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6年之前，中国药科大学第一实验大
楼 212房间的灯，不管春夏秋冬，总是亮到更
深夜静时。这是著名生药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徐国钧的工作室。

1937年常熟沦陷，徐国钧在逃难途中幸
遇当时在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任教的同乡周太
炎先生。经周先生介绍，他进入国立药学专科
学校担任助理技术员，后就读国立药专，并留
校任教。他在昔日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今日
的中国药科大学，整整学习工作了 67个年头。

徐国钧步入中药领域半个多世纪，由
他主编或参加编著正式出版的教学、科研
专著和参考书达 52 部，主审或审阅出版的
著作有 15 部；发表了有关生药鉴定、化学
成分、药理作用、资源开发方面的论文近
400 篇。而这累累硕果，大部分是他用一只
眼睛完成的。

11月，中国药科大学举行了纪念徐国钧
院士诞辰 100周年系列活动，重温他严谨的治
学态度、求实的科学作风和开拓敬业的精神。

显微鉴定力破“神仙难辨”之说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而女尸的手中竟握
着一把中草药。只是这些草药早已炭化，它们
大多被加工成不规则的块段或细小碎片，经
过 2100多年的“殉葬”，实在难以辨识。

考古工作者很想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草
药、这些草药对古尸的保存能起什么作用。这
些问题的答案对中国汉代医药学史具有重要
科学意义。然而，考古学家对此却束手无策。

这时，生药显微鉴定的开创者徐国钧进
入了他们的视野。

徐国钧少年时，假药劣药横行，因此他始
终把药材的真伪鉴别放在心上。他是国内第
一个把植物解剖学的显微鉴定方法用于药材
鉴别领域的人。

粉末生药学是鉴定粉末状态的药材和制
定中药材鉴别标准的重要依据之一。早在
1951年，徐国钧就从数年来观察所得的材料
中选择了 101种植物类生药，整理成《粉末生
药检索表》。

他把单味药的细胞组织结构特征搞得清
清楚楚，但这远远不够。我国传统的中成药丸
散膏丹大多是直接用粉末药材制成的，然而，
一种中成药经常含有几种、十几种或几十种
粉末药材。徐国钧的学生、中国药科大学教授
余伯阳解释，复方制剂的鉴定不同于单味药
材，方中不同药材的细胞、组织或内含物常有
交叉。所以，医学界向来有“丸散膏丹，神仙难
辨”之说。

于是，徐国钧决心运用粉末鉴定的方法
攻克这一难题。1956年，他以家庭常备良药
“灵应痧药”为突破口，通过反复观察、分析和
比较，排除了不同药材间同类细胞、组织的相
互干扰，找出各种组成药物的专属性特征，成
功地从“灵应痧药”中检出了麝香、蟾酥、天

麻、麻黄、甘草、苍术、丁香、大黄、雄黄、朱砂
10种药材，与处方完全一致。这项研究成果
的发表，开创了中国中成药鉴定的先河。
从 1964年开始，徐国钧发表了《粉末药

材显微鉴定研究》等一系列论文，并在 1975
年把其中 100种粉末药材鉴定的全文和特征
图汇编成册。
在这个过程中，徐国钧发现了不少中成

药成品与药典处方不相符的情况，在帮助相
关部门进行中成药品质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1972年，正是凭着植物药显微鉴定这一
手绝活儿，徐国钧在接到马王堆药材鉴别的
任务后，与合作者一起，通过数月努力，成功
鉴别出茅香、高良姜、桂皮、花椒、辛夷、藁
本、姜、杜衡、佩兰 9种药材，解开了这一“千
古之谜”。

创建中药系统研究新模式

在中药显微鉴定领域，徐国钧早早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他很快意识到，除了要解
决中药材真伪问题外，还要关注中药的品质评
价，系统展开质量研究。
“我国文化历史悠久，药用资源丰富，有

中药近万种，常用的有五六百种。由于历史原
因，地区习惯用药存在差异，同名异物、同物
异名现象，以及多来源品种普遍存在。因此，
必须对常用中药进行系统的品种整理和质量
研究，明确药材基原，澄清混乱，确定最佳采
收期，建立质量评价标准，为中药材生产和应
用提供科学依据。”徐国钧在《关于中药、天然
药物学科发展的浅见》中写道。
“七五”和“八五”期间，徐国钧作为主要

负责人之一，开启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
科技攻关项目———“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
质量研究”，并组织南方协作组完成了 110个
大类药材的研究。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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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钧：鉴微百草 矢志兴药
■本报记者胡珉琦

徐国钧

中科院学部供图

在上海振华重工长兴基地，由振华重工自主设
计、振华重工启东海工基地建造的 JSD6000深水起
重铺管船，已完成全船动力和辅助系统码头调试以及
部分吊重试验，即将迎来出海试航大节点。

该船可铺设管径覆盖 6~60英寸，铺管最大水深
达 3000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深水起重铺管船之一。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气象要素变化是近 20年东亚沙尘活动减弱主因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沙尘活动作为气候环境

变化的指示器，是认识地球系统演变的“一面镜
子”。近几十年来，东亚沙尘活动整体上呈减弱趋
势。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吴成来、研
究员林朝晖联合国家气候中心、德国科隆大学、
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等机构的科研人员，利用
团队开发的风蚀起沙模型，揭示了近 20 年来东
亚沙尘活动减弱的原因，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
于《自然 - 通讯》。团队模拟的 2001—2017 年地
表起沙通量数据同时发表于“科学数据银行”，供
国内外学者下载使用。

沙尘暴是我国主要灾害之一。沙尘气溶胶作
为地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辐射、冰云、风尘

堆积和海洋碳循环均有重要作用。因此，要厘清过
去沙尘活动变化的原因、对未来变化趋势作出准
确预测。

风蚀起沙模型开展了 2001—2017 年东亚地
表起沙通量的模拟试验，并通过地表风速、土壤湿
度、植被覆盖等单个因子变化的多组敏感性试验
间的对比，分别量化了不同因子对东亚沙尘活动
减弱趋势的贡献。

结果表明，相比 2001年，2010—2017年东亚主
要沙尘源区的起沙量从 3.08亿吨 /年减少到了 2.02
亿吨 /年，减弱明显。从变化的原因来看，沙尘源区
上地表风速减弱、植被覆盖增加、土壤变湿均起到了
重要作用，贡献分别为 46%、30%、24%。由此可见，风

速减弱起主导作用。
进一步分析表明，气象要素变化是导致近 20

年来东亚沙尘活动减弱的主要驱动因子。近年来
的风速减弱可能与全球变暖、气候系统年代际变
化有关，植被覆盖增加则与地表气温增加、生态恢
复工程等紧密相关，而土壤变湿可能与降水变化
有关，但原因更为复杂。因此，预估未来沙尘活动
的变化趋势需要同时考虑这些要素的综合影响。

该研究有助深入理解和认识近 20 年来东亚
沙尘活动演变的原因及机制，同时为未来沙尘变
化趋势的预估提供关键线索。

相关论文信息：

甲状腺结节是良是恶一“针”断分晓
本报讯 普通超声、弹性超声、超声引导下细针

穿刺活检……面对日益多见的甲状腺癌，诊断方
法在不断迭代升级。然而，并非所有患者都能得到
“一锤定音”的精准诊断。统计表明，约 20%～30%
的甲状腺结节（特别是滤泡性肿瘤）尚缺乏在术前
明确诊断的手段。如今，这一尴尬情况有望得到改
善。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甲状腺中心 /上海市甲
状腺疾病研究中心牵头，联合南方科技大学医学
院、江苏省江原医院等单位，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发
现甲状腺癌精准表观遗传学分子标志物。

该研究应用定量显色印迹基因原位杂交
（QCIGISH）技术，可直观地将癌症相关印迹基因
异常表达状态转化为细胞核内可见的信号，对癌

细胞表观遗传异常程度作量化评估，并在多中心
临床研究中得到证实。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美国
临床肿瘤学会会刊《临床肿瘤学杂志》。

该研究纳入 8 个中心的 550 名经细针穿刺
（FNA）评估并经组织病理学证实的甲状腺结节患
者。QCIGISH检测对甲状腺恶性肿瘤的总体诊断敏
感性为 100%、特异性为 91.5%、阳性预测值为 96.5%、
阴性预测值为 100%、诊断准确性为 97.5%，诊断能力
高于目前常规的甲状腺癌分子标志物；而对于诊断
难点 Bethesda III-IV类结节，QCIGISH诊断阳性预
测值为 96.6%、阴性预测值为 100%、准确率为 97.5%；
对于 BethesdaVI类结节，QCIGISH的诊断准确性更
是达到了 100%。

这一发现将使医生通过细针穿刺就能准确判
断几乎所有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同时准确排除
不需要手术或治疗的良性结节。此外，与其他分子
标志物要到恶性征象比较明显时才能检出且检测
技术复杂较难普及相比，印迹基因的表达变化在
癌细胞很少的情况下就能够明确检测出来，且检
测技术易操作、易普及。

该研究成果标志着甲状腺癌分子诊断进入表
观遗传学时代，有望彻底改变甲状腺癌的早期诊
断和早期管理流程，为全球甲状腺癌精准诊疗提
供中国范例。 （张双虎 黄辛）

相关论文信息：

院士谈深化院士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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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院士制
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强调要以完善制度、解决突
出问题为重点，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更好发挥院
士作用，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
这不仅体现了党中央对院士队伍建设的关心关
切，也为院士队伍更好服务国家建设发展提供了
遵循。

作为 2021 年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我
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
高政治站位，在主动承担国家急难险重科研任
务、解决重大原创科学问题、以身作则净化学术
环境、培养青年科研人才等方面发挥好表率作
用，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征程上不断做
出新的努力。

首先，坚持“四个面向”，着力投身国家科技
事业。

两院院士是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
要力量。院士称号不仅意味着鲜花与掌声，也意
味着责任和担当。作为新当选院士，要继承老一
辈科学家心系人民、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对接
国家重大需求，发挥自身科研优势，在基础研究
和学科交叉领域寻找创新点，破解“卡脖子”问
题，作出更多重大战略性和原创性贡献。

未来，我们团队将坚持“四个面向”，围绕国
家“十四五”规划中“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前瞻
布局类脑智能”的战略部署，致力于发展类脑忆
阻器、全息光存储等新型电学 /光学存储材料与
技术，解决其在材料设计、性能优化及器件集成
等方面的关键科学问题，研制类脑神经网络，实
现超高密度存储。

其次，发挥引领作用，着力集聚人才振兴
东北。

当前，国家正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
创新高地，并提出推进“3+N”人才高地和人才平
台建设，我所在的长春也处于国家“3+N”战略布
局中。作为东北籍的院士，我将在东北老工业基
地振兴中发挥作用，结合东北优势特色领域，推
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实验室等高端科研平
台和大型科研设施落地东北。特别是在我较为熟
悉的光电功能材料领域，积极谋划，推动建立集
成光电子材料与器件创新平台，吸引高端人才，
培养青年科技人才，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做出
应有努力。

再次，推动科学普及，着
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
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
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
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
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
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
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

而全民科学素质的提
高主要来自科普教育。当
前，我国科普团队还不够强
大，开展科普工作的高水平
人才数量不多。作为院士，
要自觉推进科技创新资源
科普化，探索将前沿科学成
果、深奥科学道理转化成通
俗易懂的科普资源的有效
方式，促进创新科研成果为
科普工作赋能。

最后，立足本职工作，着
力建设一流师范大学。

师范大学在建设创新
型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中
具有先导性、基础性、战略
性地位。作为院士，同时也
是东北师大的校长，我将心
怀“国之大者”，扎实做好本
职工作。育人是大学的根
本，我们将秉持“尊重的教
育、创造的教育”理念，注重
由知识形态向问题形态、方
法形态、教育形态有效转
化，强调演绎、归纳并重的
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批判反
思的意识、能力和习惯，造
就更多具有创造力的卓越
教师和未来教育家，推动东北师大扎根中国大
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师范大学。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院士）

英美大学罢工 研究陷入停滞

加州大学学术工作者停止研究，加入了要求
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抗议活动中。

图片来源：Genaro Molina

寰球眼

本报讯 11 月 14 日以来，美国加州大学约
4.8 万名学术工作者停止研究，加入了要求提
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抗议活动中。他们称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者罢工
事件。

据《自然》消息，此次罢工的原因主要是，大
学教职员工对工资和工作条件未能跟上不断上
涨的生活成本感到不满。根据今年的一项调查，
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里，生物科学博士生的工资
都低于生活成本。
“我 30多岁毕业时，都没有积蓄组建家庭。”

参加此次罢工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生物工程
研究生 Nadia Ayad说，在 5年的研究生学习中，
房租超过了她工资的一半。

加州大学的学术工作者要求将整个校园的
平均最低工资从 2.4 万美元提高到 5.4万美元，
将博士后的平均最低工资从 6 万美元提高到 7
万美元，并根据生活成本的增加进行年度调整。
目前，谈判正在进行中。没有学术工作者，整个加
州大学的研究工作基本陷入停滞。随着大学考试
期的临近，许多课程被取消。

无独有偶，11月 24日，英国 150所大学的 7
万多名学者和教职员工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罢工，
抗议低工资、不可持续的工作条件和养老金削
减。一些研究人员表示，恶劣的工作环境正在侵
蚀英国科学的未来。

2018年以来，英国大学与学院联盟（UCU）
成员多次举行罢工。这次罢工者的不满集中在
低于通货膨胀率的加薪，以及难以负荷的超高
工作量。

罢工者还希望大学扭转 4 月份生效的养老
金削减政策，他们说，这相当于退休收入平均损
失 35%。这一削减是在 2020年 3月对大学退休
金计划的评估报告称其赤字超过 140 亿英镑之
后做出的。但 UCU表示，赤字已经解决，而且大
学退休金计划 6月份的财务监测报告显示有 18
亿英镑的盈余。
“这次罢工有两个原因。这是雇主连续第 12

年提出低于通货膨胀率的加薪，这意味着工资每
年都在减少。他们提出加薪 3%，但通货膨胀率约
为 11%。这相当于实际减薪 8%，相当于失去了一
个月的工资。”布里斯托大学的地理学家 Richard
Harris表示。

有专家认为，罢工事件会潜移默化影响英国
乃至全球科学的未来。 （辛雨）

“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
暨青年科学家论坛举办

本报讯（记者李晨阳）11月 26—27日，
第三届和第四届“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暨
2022年“青年科学家 502论坛”在深圳举办。
上百位青年科学家和院士专家以线上或线下
的方式参会，打造一场跨学科交流的盛宴。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香港中文大学
医学院副院长卢煜明、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得主 Andrea Ghez 等以线上方式参加了
26日举行的颁奖典礼。

据了解，今年的“科学探索奖”增设医学
科学领域，并产生了首批 5 名获奖人，以鼓
励青年学者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解决医学科
学领域的基础性问题。同时，该奖项特别关
注女性科学家和年轻科学家的发展。今年最
年轻的获奖人、北京邮电大学研究员王光宇
仅 31岁，是“科学探索奖”设立以来的首位
“90后”获奖人。

27日，第二届“青年科学家 502论坛”举

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
启德线上参会并致辞。此次论坛以“聚焦原
创，突破边界”为主题，众多知名院士专家与
青年学者畅聊科学领域前沿话题。

论坛发布了由“科学探索奖”获奖人提出
并投票产生的 2022年度“十大基础研究关键
词”。同时，此次论坛新增“校长圆桌”，邀请南
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东方理工高等研究
院院长陈十一、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
上海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李儒新、大湾区大学
（筹）负责人田刚、厦门大学校长张宗益等围绕
人才培养、基础研究等议题展开探讨。
“科学探索奖”是由杨振宁、饶毅、施一

公、潘建伟、谢晓亮等 14位知名科学家与腾
讯基金会发起人马化腾共同发起的公益奖
项。自 2018年设立以来已经奖励资助了 200
位青年科学家，每位获奖人将在 5年内获得
总计 300万元的可自由支配奖金。

http://weibo.com/kexuebao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