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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如何传递
虫害信息？

日本■玉大学研
究人员最新发现，植
物的叶片遭到虫害时
会分泌谷氨酸，将信
息迅速传递到其他叶
片，促使植物体内合
成抗虫物质。

先前研究发现，
植物遭遇虫害时能在
短时间内将信息传递
出去，但植物并不具
备类似动物的大脑和
神经系统，它们究竟
如何感知伤害并传递
信息一直不得而知。

■玉大学研究人
员为最常见的模型植
物拟南芥注入绿色荧
光蛋白以观察植物细
胞内部。结果发现，拟
南芥的叶片被虫子啃
食后，伤口处的细胞
会自动分泌谷氨酸，
促使钙离子浓度上
升，并以每秒约１毫
米的速度将钙离子作
为信号，通过植物输
送养分的管道传递到
其他叶片上。

当所有叶片细胞
中的钙离子浓度都随
之上升后，植物体内
迅速开始合成一种名
为茉莉酸的物质。茉
莉酸是存在于高等植
物体内的内源生长调
节物质，与细胞的受
体结合后会产生苦味
的生物碱以及害虫讨
厌的气体，从而使害
虫不愿再靠近植物。

研究人员表示，这
一成果将有助于研发
新型环保农药。相关论
文已发表在新一期美
国《科学》杂志网络版
上。 （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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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保险颁（换）发保险许可证公告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锡林郭

勒盟多伦县支公司（地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165330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75152531
机构住所：锡林浩特市多伦县北二

环北鑫源机动车检测东200米处102室、
202室、203室

业务范围：农业保险；财产损失保
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9月12日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

彦淖尔磴口县支公司（地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165329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12150822
机构住所：磴口县巴彦高勒镇新建

管区民生家园14-18号间
负责人：郭海燕
联系电话：15335683908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

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

其他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9月12日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头中

心支公司东河支公司（地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165327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127150207
机构住所：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

西大街融石大厦2层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

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9月12日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

川开发区营销服务部（地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165341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108150101002
机构住所：包头市昆都仑区广汇商

城外三区4+4号上、下层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

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9月28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兴

安盟扎赉特支公司（地址变更）
机构编码：000018152223
机构住所：兴安盟扎赉特旗音镇繁

荣社区纳兰雅居三期B座102-202、
103-203号门市

成立日期：2012年07月23日
负责人：栗文龙
联系电话：0482-3977609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

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9月25日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市赛罕区支公司(地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165343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75150105
机构住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东二

环路万正尚都4号楼19层（1905室）
业务范围：农业保险；财产损失保

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

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经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保
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9月30日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回

民区营销服务部(地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165346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108150103001
机构住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通道

南街祥和小区9号楼1至2层27号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

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0月9日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中心支公司（领证公告）
许可证编号：0165326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138150100
机构住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华

东街26号万达广场B座10层
负责人：杨 波
联系电话：0471-3299201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
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
国保监会批准，且经过总公司授权同意
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9月12日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鄂

尔多斯中心支公司（领证公告）
许可证编号：0165339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078150600
机构住所：鄂尔多斯市铁西区鄂尔

多斯西街63号汇能大厦B座12层1204室
负责人：张国菲
邮政编码：017000
联系电话：0477-3887688
业务范围：机动车保险，包括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
险；企业/家庭财产保险及工程保险；船舶/
货运保险；农业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证
保险；投资型保险；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
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
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9月28日

憨态可掬的企鹅，受
到很多人的喜爱。作为企
鹅的一种，在南极无冰区
繁殖的阿德雷企鹅却面临
诸多生存困难。夏季的暴
雨、冰山的阻隔，现代生态
学研究表明，这些都可能
酿成企鹅幼鸟大量死亡的
惨剧。

此类事件在历史上是
否存在？很不幸，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极地环境研究室
孙立广-谢周清教授小组
的最新研究显示，上述惨剧
曾经上演。过去千年里，两
场大规模天气灾害，引发企
鹅幼鸟大规模死亡的生态
灾难事件。相关研究发表在
最近出版的国际著名学术
期刊《地球物理研究杂志：
生物地球科学》上。

这项研究的初衷是什
么？研究的意义在哪？难度
在哪？

两项测试结果带来意

外发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极
地环境研究室开展企鹅研
究已有20年历史。

此次再探东南极，环南
极企鹅生态环境深度研究
成为新目标，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极地环境研究室博士
生高月嵩的任务是研究历
史上岛屿东、西方位上的企
鹅聚居地是否发生过迁移，
以及地形对迁移的影响。

为了完成这项研究，
高月嵩和澳大利亚的生态
学家，在长半岛不同位置
采集了一些粪土沉积剖
面，希望通过碳-14测年和
标型元素重建企鹅活动的
年代范围。

野外采样过程中，高
月嵩注意到遍布半岛各处
的废弃企鹅聚居地和数量

惊人的小企鹅干尸，这后
来被孙立广形象地比作企
鹅“墓园”和木乃伊。
“我认为每年有上万

对企鹅在这繁殖，大量小
企鹅难以养活是正常现
象，这些木乃伊的年代应
该很年轻。”高月嵩告诉记
者，自己当时一心想要研
究最初设定的问题，因此
按照实验室惯常的研究流
程做了碳-14测年和标型
元素测试。

大量测年结果表明，
多个沉积剖面发育时代为
2000年前到近3500年前，
但剖面表层多有一个厚约
20厘米的沉积物，它们是
在距今750年同时产生的。
“这是非常奇怪的。如

果没有极端干湿事件，正
常天气状态下沉积序列应
该有均匀的沉积速率，也
就是说，每沉积一定厚度
消耗的时间相近。”高月嵩
说。但剖面研究发现，地表
20厘米以下每沉积1厘米
需几十年到几百年，而20
厘米以上的沉积，所消耗
的时间近似为0。

这表明，750年前当地
的环境一定发生了很不寻

常的事件。
另一个测试指标———

标型元素的含量分析结果
也很不寻常。

四个剖面中有三个剖
面的顶部沉积物里都富集了
磷和硫等企鹅粪土层的标志
性元素。通常，这标志着企鹅
种群数量的突然增高。其中
一个剖面在顶部20厘米层
位，不同寻常地发现了保存
十分完整的小企鹅尸体。

这是研究室20年研究
中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
利用碳-14补测地表企鹅
尸体年龄，证明大都距今
750年。

考察同时发现，长半岛
另一块地方也有大片小企
鹅木乃伊。年龄测试发现，
它们均距今200年，可能经
历了相同的灾难过程。

强降雨事件引发小企

鹅大规模死亡

“墓园”中的小企鹅是
饿死、淹死还是冻死的？条
带状平行排列是生前排列
还是死后保存？孙立广找
到刑侦方面的专家，期待
他们帮助找到导致企鹅死

亡的“真凶”。遗憾的是，由
于年代久远，目前技术可
能无法对其进行解剖和精
确辨识。

在浏览高月嵩拍摄的
数百张照片时，其中一张
引起孙立广注意。照片上
企鹅木乃伊和企鹅筑巢用
的石子呈明显条带状平行
排列，而且企鹅脑袋一致
下偏，有着被强烈的水流
冲刷过的痕迹。

研究人员猜测，降水
导致生态灾难。

这种猜想并非毫无依
据。未经换羽的小企鹅羽毛
缺少油性物质，被雨水浸湿
后极易被冻伤乃至死亡。

但他们需要寻找更多
证据来支持“降水假说”。

一次偶然机会，高月
嵩看到一篇文献提到，法
国生态学家发现，2013
年—2014年几场连续的降
雪和南极罕见的降雨，导
致法国站企鹅繁殖地当年
孵化的几万只小企鹅无一
生还。这确认了降雨会导
致生态灾难。

与此同时，他调研了
大量资料，不仅证明强降
雨导致小企鹅死亡的灾难
事件，还连带证明，在距今
750年前后，南极洲边缘部
分地区曾经发生过降水量
增大的过程。这是冷暖交
替过程中发生的极端天气
事件。

按照猜想，如果历史
上该地区发生过强降水，
那就不可能是孤立事件，
临近地区同样也会有降雨
发生，一定能在附近的湖
泊沉积中找到证据。

在中山站站区20年的
研究积累，为研究人员提
供了水动力加强的证据，
表明该地区发生过强降雨
事件。

合理预测可应对企鹅

生存风险

在孙立广看来，该研
究的另一重要意义是发出
警示，在全球气候变暖背
景下，极端气候事件频发
的可能性加大，尤其是降
雨、降暴雨的概率增加，企
鹅将面对新的生存挑战。

因为现代全球气候正
处于剧烈变化时期，气温、
降水、极地海冰、天气现象
等在短时间里频繁出现异
常，寻找其规律，是现代气
候学家一直探索的问题。

长时间尺度的气候变
化对企鹅生态的影响，是研
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研究发现长尺度的气候冷
暖变化、大气环流、冰盖进
退等气候环境因素，对企鹅
聚落的繁荣和衰落有着不
可抗拒的影响，由于长时间
尺度的变化相对缓慢，一般
不称之为“灾难事件”。

与长时间尺度相比，
短时间尺度的灾难性生态
事件证据往往很难保存，
因为灾难“作案现场”很容
易被清除。
“历史上发生过的气候

事件与生态事件，一定会在
海洋湖泊的沉积记录和冰
芯里留下证据。”谢周清说，
未来几年内，小组还要通过
“以古论今”手段，在环南极
范围内广泛寻找过去生态
灾难事件记录，并对比研究
其与气候事件的关系，认识
气候变化对企鹅及南极生
态系统所产生的影响，然后
对未来气候、生态变化作出
合理的预测和应对。“通过
了解全球变化背景下，极端
气候与生态事件的关系，才
能有效地评估当今企鹅所
面临的风险，这是一个长期
的目标。”（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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