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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发布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6月 5日，在世界环境日

到来之际，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以下简
称联合体）在京发布 2020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
科技进展。

入选的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分别为支
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决策的我国长期低碳发展战
略研究，面向未来的中国污水处理概念厂创建，黄
金航道开发与河流生态保护协同的理论与方法体
系，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路径优化关键技
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方法与应用，国
家地表水环境质量自动监管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
第三次青藏高原科学试验—边界层与对流层观测，
发现“食用蔬菜和作物吸收微塑料的通道与机制”，
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分区协同防控关键技术，新冠病
毒气溶胶采集与监测研究。

据了解，2020 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
展由两院院士和联合体成员单位推荐，由 15位院
士专家组成评委会评议投票产生，今年是连续第二
年开展此项评选。2020年度入选的进展内容涉及碳
达峰和碳中和、大气污染防治、水环境保护、绿色
GEP核算方法、新冠病毒监测等生态环境领域的热
点问题，反映了我国生态环境科技领域前沿发展动
态，在引领生态环境领域技术创新、鼓励生态环境科
学研究、提高公众环保意识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该联合体是在中国科协指导下，由环境、生态、气
象、地理、农、林、土壤、地质、海洋、水利、可再生能源
11家全国学会，生态环境领域知名企业，学术研究机
构和社会组织共同发起成立的协同创新组织，于
2018年成立。生态环境部部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
事长黄润秋担任首届主席。

亚洲象的“奇幻漂流”
“回家”之路比人们想象的更加漫长
姻本报记者李晨阳

最近一段时间，“大象旅行团”几乎“住”
在了热搜上。两群大象从老家———云南西双
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子保护区出发。
一群北上 500多公里，大摇大摆一度逛到了
昆明境内；一群南下滞留在中国科学院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威胁着科学家 60余年来收
集的 1300多种珍稀濒危植物。

网上的声音渐渐从惊奇、调侃变得趋于
理性。前段时间还笑言“昆明欢迎你”的网友
们，也开始担忧“接下来该怎么办？”“它们还
能回家吗？”
“野生动物对人类、人类对野生动物，都

有心理上和事实上的安全距离。”亚洲象研究
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对《中国科学
报》说，他最担心的是，这种安全距离正在一
次又一次被打破。
“一方面，中国的生态保护工作初见成

效，亚洲象等野生动物的种群有所恢复；另
一方面，栖息地的破坏和碎片化，却难以在
短期内得到改善。”张立说，“这是问题的根
源。”

繁衍生息、“人丁”渐旺，却发现已经找
不到家了———这绝不是亚洲象一种动物面
临的烦恼。

大象和人，都想有个家

研究亚洲象 20多年来，张立见证过太多
人象冲突的悲剧，给他的研究生做饭的一位
野象谷老板娘，就是死在了大象的脚下。
“中国的农夫和大象无法共处。”在《大象

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这本著作里，澳大
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史教授伊懋可
得出了如此结论。

早在数千年前，大象还游荡在今天的河
北地界，即便后来环境变化，它们也能适应大

半个中国的气候。河南修水电站时，曾经挖掘
出亚洲象的遗骸。河南的简称“豫”，字形里就
藏着一头“象”。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步步进逼，大象
在中国大地上一路退却，最后只剩下云南
省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零星栖息地，
种群数量一度跌至 150 头，可以说是“退无
可退”。

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加强，国内亚洲象
的数量缓慢回升到 300头左右，但依然处于
濒危状态。但就是这么少得可怜的亚洲象，依
然能引发激烈的人象冲突。2010年，保险公司
估算了西双版纳 100多头大象给当地造成的
经济损失，大约是 437万；2017年又涨了近两
倍———1253万元。与此同时，大象伤人的事件
也时有发生———仅 2019年，就有 14人因云

南野象肇事而死亡。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状是，一方面，来

自人类的干扰从未止息，新的耕地还在继续
嵌入亚洲象本已所剩无几的栖息地；另一方
面，大象苦于现有环境满足不了它们的生存
和种群发展需求，也在持续向外扩散。这些因
素都会让人和象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进一步
加剧人与大象的冲突。”张立说。

最近张立接受了很多采访。每一次，他都
会强调一个数据：近 20年间，中国野生亚洲
象的栖息地面积缩小了 40%以上。“不管你分
析大象迁移有哪些原因，都不能忽略这个最
残酷的事实！”

橡胶、茶叶等产业，是大象栖息地消失的
最主要原因。但棘手的是，这些产业对当地人
来讲，无疑就是命根子。

进入中科院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的亚洲象

中科院西双版
纳热带植物园供图

DNA探针观察活细胞机械力传递
本报讯（记者温才妃 通讯员吴江龙）日前，《自

然—细胞生物学》在线发表了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
教授刘郑课题组在生物物理交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
果。课题组设计出一种新型 DNA结构的荧光张力探
针，并应用于活细胞运动过程的机械力可视化研究。
该技术有望成为研究肿瘤细胞迁移、免疫细胞识别和
激活等机械力深度参与生命过程的重要工具。

电学、化学和力学是细胞内最常见的三大信号
系统，它们相互协调，共同维持着细胞的生命活动。
前两者已被广泛研究，而细胞的机械力信号传递过
程因缺少有效的研究方法，人们对其认识有限。实
际上，细胞的生命过程不断地受到挤压、拉伸、弯曲
和拉扯细胞外基质等过程产生的机械力的调控。尽
管细胞上每个受体传递的机械力小得令人难以置
信———分布于几公称压力到几十公称压力范围内，

但是这些机械力信号可以深刻影响胚胎发育、肿瘤
迁移、免疫识别等多种过程。因此，在空间和时间上
对细胞机械力进行精准表征，可以帮助人们深入认
识细胞如何利用微观力学信号诱导和改变相关的
生物化学信号。

该工作设计出一种新型 DNA 结构的荧光张
力探针，并应用于活细胞运动过程的机械力可视化
研究，具有力学量程宽、可逆、单分子灵敏度等优
势，并可以用光来控制该探针的机械结构，进而实
现控制细胞力的功能。通过对细胞迁移过程中整合
素介导的机械力进行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一类少量
但传递更强机械力的整合素团簇（力学热点）在细
胞运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相关论文信息：

新材料模仿蜻蜓翅膀坚韧可修复

本报讯（记者唐凤）日前，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傅
佳骏和四川大学教授傅强、副研究员吴凯合作报道
了一种以蜻蜓翅膀为灵感打造的坚硬而强韧的可
修复材料。相关论文近日刊登于《物质》。

近年来，研究人员专注于开发具有高强度、高
模量的可修复材料，这类材料在智能建筑、航空航
天、汽车工业等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然而，目前
报道的基于超分子相互作用的刚性可修复材料都
表现出脆性断裂的特征。

蜻蜓翅膀具有从微纳尺度到宏观尺度的独特
分级结构，这种分级结构完美地赋予了其卓越的力
学性能。例如，蜻蜓翅膀中刚性的翅脉能够抵抗机
械变形，从而给翅膀提供所需的强度和刚度，而嵌
入翅脉中的翅膜则能够有效分散外界作用力，所以
翅膜和翅脉组合而成的连通型混合网络结构具有
协同增强作用。研究证实，蜻蜓的翅膀是轻量化的，
其比强度和比刚度高于商用航空铝合金。同时，由
于蜻蜓翅膀具有高度规则的分级结构和特殊的止
裂效果，还具有优异的韧性、承载能力和抗疲劳能
力，这也给翅膀提供了保护作用，防止空气摩擦造
成蜻蜓翅膀折断。

研究人员通过定构加工的思路，在硬而脆的可
修复聚合物基体中植入三维互联的仿蜻蜓翅膀微
结构骨架，解决了刚性可修复材料脆性断裂的问
题。与初始材料相比，制备的仿生复合材料的综合

力学性能有了显著提升，其刚度提高了 3.8倍，强
度提高了 25倍，应变提高了 7.9倍，断裂韧性则提
高了 54.3倍。

此外，制备的仿生复合材料还具有快速的光控
可修复性能、优异的热稳定性以及良好的电磁屏蔽
能力，是一种多功能集成的坚韧复合材料。

相关论文信息：

受蜻蜓翅膀微结构启发的坚韧可修复材料 。
图片来源：吴凯等

听故事、看电影、游专线……6月 5
日，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
技馆分馆）分别策划推出“点亮好奇心 致
敬科学家”和“百年初心 齐聚自博”博物馆
之夜活动，带领 3000多名观众开启一场
漫游博物馆的奇妙旅程。

近日，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的
吴孟超和“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相继
离世。为缅怀、致敬两位科学家，本次活动
特设《遇见 @ 科学家———致敬袁隆平院
士、吴孟超院士》即时展览，采用 11 的
比例还原科学家的工作场景，同时公益展
播《我是医生》和《袁隆平》两部电影，生动
展现两位“国之脊梁”的科学成就与高尚
品格。

此次活动内容丰富，旨在弘扬科学家
精神，展现百年间前赴后继的科学家为中
国科技事业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黄辛报道 上海科技馆供图 /高千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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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与施普林格·自然
集团合作开展的《2021“理想之城”———全球青年科
学家调查》（以下简称报告）发布。对全球上千名一
线青年科学家的调查发现，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
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平台和独立承担开展研究项目
的机会，是对青年科学家职业发展最为重要的影响
因素。其中，中国青年科学家更加重视所在的高水
平科研平台，北美青年科学家更加重视独立主持研
究的机会，而欧洲青年科学家更加重视稳定的经费
支持。

中国的研究生、博士后也表达了影响个人职业
发展的最主要瓶颈问题，包括国际学术交流机会缺
乏、对跨学科多元发展支持不足，以及跨界交流拓
展事业机会欠缺等。

跨城市迁移的青年科学家
起点更高、上升更快

报告对两万多篇全球青年科学家的科研论文
进行了统计分析。其结果显示，不同城市和学术机
构间的流动有利于青年科学家发展成长。在
2012~2020 年间至少有过一次跨城市迁移的青年
科学家学术起点更高且上升更快，但同时发展曲线
也较为波折。

与欧美发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青年
科学家相比，中国城市的青年科学家流动性仍相
对较弱。2012~2020年，北京、上海青年科学家流
入流出比例均为 5%~10%，而巴黎、旧金山等城市
青年科学家流入比例高达 25%~30%。

值得一提的是，2012~2020年，青年科学家在
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之间的相对流动较为频繁和
密集。中欧互为对方青年科学家流入的主要来源和
流出的主要去向，体现了中欧在青年人才培养和交
流上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

超半数青年科学家职业路径清晰

调研发现，超过半数的青年科学家当前对未来
职业发展已有明确计划。其中，64.46%选择在大学
和科研机构从事研究、教学工作，19.92%选择投身
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技术研发，6.63%选择参与科
技创业或创业投资，4.11%选择从事科技管理、服务
方面工作。

与其他国家青年科学家相比，来自中国城市
的青年科学家更倾向于参与科技创业，其中上海
青年科学家显示出最强的创业积极性，选择参与

科技创业和投资的人数比例达
到了 17.07%，相当于每 6 人中
就有 1人把创业作为事业发展
方向。

上海吸引全球
30岁以下青年科学家

论文分析的结果显示，
2012~2020年，上海青年科学家
的人均学术贡献在全球 20座科
技创新中心城市（以下简称 20
座城市）中排名第 12位。而当仅
统计 2018~2020年时，上海青年
科学家人均学术贡献在 20座城
市中排名第 8位。

在 2012~2020 年各城市的
青年科学家学术发展曲线中，上
海青年科学家成长速率排名 20
座城市的第 6位。北京、深圳也
表现出相似的发展特征，特别是
深圳 2018~2020 年青年科学家
人均学术贡献已进入前 3名，成
长率排名 20座城市首位。上述
结果显示，近年来中国城市越来
越成为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
的良好平台。

受调查青年科学家认为，科
技创新“理想之城”最关键的要
素包括城市为科研人员提供合
理的生活成本和良好的公共服
务（23.08%）；拥有世界级大学
和科研机构（16.24%）；地方政
府积极支持科技创新（14.79%）
以及对多元族群、文化的包容性
（12.22%）等。

调查发现，在 20座城市中，
上海对于全球青年科学家的吸
引力排名第 4位，居中国城市之
首，特别是对于全球 30岁以下
青年科学家的吸引力，上海位居
所有 20座城市之首。在青年科
学家对所在城市各方面的打分
评价中，上海在各主要方面均获
得较高评分。特别是在政府支持科技创新方面，上
海获得了 20座城市中最高的评价。

人类基因组“拼图”即将完成

本报讯 20 年前，当人类基因组计划诞
生、生物技术公司 Celera Genomics宣布对人
类基因组进行测序时，这个序列尚未真正完
整，其中缺失了约 15%的序列。技术上的限制
使得研究人员无法计算出某些 DNA 片段是
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是那些有许多重复
碱基对的片段。

随着时间推移，科学家解开了其中一些
谜团，但遗传学家自 2013年以来用作研究参
考的最新人类基因组序列仍然缺少 8%。

现在，大约 30个机构组成的国际合作组
织———端粒到端粒联盟（T2T）的研究人员填
补了这些空白。

据《自然》报道，在近日发表于预印本平
台 BioRxiv的论文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圣克鲁兹分校基因组学研究人员 Karen Miga
和同事报告称，他们已经对剩余的部分基因组
进行了测序，其中发现了大约 115个编码蛋白

质的新基因。目前基因数量达到 19969个。
被命名为 T2T-CHM13的新测序的基因

组，在 2013年版的人类基因组序列上一次性
增加了近 2亿个碱基对。

这次测序，研究人员没有使用从人身上
提取的 DNA，而是使用了来源于一种被称为完
全性葡萄胎（当精子使一个没有细胞核的卵子
受精时在人体内形成的组织）的细胞系。由此产
生的细胞只含有来自父亲的染色体，因此研究
人员不必区分来自不同人群的两组染色体。

Miga表示，如果没有太平洋生物科学公
司的新测序技术，这一壮举或许不可能实现。
这一新测序技术可一次性激光扫描包含多达
2 万个碱基对的从细胞中分离的 DNA 长片
段。而传统测序方法一次只能读取包含几百
个碱基对的 DNA片段，研究人员要像拼拼图
一样将它们重新组装起来。

然而，T2T-CHM13 并不是人类基因组
的“最终版”。T2T团队在分辨染色体上的一
些区域时遇到了困难，估计大约 0.3%的基因
组可能含有错误。此外，形成葡萄胎的精子细
胞携带 X染色体，研究人员还没有对 Y染色
体（通常会触发男性生物学发育）进行测序。

T2T-CHM13只代表一个人类的基因组。
但 T2T已经与一个名为人类泛基因组参考联
盟的组织合作，该组织的目标是在未来 3年内
对全世界 300多个人类基因组进行测序。

Miga 说 ， 合 作 研 究 小 组 将 使 用
T2T-CHM13作为参考，以了解基因组的哪些
部分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他们还计划对包含
双亲染色体的整个基因组进行测序。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英国维康桑格研究所的人类基因组序列
切片可视化图。

图片来源：James King-Holmes/Science
Photo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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