京大
学为世界气象组织其他成
员国尤其是许多非洲国家
培训了大量气象专家；中国
还帮助非洲国家建设了气
象基础设施、提高了当地提
供气象服务的能力，其中包
括提供气象卫星数据和系
统服务。他期待未来在“一
带一路”框架下，中国能为
全球尤其是非洲地区及岛
屿国家提供更多气象服务。

中国气象局局长刘雅
鸣在推介会上介绍说，风云
气象卫星国际应用服务是

“一带一路”气象合作的重
要内容。中国在这方面已经
做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包括
把风云二号 H 星向西移至
东经 79 度，建立风云卫星
国际用户防灾减灾应急保
障机制，以及组织卫星应用
技术培训等。这些举措提升
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用
户的风云卫星数据获取能
力和应用水平，提升了区域
防灾减灾能力。

刘雅鸣说，2018 年中国
建立了风云气象卫星国际

用户防灾减灾应急保障机制，根据用户要求为风云
气象卫星用户提供区域加密观测服务。目前，菲律
宾、缅甸、马尔代夫、伊朗、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
等多个国家已正式成为注册用户。中方愿利用风云
卫星为各方提供气象服务，继续为世界气象组织各
项计划和活动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目前中国已成功发射了 17 颗风云气象卫星，
其中 8 颗在轨稳定运行，被世界气象组织纳入全球
业务应用气象卫星序列，成为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
统的重要成员，也是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机制
的值班卫星，为全球约百个国家和地区的防灾减灾
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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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孝打虎处”的“虎爪印”特写 邢立达摄

小朋友正在体验智能书法台

本报讯 6 月 13 日，全国“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周”启动。上海安排了包
括展会、论坛、竞赛等在内的一系列活
动，力争为双创活动全面加温。

双创周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
今年的主会场设在浙江杭州，同时在全

国各地设分会场。
当天，上海分会场主题展区的上海

科创成果展开幕。和其他双创展品、展
会不同，一些平时只能从网络、纸媒上
了解的重大科创成果实实在在展示在
公众眼前。这里向观众展示了由上海原

创或参与的一批“硬核”科技成果：由中
科院上海天文台参与完成的“全球首张
黑洞照片”在成果展上现身；位列 2018
年中国十大科学进展前二的“首个体细
胞克隆猴”和“国际首次人工创建单条
染色体的真核细胞”研发过程公布；中
科院上海光机所等实现 10 拍瓦激光放
大输出，脉冲峰值功率创世界纪录的

“超强超短激光装置”也展示了实物模
型与音视频演示。 （黄辛朱泰来）

上海为双创周全面加温

本报讯 6 月 13 日，2019 年全国“大
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周”山西分会场活
动在山西太原启动。这次主场活动主题

展示面积近 6000 平方米，有 286 个双创
优质项目参展，规模为历年最大。

据悉，此次活动由山西省科协、太原

市人民政府、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管委
会承办。主会场参展项目展示了该省在
大数据、航空装备、人工智能、无人机、新
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取得的创新创业
成果，同时展示了山西在数字经济、共享
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建设中的成功经验。 （程春生邰丰）

山西双创周精彩纷呈

人工智能
筑梦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