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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磊

赵志磊的导师伸出手臂喂蚊子。

没有活下来的转基因蚊子幼虫
受访者供图

从 23岁到 29岁，赵志磊几乎整个
人都醉心于研究咬人的蚊子。
“脑子里一直在思考正在研究的问

题，尽一切努力去获得新的进展，我不
止一次梦到我正在研究的课题。”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这位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的博士坦言自己比较喜欢那
种独树一帜的研究：从一种拥有某项神
奇能力的生物出发，揭示出比较普适的
规律。

蚊子就是其中一种，“它们有非常
敏锐的嗅觉”。终于在 2022年 5月，30
岁的赵志磊以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身
份在《自然》发表论文，阐述蚊子在寻找
宿主（人类）时的大脑活动。这项研究，
科学地回答了“蚊子为什么专咬我”这
个让许多人挠破头的疑问。

如今，赵志磊已赴康奈尔大学神经
生物学开展博士后研究。他的博士后课
题不再是蚊子，而转向了鹦鹉。

这有点冒险，但他内心坚定。“如果
我继续研究蚊子，能更快地找到教职。
但是我对鹦鹉非常感兴趣，新的技术手
段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深入研究它的
大脑，有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或许能通
过研究鹦鹉得到解答。”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赵志磊在童年时就对蚊子十分好奇。
在他的家乡云南，蚊子特别多。一

入夏，每个夜晚都不堪其扰，一觉醒
来一身包———但神奇的是，他的父亲
除外。
“一家人一起看电视，蚊子甚至绕

过他来咬我们。”赵志磊对此大惑不解。
调皮的他专门抓来蚊子，放在父亲手臂

上，蚊子却都唯恐避之不及地逃窜。
蚊子吸血还挑人？如果咬人还有

“选拔标准”，那这个标准是什么？这个
问题一直留在赵志磊脑中。

2015 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赵
志磊想要申请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在
遴选中他发现，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实
验室专门研究一种热带、亚热带的蚊
子———埃及伊蚊。这种最早起源于非
洲的小蚊子，在不到一万年的时间里
神奇地飞到了世界各地。而且，它们
还变得越来越喜欢咬人，俨然是“咬
人专业户”。

面试时，实验室的助理教授 Lindy
McBride给他展示了一个实验：让一百
只饥饿的蚊子来选择咬人还是动物，结

果几乎所有的蚊子都很快地选择人的
那一边。

她告诉赵志磊，虽然大家很早就知
道了这个现象，但蚊子到底是靠什么机
制来区分人和动物的，一直是个谜。

蚊子谜一样的操作让赵志磊非常
激动，当场就决定加入这个实验室去
解谜。

随着对蚊子了解的加深，赵志磊除了
好奇心，“身上逐渐多了一种使命感”。

蚊子不仅烦人，而且非常危险，它
们可以高效地在人类传播致命病毒。在
阅读文献时，赵志磊看到一组数字：世
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约有 72万人死
于疟疾、登革热等蚊媒疾病。

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心想：
“如果我能弄清楚这些蚊子是如何准确
区分人和动物的，那就有可能开发出高
效的捕蚊驱蚊方法，从而减少蚊子给人
带来的危害。”

其实，这个问题早已被研究了几十
年，一直都没有突破。究其原因，是科学家
能够在蚊子身上使用的技术方法有限。

然而，现在不同了。
赵志磊认为自己很幸运。“在我加

入蚊子研究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刚好有
一批强大的技术出现，比如基因编辑技

术和钙成像技术。我们当时意识到，把
这些最新的技术应用到蚊子的研究中，
就可能取得突破。”

这是个研究蚊子的黄金时期。赵志
磊足够幸运，也足够“拼命”，他一定要
抓住这个机会。

养蚊子要喂血？给，手臂！

养蚊子是第一道关。
收集野外的蚊卵、带回实验室孵化

都还好说，但，怎么养？或者说，怎么给
它们喂血？

埃及伊蚊不喜欢动物的血，实验
室常用的“用薄塑料膜模拟皮肤包裹
兔血”的方法并不太奏效；最简单高效

的方式，是直接把手臂伸入养蚊子的
笼子。

这样危险吗？赵志磊向《中国科学
报》解释说，这种喂蚊子的方法，是在
了解蚊子生物学的基础上，经过伦理
委员会论证通过的。当然这遵循完全
自愿原则。

而且，这种方法并不会造成疾病的
传播。

他解释说，蚊子只是病原体传播的
媒介，并不是其产生的源头，也就不会
隔代传播，所以实验室里从卵孵化来的
蚊子是很“干净”的，并不携带病原体。
同时，实验室有明确规定，同一批蚊子，
只能由同一个人来“奉养”，所以并不会
造成人传人的情况。

在 Lindy McBride的实验室，有“狠
人”同事创下了一天之内喂养 3000只
蚊子的纪录。

稍显瘦弱的赵志磊，纪录是 1500
只。第一次喂蚊子，他的手臂整个肿了
起来，痒了很久。后来 Lindy McBride让
他用热水不断冲洗（可加速皮肤血液循
环），才慢慢消了肿。

几个月后，赵志磊再用手喂蚊子就
感觉不到痒了，他说，这是因为“免疫系
统已经适应了”。

养了蚊子，接下来就可以收集“人
味”和各类动物气味，去寻找气味中的
不同，进而通过蚊子来验证它们到底对
什么气味感兴趣。

赵志磊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们收集
“人味”的方式也很绝，需要整个人脱光之
后躺进一个干净的塑料袋里，之后向塑料
袋通入洁净空气，这样排出的空气里就有
了“人味”。只是，这个过程略有些长，人要

在塑料袋里躺上两个小时。
研究团队通过比较发现，和动物相

比，人的气味并没有哪一种化学分子是
特有的，只是有几种分子特别多，比如
癸醛和甲基庚烯酮。

这两种分子是人的皮脂腺分泌的
某些油性物质接触空气后氧化分解而
来的产物。这些油性物质，动物的皮脂
几乎不分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味”

如此特别。
接下来是要弄清楚，蚊子为什么如

此喜欢“人味”。

失败也是评价贡献的重要部分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他们的实验方
案石破天惊：给蚊子做“开颅手术”，看
看它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如果能知道蚊子在闻到“人味”时
哪部分脑区被激活，他们就可以进一
步考证，蚊子大脑是否对某些特定的
分子（比如癸醛或甲基庚烯酮）情有
独钟。

破解了这个问题，不仅能一举解密
蚊子选人的标准，而且能够“捕蚊”———
相比由上百种分子组成的“人味”，特定
化学分子更容易被制造和储存，这更便
于制作新型的捕蚊器。

谜底确实在这个假设范围之内。他
们此后的研究发现，蚊子喜欢体味中癸
醛含量适中的人。

赵志磊解释说，一个潜在的原因
是，人群中癸醛很少或很多的人是少
数，如果蚊子倾向于喜欢这样的人，那
它找到合适的人的概率就会降低，不利
于繁衍。

但在研究中，蚊子的“开颅手术”可
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他们得让蚊子
开颅后，还活着。

基因编辑技术让这个大胆的实验
变得可行。通过编辑蚊子基因，特异性
地标记蚊子大脑中的神经细胞，让它们
表达荧光蛋白，当蚊子某个脑区的神经
细胞被激活时，荧光就会增强，这样就
可以知道哪个脑区被激活了。

然而，基因编辑蚊子的成功率太低
了，连 0.1%都不到。

赵志磊第一次做基因编辑，努力了
近 6 个月，才筛选到几只发荧光的幼
虫。当时他非常兴奋，以为马上就要成
功了，但没过几天，这些荧光幼虫就“全
军覆没”了。
“那时心情很糟糕。但是静下心来

仔细分析，其实负面结果也给我们后来
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赵志磊表示，一个
好的实验设计，不论结果是否符合最初
预期，都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可以
用来不断修正和完善我们对自然的理
解，“这也是评价我们对这个领域贡献
的重要部分”。

就这样，花了 5 年时间，研究团队
才陆续制造了可供实验的转基因蚊子。

他们通过实验发现，人的气味里虽
然有近百种化学分子，但是在蚊子的初
级嗅觉脑区只有两个区域被激活。

他们配比了一个只含有两种化学
分子的混合物来激活这两个脑区，发现

它对蚊子有很强的吸引力，就像真实的
人的气味一样。
“我们申请了专利，希望可以把这

个混合物应用到捕蚊器中来吸引诱杀
蚊子。”赵志磊透露，目前已经有几家开
发蚊虫防治产品的公司在和他们洽谈
专利的转让和合作事宜。

另外，赵志磊说，他的同事正在探
索另一个思路：如果可以筛选出一个化
合物，它能够特异性地抑制那两个被
“人味”激活的脑区，那么这个化合物就
可能被当作驱蚊剂来使用———它会干
扰蚊子对人的嗅探。

冒险的选择

从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后转向研
究鹦鹉，赵志磊做了一个冒险的选择。

在此之前，赵志磊拥有一个“开挂”
的人生：云南大理州的理科状元，考入
北京大学学习生物工程专业；北大毕业
后，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研究蚊子；如今
在康奈尔大学研究神经生物学。

他有他的理由。赵志磊对记者说，
和蚊子类似，鹦鹉也拥有一项神奇的能
力：在野外它们可以快速地模仿周围同
类的叫声，而被当作宠物饲养时会模仿
人说话。
“它们有着非常有趣的社会性行

为和认知能力，这种强大的学习模仿
能力在自然界中很少见。”赵志磊说，
学术界有一派观点认为，人类之所以
在演化中这么成功，就是因为人也能
快速地学习模仿。因此他觉得，要研
究学习模仿的大脑机理，“鹦鹉是一
个非常好的模型”。

赵志磊透露，他目前的研究关注大
脑中的多巴胺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
作用。

前路充满未知，甚至挑战很大，但
赵志磊自称“内心比较坚定”。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自己兴趣很
广，喜欢阅读科学史和人物传记。“这些
平时的积累在做选择时可能蛮有用。因
为脑子里有学科发展的一个大概面貌，
所以对于什么是比较重要的问题、新的
技术手段可以带来什么样的突破，能够
有自己的理解。”

他还把过往成绩归于自己的幸
运。“我觉得应该是选择、努力再加上
一些运气吧。从个人层面来说，我幸
运地出生在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一
路走来得到了很多师长和朋友的提携
与帮助。从大的方面来说，我非常幸
运生活在一个崇尚科学、科技高速发
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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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发现一个以上新物种

他是山野间的福尔摩斯
姻荆淮侨姻本报记者李芸

发现全新物种，并由自己命名，绝
对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而发现的背后，
是抽丝剥茧的细致工作：既要在漫山
遍野找蛛丝马迹，又要在实验室形成
完整的“证据链条”，最终发现新物种
的“真相”。

而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副研究员李
新伟就是山野间的“大侦探福尔摩
斯”，他和合作者一道，从 2010年至
今，先后发现了 16个新物种。

发现新物种是个体力活

早上 7点多，是许多鸟类觅食的时
间。李新伟收拾装备，为上山做准备。
“从事植物学分类研究，出野外是

家常便饭。高峰时期，一年有一半以上
的时间都在山上跑。”李新伟说。

李新伟主要在湖北的山林间活
动。早上 8点，他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
上山，开始一天的工作。
“只有真正上山，才知道什么是山

路十八弯。即使是自己曾发现的新种，
有精确经纬度的 GPS点，遇到起雾下
雨，也可能找不到。因此，当地向导十
分重要。”李新伟说，通常他要到天黑
才下山。

一天 9到 10个小时的户外工作，
登山装备显得更加重要。在他的双肩
包里，相机、标本夹、放大镜等装备都
是常规配置。
“上山的装备要尽量轻，但整个包

总重量还是 10斤起步。因为要预留空
间携带淡水，一般要带 2瓶，像云南那
种湿热环境就要翻倍。”20多年的植物
分类学经验，让李新伟积累了不少野
外生存技巧。

在他看来，在野外工作体能要先
跟上。“爬 1000米的山，相当于爬 300
层的高楼。”李新伟表示，山路上的石
头很滑，荆棘也很多。通常一天最远可
以走 25到 30公里山路，但体力消耗
不是平时散步可比的。

在山上，穿越竹林是他最痛苦的
时候。“山上的竹林很茂密，又闷热。走
山路容易出汗，竹叶落在身上很痒，又
不能打赤膊。”而这种情况，在鄂西、重
庆周边的考察中，再寻常不过。

赶路是为了更好的发现。一天的
工作中，拍照、数据采集、压制标本等
都是重头戏。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下，
发现植物与众不同的特征，格外考验
眼力。
“有些物种很好辨认，比如盛兰凤

仙花。第一次见到的那株有 3米多高。
株型和茎秆的颜色和已知的物种都不
同，辨认起来就相对容易些。”2020年，
李新伟发表了在湖北竹溪发现的新物
种盛兰凤仙花，是目前我国凤仙花属
植株最高大的一种。

但更多时候，发现新物种的蛛丝
马迹需要明察秋毫。有时为了取得可
靠、完整的形态、物候、生态数据，需
要反复进山观察采集，并进行栽培试
验，周期长达十几年。今年，李新伟
发表的新物种是反卷雪胆。而第一次
见到这株植物，是在 2010 年的湖北
十堰。
“每一种植物都有其独特的美，这

让我对植物始终充满好奇，并希望深
入探索和研究。”谈及能发现新物种的
原因，李新伟如是说。

高频“上新”见证生物多样性

“在普通人眼中，可能就是一棵
草。但在植物学里，这些新物种代表着
生物多样性的丰富。”李新伟表示，如
果不能欣赏每种植物身上独特的美，
可能很难去做好保护工作。

近年来，随着全社会保护意识的
增强，以保护区、国家公园等为代表的
就地保护和以植物园为代表的迁地保
护相辅相成，体系更加完善。

目前，中国的迁地保护植物大约
有 2.4万余种。植物多样性受威胁的程

度在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濒危植物
得到了有效保护。一些过去被认为消
失的物种，再度现身。小勾儿茶是 1907
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在湖北兴山首
次发现的，此后近百年再未有人发现
过，曾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2001年，
武汉植物园研究员江明喜在湖北五峰
重新发现此种。
“这些发现的背后，不仅丰富了中

国的植物图谱，而且从侧面反映出生
态环境的变化。”李新伟说，现在出野
外，最常见的动物是野猪。有几次，他
还与野猪有过近距离接触，“其实小野
猪是非常漂亮的，身上有花纹”。

除此之外，在科考中，与鬣羚、斑
羚、黄喉貂擦肩而过的经历不少。“经
常是一个黑影从林子里蹿出来，羚牛、
林麝以前都很难见到，现在都比较常
见了。”他说。

野生动物多了，科考工作也需要
格外小心。“以前黑熊见到人类就
跑，因为被打猎打怕了。现在，我们

见到黑熊会离得远远的，担心遭到攻
击。”在李新伟看来，这些都说明近
年来对绿水青山的重视让生态得到
了恢复。
“在野外调查植物时，见到许多

鸟。现在能叫出几种常见的鸟的名字，
比如红嘴蓝鹊、白鹇、角雉。”李新伟表
示，生态环境变好的同时，人们的环保
意识也越来越强。现在，野外科考都会
与当地的保护区联合开展，“大家都希
望摸清家底，科研人员的工作开展起
来也更加方便”。
“发现新物种，只是很多工作的开

始。”李新伟表示，如今，人们不仅注重
珍稀植物的保护，还注重珍稀植物的
繁殖，扩繁更多的后代，再帮助其重新
回归山林，扩大野外种群数量。未来，
除了对疑似新类群保持关注，李新伟
还将深入了解植物种类、习性、分布、
生存状态、用途，以及繁殖栽培养护技
术等，通过植物保育与展示，提高公众
植物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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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圈”

栏目主持：胡璇子

高中山
58岁浙大园艺学教授跨学科获医学博士学位

据浙江大学微信公号消息，近日，该校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58岁的
园艺学教授高中山收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证明。

高中山说：“我在瓦赫宁根大学攻读植物科学博士学位期间，参与
过苹果过敏原基因的图谱定位和多样性研究，而水果过敏问题需要多
学科交叉协作来解决。”2018年，他萌生了攻读医学学位的想法。2012
年，阿姆斯特丹大学通过了他的医学博士研究生的申请。

科研期间，高中山完成百余份桃子品种的过敏原测定，成功筛选
出低致敏品种，让原本对桃过敏的人可在医生指导下，尝试一些低致
敏性的桃子。他首先发现我国主要的桃过敏原及其与蒿花粉过敏的交
叉反应机制，还将过敏研究拓展到了蒿花粉和尘螨过敏研究领域。

张亮
“扭扭车”男孩高考超一本线 44分

近日，一名驾着“扭扭车”参加高考的考生受到各界关注，打动了许
多人。这位考生名叫张亮，今年 21岁，是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人。“脆骨
症”让他失去了独立行走的能力，频繁的骨折让他的身高只有同龄人的
一半。由于失去了独立行走的能力，“扭扭车”成为张亮的代步工具。

虽身处逆境，但张亮奋发拼搏，在今年高考中取得 535分的成绩，超
过安徽省理科一本录取分数线 44分。

张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自己心仪的学校是中科院深圳理工
大学（筹）。由于还在筹建中，该校今年暂未有本科招生计划，但学校关注
到相关报道后，立即派出教师前往安徽，并表示愿意向其提供学业和生
活上的帮助。

范致远李嘉图杨天祺
获计算机理论顶会最佳学生论文奖

计算机科学领域顶级国际会议第 54届 ACM计算理论年会（STOC
2022）日前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清华学堂计算机
科学实验班”的 3位“00后”学生范致远、李嘉图与杨天祺，凭借论文《伪随机
函数的精确复杂性与计算复杂性理论中自举现象的黑盒自然证明障碍》夺
得最佳学生论文奖。

ACM计算理论年会是理论计算机科学领域顶级的国际会议，在计
算机科学领域享有极高的声望。本次会议共接收论文投稿 457篇，录用
135篇，接收率约为 29%，其中评选出 2篇最佳论文奖，以及 2篇最佳学
生论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