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3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62580699 广告发行：010－62580707 传真：010－6258089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登字 20170236号 零售价：1.20元年价：238元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印厂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综合2021年 10月 18日 星期一
主编 /肖洁 编辑 /胡璇子 校对 /何工劳 Tel：（010）62580618 E-mail押news＠stimes.cn4

田志喜（右
四）给专家们讲
解新品种大豆
种植情况。

韩扬眉摄

发现·进展

简讯
上海科技大学

揭示脂肪酸调控
营养感知新机制
本报讯近日，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朱焕

乎课题组利用秀丽隐杆线虫的动物模型，发现富含于牛肉
和奶制品中的单甲基支链脂肪酸可作为一种关键的食物营
养信号调控鞘脂及 mTOR通路，进而影响动物对食物中总
氨基酸含量的判断并决定其发育命运。该研究成果日前发
表于《发育细胞》。

食物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生长发育最重要的
资源之一，由于在环境中的相对稀少性，其往往是决定种
群兴衰的限速步骤。为此，动物进化出一套强大的食物营
养感知系统，根据环境营养状况的优劣，相应地调控自身
的生长代谢速度甚至发育命运（如发育 / 滞育、个体大
小、寿命等）。

近年来，生物化学家逐步揭示了细胞感知氨基酸、葡
萄糖等关键营养分子的一系列相关信号通路 （如
mTOR、胰岛素、AMPK 等）及分子机制。这提示营养分子
除了提供生命所需的物质能量外，还可能作为信号分子
参与细胞的代谢过程。但遗憾的是，目前这一点很难在
活体中验证。其原因在于，与组织培养细胞不同，食物中
关键营养分子的匮乏通常会导致动物迅速死亡，因而无
法检验其是否作为信号分子，在动物活体生长发育中扮
演重要角色。

针对这些问题，研究人员首先利用秀丽隐杆线虫在“饥
饿状态”下能长期存活这一特性，绕过动物在营养匮乏时无
法生存的缺点，将线虫在食物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培养，使其
进入可逆的 L3幼虫滞育状态。随后外源添加各种重要营养
物，观察其是否会影响线虫对营养的判断。

他们惊奇地发现，无论是添加单种糖类或氨基酸，都无
法欺骗线虫。而一种碳链末端带有甲基的饱和脂肪酸———
单甲基支链脂肪酸，可以欺骗线虫退出这种保护性的滞育
状态并死亡。进一步研究发现，线虫滞育的根本原因在于食
物中总氨基酸量的不足；而加入单甲基支链脂肪酸使得线
虫错误地认为氨基酸已经充足了，导致其恢复发育并不幸
死亡。

单甲基支链脂肪酸对发育命运的调控最早由美国科罗
拉多大学教授韩珉在线虫中发现，即一旦切断内源和外源
的单甲基支链脂肪酸供应，线虫从卵中孵化后就会 100%进
入滞育状态。尽管随后的一系列研究揭示了单甲基支链脂
肪酸通过合成下游的糖鞘脂及激活 mTORC1通路来调控
发育，但这种调控的生理意义一直不明确。

朱焕乎课题组的发现提示，作为必需氨基酸亮氨酸的
代谢物，单甲基支链脂肪酸似乎介导了线虫对食物总氨基
酸的感知。而进一步研究证实了线虫体内游离单甲基支链
脂肪酸的浓度与食物中氨基酸的量正相关。

这表明动物巧妙利用了细菌可以将氨基酸转化成单甲
基支链脂肪酸这一现象，作为自己判断氨基酸丰度的标准。
而人体的肠道菌中同样含有大量的支链脂肪酸，人体是否
同样也会用单甲基支链脂肪酸来判断营养状况？该问题有
待进一步研究。 （黄辛）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云南发现最古老
肋鳞裂齿鱼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研究员徐光辉在云南三叠纪海相地层中发现世界上最古
老的肋鳞裂齿鱼类化石，这是该鱼类在亚洲的首次发现，因
此被命名为亚洲肋鳞裂齿鱼。研究表明亚洲肋鳞裂齿鱼距
今约 2.44亿年，比此前在欧洲发现的肋鳞裂齿鱼类早 200
万年。研究成果近日在 上在线发表。

距今约 2.5 亿年前，地球生命历史中发生了最具灾难
性的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事件。为了解之后的三叠纪生
态重建，徐光辉团队对我国云贵地区的三叠纪海相地层
进行了十余年的持续研究，先后发现、命名了 21 种水生
脊椎动物化石。

本次命名的亚洲肋鳞裂齿鱼发现于云南罗平，是一
种小型甲食性鱼类，鳞片较为特殊。目前该古鱼类物种
仅发现 3 块化石，是 2.44 亿年前罗平生物群中的稀有物
种。化石保存十分完好，可以完整复原其形态特征，为研
究肋鳞裂齿鱼科的骨骼形态学和系统发育关系提供了重
要信息。

由于肋鳞裂齿鱼类同时具有肋鳞鱼类和裂齿鱼类的过
渡特征，其分类位置难以确定。徐光辉根据对欧亚肋鳞裂齿
鱼类的详细对比和分支系统学研究，首次提出了肋鳞裂齿
鱼类是漏卧鱼类姐妹群的观点，新建立了肋鳞裂齿鱼科，并
将它归入漏卧鱼目。

这一研究成果解决了肋鳞裂齿鱼类的分类学问题，
同时对了解三叠纪新鳍鱼类的早期演化和生物地理具有
重要意义。

相关论文信息：

亚洲肋鳞裂齿鱼复原图 许勇供图

从参与者向贡献者引领者转变
———COP15与会专家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
姻本报记者冯丽妃高雅丽 见习记者田瑞颖

“近十余年来，从保护地面积增加到科
学研究迅猛发展、国际履约合作不断深化，
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方面的国际
影响力逐年攀升，正在从参与者向贡献者、
引领者转变。”10月 14日，中科院院士、中科
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魏辅文在接受《中国科
学报》采访时说。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COP15）日前在昆明举行。在大会
间歇，《中国科学报》对与会的一些专家进行
了访谈。

中科院院士魏辅文：

中国正在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引领者

“中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与国际
并驾齐驱，某些领域呈现引领态势。”魏辅
文认为，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我国生态文明
制度建设紧密相关。“基于生态文明体制，
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和研究等方
面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魏辅文说。

例如，他表示，中国引领了全球的“绿色
增长”，2000年至 2017年，地球陆地绿化面
积增加了约 5%，中国贡献了 25%，其中 42%
的新绿化来自于造林。过去 20年，中国的科
学研究国际影响力逐年攀升，在多方面取得
了非常重要的成果。

不只如此，我国参与的国际履约合作不断
深化。自 1992年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中
国积极推进相关国际公约的履约，倡议成立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举办 COP15，
积极推广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参与者，向贡献者、引领者转变。

中科院院士陈发虎：

以青藏高原碳中和促生物多样性保护

青藏高原是我国的生态安全屏障，面积

达 262万平方公里，生态系统类型丰富，自然
保护地占区域面积的 40%以上。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表示，青
藏高原实现碳中和，将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修复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目前，青藏高原区域碳排放总量不足全
国 1%，未来仍具有减排空间。从碳汇角度，青
藏高原生态系统碳汇大于人为碳排放量，约
占全国碳汇总量的 10%~16%。未来青藏高原
将持续暖湿化，可能促进植被生长，青藏高
原自然固碳能力持续增强。

陈发虎表示，青藏高原实现碳中和，生
态系统保碳增汇会对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
性保护发挥直接的正向影响。“例如三江
源—羌塘高原区这些地方生态环境脆弱且
独特，我们在这里建立典型自然保护区，在
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碳汇可持续的同时，也保
护了这里的植物、动物及微生物的多样性。”
陈发虎说。

此外，他还指出，青藏高原减排等会对
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间接的正
向影响。比如，高原农牧业绿色转型、大力发
展高原可再生能源等举措在实现减排的同
时，也间接减少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干扰和
破坏，保护了生物多样性。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马克平：

我们需要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在 COP15第一阶段会议期间，中国承
诺将率先出资 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
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
护事业。“这是中国作为大会主办方对缔约
方和国际社会关注焦点问题的积极响应。”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生物多样
性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平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他指出，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资金机
制相比，可用于生物多样性履约的资金“少

得可怜”。“资金严重不足是生物多样性保护
目标不能如期实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急需为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实施筹措
资金。”马克平说。

在他看来，中国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保
护方面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很好的做法和经
验，生态保护红线以及正在建设的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都提供了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方案”。在全球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进一步“走出
去”，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近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全球影

响力提升非常快，但在科学‘走出去’方面仍
远远落后。作为科技‘国家队’，中科院应该
以科学为支撑，努力填补空白。”他说。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吴宁：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软硬”支撑

自 2016 年底中国确认主办 COP15 以
来，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吴宁就参与
了大会的前期工作。在他看来，如果把开发
生物资源、建立野外观测网站、设立标本馆
看作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硬件”支撑，中科
院科研人员基于科学研究提供的政策决策
咨询与建议则体现了科技智库的“软支撑”，
而后一个方面尤其重要。

近日，我国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正式公
布，位于四川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便是其中之
一。自 2017年国家公园体制提出，中科院成
都生物研究所就积极参与到大熊猫国家公
园建设中来，从生物多样性评估、栖息地保
护方案、国家公园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积极
献智献策。不只如此，无论是对在建的川藏
铁路，还是对在建的若尔盖湿地国家公园，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都为保护和建设规
划的制定提供了科学支撑。

在吴宁看来，由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
用具有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特点，中

科院可以从第三方角度，利用多学科、建制
化优势，对生物多样性开展综合性、系统性
研究，并提出更加客观的建议。无论是生物
多样性研究、生态环境长期监测，还是在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决策咨询方面，中
科院庞大的科学家队伍都无可替代。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学龙：

作为“国家队”的一员，要心系“国家事”

“中科院作为科技‘国家队’，一直肩负
着生物资源调查和保护的职责。”在 COP15
期间，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COP15云南代表团代表蒋学龙在接受《中国
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上世纪第一次青藏高
原科考时，老一辈科学家在极为艰苦的条件
下担负起生物资源本底调查和保护的重任，
在许多研究领域填补了空白。

今天，“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生物资源
研究者的手中，他们亦做出了不少成绩。例如，
从 2009年至今，蒋学龙团队就先后发现并描
记了天行白眉长臂猿等 7个哺乳动物物种。
“做科学研究要有兴趣，但更要认清责

任。”蒋学龙说，发现新物种不是目的，科学
调查是为了了解一个区域的生物本底、生存
现状以及影响生存的机制，以此评估生态系
统健康性或完整性。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能
发现新物种，也能丰富对自然的认知。

蒋学龙认为，作为“国家队”的一员，必
须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作为中科
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的成员，2015 年以
来，他与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研究者合作，
多次赴肯，与当地研究者共同开展生物资源
本底调查，帮助他们提升技术、知识和能力。
“尽管中国现在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是

我们的技术水平和能力比非洲国家更强，我
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提升技术、知识和能力，
这也有助于发挥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
面的引领作用。”蒋学龙说。

亩产超 500斤！耐盐碱大豆破纪录了
姻本报记者韩扬眉

“经测评，大豆品种 TZX-1736 亩产
529.6斤；大豆品种 TZX-805亩产 526.6斤，
恭喜获得高产！”日前，在山东省东营市黄河
口镇海宁村，土壤含盐量为 0.5%的盐碱地
上，“耐盐碱大豆新品种选育”测产组专家们
兴奋地喊出了测产结果。

土壤含盐量 0.5%是什么概念？一般来
说，土壤含盐量在 0.3%以下，可以种普通庄
稼；超过 0.5%时，只有少数耐盐性强的作物
可以种。“我们实现了国内土壤含盐量 0.5%
的盐碱地大豆种植零的突破！”同为专家组
成员的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张礼凤和
山东大学教授向凤宁交流着感受。
“这是第一次测产，这个结果没想到，真

是没想到。”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以下简称遗传发育所）研究员田志喜面
露喜悦，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千分之二的守护

“这是高产了，过去好地上也只收两三
百斤。”承包并负责该试验田管理的种植大
户刘新华笑着对记者说。

刘新华心口的石头也落了地。他坦承，
一开始要在盐碱地上种大豆，他也不确定能
否种活。因为这里的土地几乎没法种庄稼，
村民们“劣中选优”地选种了棉花，无奈人
工、成本高，且产量效益差。

刘新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种上科学家
送来的大豆种子。没成想，他田里的大豆一
茬比一茬好。如今，60亩的示范田里，大豆粒
大饱满、整齐坚挺、品质优良。

4年前，田志喜站在东营海宁村的地头
放眼望去，地表犹如铺上了厚厚的白色晶
盐，几乎没有植物。

看到苦不堪言的村民们，田志喜决定培

育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
一开始进行大田试验时，他们走了不少

弯路。“品种淘汰率非常高，尤其在第一年，
几乎全部没出苗，我们沮丧坏了。”长期驻
扎在东营的遗传发育所研究员、东营分子
设计育种研究中心主任王建林告诉《中国
科学报》。

他们没有放弃，在一次次试验、淘汰、筛
选中看到了希望。4年来，在中科院重点部署
项目支持下，田志喜带领团队在完全雨养的
条件下，在 0.5%~0.8%的重度盐碱地，对 8000
多份大豆材料进行筛选，最终得到显著耐盐
碱大豆种质材料 56份，其中特别优异材料
18份。这相当于平均 1000份材料中只有 2
份是最优的。

团队还在完全雨养的条件下，连续 2年对
初步选育的耐盐大豆品种进行养分管理试验，
最终发现化肥 +覆膜、化肥 +生物肥 +覆膜
对于提高大豆耐盐碱能力有显著效果。

田志喜始终坚持一个理念，育出的品种好
不好，农民说了才算。直到村民们一眼就能估
算出高产，才算筛出了“好品种”。

大豆品种 TZX-1736、TZX-805表现尤
其出色。最终专家组一致认为，这两个大豆
品系具有耐盐高产特性，建议在环渤海盐碱
地加大示范面积和加速审定推广。

令田志喜意外的是，村民们告诉他，今年
他们将大豆与高粱套种，往年让人头疼的病
虫害也几乎消失了。

期待“农业荒漠”变良田

盐碱地被称为“农业荒漠”。田志喜告诉
《中国科学报》，一方面，我国有近 5.5亿亩盐
碱地，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另一方
面，我国大豆严重依赖进口，对外依存度达

80%以上。
为什么我国需要进口那么多的大豆？田

志喜表示，大豆单产低、综合效益差是我国大
豆危机的主要原因。而解决这个问题，也是
10年前他学成归国回到遗传发育所成立团
队的初衷。
“提高单产和扩大种植面积，是弥补我国

大豆缺口的主要解决途径。”田志喜说。如果一
方面实现现有耕地大豆单产翻番，另一方面增
加 1亿亩边际土地来种植大豆，实现盐碱地大
豆亩产 130公斤的水平，那么我国就有望实现
40%~50%的大豆自给率。

可以说，对盐碱地、荒漠等边际土地的利
用，是扩大种植面积的最佳方案。

10年的不懈攻关，田志喜带领团队专注
大豆功能基因组研究，克隆了大豆产量、品质、
发育等一批重要农艺性状调控基因，建立大豆
分子设计育种体系，与诸多同行一同带领中国
大豆基础研究走向国际前列。

在过去的 60年间，大豆的单产未能像水
稻、小麦和玉米一样达到 4倍甚至更多的增
加。于是，在攻关基础研究和新技术的同时，
田志喜带着团队致力于培育高产优质、适应
能力更强的大豆新品种。

他有了新目标———开展大豆超高产和耐
盐碱研究，获得具有重要育种价值的高产、耐
盐碱基因，培育高产稳产、适宜大规模生产、
综合效益高的大豆新品种，为保障我国粮食
安全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这次在东营测产的首胜点燃了“星星
之火”。未来，在东北、新疆更为连片的盐碱
地上实施大型机械化时，盐碱地将变为大
豆的“良田”。

同赴“大豆自给”之梦

“这是个突破性的成果，在今年所有的品
种中是拔尖的，期待着这两个品种通过资质
审定的‘绿色通道’，加速审定并进行推广。”
全程参与此次测产的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书平说。

企业和农民满意，田志喜也更加有信心
了。明年，他希望在东营不同地点开展百亩连
片示范，进一步确定该材料和栽培模式在盐
碱地利用中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实现更多优
良材料的筛选和小区域鉴定。

据统计，我国盐碱地中至少有约 2亿亩具
有改造潜力。耐盐碱大豆新品系的出现，为深
耕盐碱地、充裕大粮仓提供了核心要素。

不过，田志喜认为还有诸多有待提高之
处。“实现大豆自给的梦想，我一个人的力量
有限，要是很多人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就
一定能成功。”他说。

首届全国矿产勘查大会举办

本报讯日前，首届全国矿产勘查大
会在合肥举办。常印佛、侯增谦、陈晓
非、杨经绥等院士专家以及国内科研院
所、知名高校、地勘单位的 1000余名地
质工作者参会。

本次大会以“创新矿产勘查技术，
保障国家资源安全”为主题，共安排 14
个特邀报告、设置 14个专题，与会者围
绕矿产勘查理论、技术和实践等问题开
展了交流讨论，研讨内容紧密结合国家
重大需求，特别设置关键金属、能源矿
产（铀、锂等）专题。

本次大会由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地质科学院等
单位发起，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主办。

（桂运安何家国）

赵九章优秀中青年科学奖揭晓

本报讯 10月 15 日，“赵九章优秀
中青年科学奖”（以下简称赵九章科学
奖）揭晓，4 名空间科学领域的优秀中
青年科学家获此殊荣。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孙业乐、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胡岩、山东大学张清和、中
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张爱兵分别获得
大气物理、地球物理、空间物理和空间探
测领域赵九章科学奖。据统计，本届申报
人平均年龄 41.02岁，年龄最低者 33岁。

赵九章科学奖每两年召开一届，奖
励我国在大气物理、地球物理、空间物
理和空间探测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年龄
在 45周岁以下（含 45周岁）的中青年科
技工作者。 （倪思洁）

《中国植物园》和《中国迁地
栽培植物导论》出版

本报讯 记者从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获悉，由研究员黄宏文主编的《中国植物
园》《中国园栽植物志———中国迁地栽培
植物导论》近日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植物园》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我

国现有的 161 个植物园和树木园的概
况，可为中国植物园的建设、管理和发
展提供基本的指导信息。《中国园栽植
物志———中国迁地栽培植物导论》简
述了中国植物园的研究概况，介绍了世
界植物园、中国植物园迁地栽培植物的
情况。 （朱汉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