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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干院士和后继者们的科技创新历程，可以说是内蒙古乃至中国生物技术产业由小到
大、由弱到强的一个缩影。在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自治区生物科技取得了一大批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目的基因、调控元件、育种材料，研发出一大批新技术、新方法。

是他们，让内蒙古生物技术挺立于国际前沿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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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宇宙中“神秘信号”的消息
近日连续刷屏，许多人将其与外星人联系起
来。但无论是贴出论文的英国《自然》杂志
网站，还是探测到信号的加拿大实验团队，
都没有提到外星人。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不久前贴出2篇
论文，它们来自“加拿大氢强度测绘实验
（CHIME）”团队，其中一篇论文说该团队探
测到13个“快速射电暴”，第二篇论文则重
点介绍了其中一个代号为 FRB180814.
J0422+73的重复快速射电暴，这就是引发
热议的“神秘信号”。

快速射电暴指宇宙中突然出现的无线
电波短暂且猛烈释放的现象，持续时间通常
只有几毫秒，却能释放出巨大能量。这次

“神秘信号”之所以引发关注，因为它具有重
复的特征，研究人员探测到6次重复信号，
并且似乎源于同一位置。天文学家还不清
楚其发生机制，这给它蒙上了神秘面纱，许
多人因此联想到外星人。

这并不是首次发现重复快速射电暴。
《自然》网站显示，与“神秘信号”有关的那篇
论文标题是《第二个重复快速射电暴的源
头》。此前科学界就曾发现过一个代号为
FRB121102的重复快速射电暴，但当时并
未引起这般轰动。

《自然》网站上的相关介绍中没有提到
外星人，研究团队在相关声明中也没有提到
外星人。声明说，快速射电暴的源头可能是
具有巨大能量的天体，比如可能与超新星爆
发和黑洞有关。他们希望今后能有更多设
备用于探测快速射电暴，获得更多数据。

团队成员之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
大学天体物理学家英格丽德·斯泰尔斯在
声明中说，发现第二个重复快速射电暴意
味着可能还会发现更多类似现象，在对更
多观测数据进行分析后，“我们或许能解开
这些宇宙谜团——它们来自哪里、是由什么
引起的”。 （张家伟）

宇宙神秘信号
来自外星人吗？

生活中，洋葱作为食物配料常出现在许
多家庭的餐桌和厨房，而有的人却对洋葱寄
予更多的“厚望”，用它来杀菌、防流感。

有一则故事讲到，在历史上某次流感疫
情发作时，一位医生到各地农场去探视，他
发现众多农民及家庭难逃流感之袭，而有一
户人家却出奇健康，原因是他们在家中每个
房间都放着一个没有剥皮的洋葱。有说法
称，这是因为洋葱吸收了病菌，因此使这家
人得以健康。

网络上还流传一种说法，即把洋葱的两
头切掉，插在叉子上，然后把叉子放在花瓶
里，晚上放在病患身旁，第二天洋葱变黑了
就是洋葱吸收、杀死流感病毒的表现。

其实，有关洋葱的这些说法并不科学，有
实验人员曾采用国家标准中公共场所微生物
检验的方法来证明这一点。实验人员在一间
面积为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5个监测点，
然后在房间里放置洋葱，并监控5个监测点
的菌落数量变化。实验人员准备了3个洋
葱，切掉两头，放置于房间的不同位置。结果
显示，洋葱搁置后的头24小时里，5个监测点
的平均菌落数并没有降低，反而略有提升；
48小时后，房间内的菌落数才和没放置洋葱
时的菌落数相等。由此可见，摆放洋葱并没
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有的人认为洋葱可以杀菌，但实际上只
是洋葱中含有的有机硫化物（辛辣味的来
源）对细菌有一定抑制作用。流感是病毒感
染造成的，洋葱对病毒则没有抑制作用。

此外，流感是经飞沫传播的急性呼吸道
传染性疾病，免疫力正常的人一般3—5天
便可自愈。但如果是病情较重的病人，则可
能会合并细菌、肺炎支原体、军团菌感染，需
要及时就医。

要想预防流感，应该保持良好的个人卫
生习惯，加强自身锻炼，提高免疫力。居所
也要经常开窗通风换气。 （申佳平）

洋葱不是流感的克星

在各种流星现象中，最美丽、最浪
漫、最壮观的要数流星雨。天文专家通
报说，2019年，天宇将“下”多场流星雨。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史志成介绍说，在2019年上演的
多场流星雨中，流量大的流星雨主要有
4场，分别是象限仪流星雨、宝瓶座厄塔
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和双子座流星雨。

象限仪流星雨是每年年初都会发生
的流量较大的流星雨。今年的象限仪流
星雨出现在1月4日，极大期间每小时天
顶流量保持在100颗左右。

有著名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厄
塔流星雨将在5月5日达到极大，届时每
小时天顶流量约有50颗。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英仙
座流星雨不但数量多，而且几乎从没在
夏季星空中缺席过，是最活跃、最常被观
测到的流星雨。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极
大发生在8月13日，每小时天顶流量可
达110颗左右。

就如贺岁大片一样，双子座流星雨
一般都会在岁末如期而至，上映档期将
从12月7日一直持续到12月17日。12
月 14日，双子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每
小时天顶流量在140颗左右。

“在这4场大流量的流星雨中，英仙
座流星雨极大期间接近满月，双子座流
星雨极大期间正逢满月，强烈的月光会
对观测造成严重影响，也令这2场流星
雨的观赏成色大打折扣。而宝瓶座厄塔
流星雨就比较幸运，极大期间几乎都无
月光干扰，观测条件非常好，值得我国公
众期待。”史志成说。 （周润健）

天幕将上演多场流星雨

□本报记者 白莲

从我国首批“试管绵羊”和“试管牛”诞生，
到家畜繁育新技术创新及产品研发开创多个
全国第一 ，旭日干院士和他创建事业的后继
者们，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

1985年，旭日干回国后在一穷二白的环
境中主持创建内蒙古大学实验动物研究中
心。他带领团队艰难迈出自治区生物科技第
一步的时候，也许很多人都未曾想到，就是在
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诞生了一项项在中国
生物技术乃至世界生物技术领域的创新成果。

迈出征程
生物技术的开拓者与引路人

1984年3月9日，世界上首例“试管山羊”
顺利诞生，轰动了国际学术界。

“试管山羊”的育成，将国际胚胎工程技术
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展现了家畜改良的美好
前景，也让年轻的旭日干一举成名，国外许多
科研院所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然而，旭日干拒绝了日本的高薪挽留，毅
然回国。当时国内虽然贫穷落后，但“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已经形成，知识分子和科
研人员受到高度重视。

“旭老师回国后，自治区科委主任专门到
老师的家里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什么问
题，很支持他的科研工作，并且很快就批了20
万元经费。在当时来讲，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内蒙古大学博士生导师、内蒙古赛科星畜牧技
术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李喜和告诉记者。

当时，旭日干在学校连办公室都没有，政府
的资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万元经费主
要用于购买设备、药品、试剂等。后来，自治区
计委又为旭日干拨款40万元用于筹建实验室。

1985 年，一个建筑面积约 2400 多平方
米、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物高科技研究基
地——内蒙古大学实验动物研究中心建成，在
国内率先开展了以牛、羊体外受精为中心的家
畜生殖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的研究。

1986年，旭日干招收了门下首批研究生，
李喜和有幸成为其中之一。“新建的实验动物
研究中心尚未投入使用，入学第一天的任务就
是打扫卫生，刮地板上的蜡。”李喜和回忆说，
每天定时去屠宰场取牛、羊等牲畜的卵巢用做
实验储备成了团队成员的任务之一。资料短
缺、知识匮乏、产业落后……科研才刚开始，困
难却接踵而至。

艰苦的条件下，旭日干率领他的研究团
队，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攻克了牛体外
受精、绵羊体外受精的关键问题。

1989年，旭日干带领团队成功培育出我
国首胎、首批试管绵羊和试管牛，该项成果被
评为当年十大科技成果之一，一举使我国在该
领域的研究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成为继美
国、日本等国家之后拥有该技术的国家。

当时，国内至少还有5家单位都在全力以
赴，争夺中国首例试管家畜动物的荣誉，而且
那几家单位开展工作要早得多。

科学研究只眷顾于那些勤奋、坚持、有头
脑的人，能够在众多强有力的竞争者中脱颖而
出，体现了旭日干与他研究团队的勤奋与坚
持、求真与务实、智慧与创新。试管牛、羊的诞
生，奠定了内蒙古在我国家畜生殖生物学与繁
殖生物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试管技术的产业转化又是一个创举。牛、
羊试管技术成功后，旭日干又提出了牛、羊“试
管胚”工厂化生产和规模化移植的一整套技术
路线。利用屠宰牛、羊的卵巢，以优质种公畜
的精子进行体外受精，得到大量的胚胎，借助

逐渐成熟的胚胎移植技术，加速优良家畜的快
速扩繁。

把体外受精技术与动物常规技术相结合，
扩繁优良家畜，快速建立育种核心群。在上世
纪90年代，旭日干做出了大胆的决定，把试管
牛和试管羊技术产业化。这在当时的中国是
一个创举。

当时，人们对于生物技术还很陌生，甚至
有些抵触。说服了若干人，克服了大量困难，
旭日干成立了“旭日生物高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建立了“试管牛”技术产业化基地。

此外，旭日干院士又在恩格贝建立了绒山
羊种羊场，主要以试管技术生产优质绒山羊。
试管牛、试管羊技术成功应用转化，再次佐证
了旭日干的胆略与谋略。牛、羊的生殖与繁殖
研究要为地区畜牧业的发展服务，由此奠定了
内蒙古大学哺乳动物生殖生物学与生物技术
研究的产学研用的发展方向。

创新发展
让自治区畜牧业由传统向优势转变

旭日干认真工作、胸怀祖国的精神，影响了
一代代科技人。转眼间，他成功培育出国内第一
胎试管绵羊和试管牛已经过去了近30年。他主
持创建的实验室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和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

对于学生们来说，旭日干不仅是受人尊敬
的老师、令人挚爱的导师，更是事业的开拓者与
领航人。把旭先生所创建的事业做强做大，实
现牛、羊产学研用，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与
地方经济发展，成为后继者们所追求的方向。

2005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任职的李喜和

决定回国创业，他毫无保留地把科研成果带回
家乡。吸引李喜和回归的不仅是家乡广阔的
产业需求和发展前景，还有旭日干老师言传身
教给后辈们的爱国精神。

现在，他的身份不仅是内蒙古大学兼职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还是内蒙古赛科星集团首
席科学家、研究院院长。“‘种’是决定一切生命
体品质好坏的根本，‘种’好后代才好。”李喜和
创业的初衷定位于我国畜牧种业与现代繁育
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应用长远发展战略。

当年，李喜和主持奶牛性别控制繁育新技
术研究与产业化推广，开发了以18项发明专
利技术、6项国家与行业地方标准、36项特有
技术流程为基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奶牛、
肉牛等家畜性控冻精生产技术、新产品，与国
内外同类技术相比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
品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广应用效果明显，
市场拓展前景广阔。

创业十几年来，赛科星在家畜种业领域培
育出了进入世界前100位的奶牛种公牛、全国排
名前3位的肉牛种公牛，创造了连续6年市场占
有率全国第一的成绩。同时，在家畜繁育新技术
创新及产品研发方面，开创了多个中国第一。

2010年，李喜和入选国家级“百千万人才
工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2年入选自治
区第一届“草原英才”，是内蒙古2010年度最高
科技奖获得者。他主持和参加国家、地方以及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31项，发表科学论文及出版
著作160余篇，出版专著3部。

“目前我区的肉牛、肉羊养殖现状是，各地
区品种混乱，大部分品种生产性能偏低，不适
合规模化、产业化养殖。与欧美发达国家相
比，奶牛养殖产业总体效益仍然存在较大差
距，需要进一步‘精雕细琢’。”

肉牛、肉羊养殖是内蒙古的传统、优势产
业，是与农业相辅相成的农牧民生存之本。在
一份写给自治区领导的《内蒙古草食家畜种业
提升与产业转型发展建议》中，李喜和详细分
析我区奶牛、肉牛、肉羊、奶山羊等畜牧养殖产
业的现状，提出下一步发展建议：从快速扩繁
良种群体、大规模杂交生产、培育耐寒奶山羊
新品系等方面提升我区畜牧产业核心竞争力
与经济效益，促进畜牧产业转型发展。

旭日干院士与像李喜和一样的后继者们科
技创新历程，可以说是内蒙古乃至中国生物技
术产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一个缩影。在旭
日干院士的带领下，在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努
力下，自治区生物科技取得了一大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目的基因、调控元件、育种材料，创
制出一大批新技术、新方法。如今，中国的家畜
生物育种技术从始发到发展、壮大、强大，走在
了国际前沿。

深空探索

求真相

神奇世界

□王珏玢

电影《侏罗纪公园》或许该改改了——
与侏罗纪恐龙同框的，除了高大的苏铁、
桫椤，还应该加上一抹亮色——鲜花。

由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领衔的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在南京东郊发
现了200多块远古化石花的标本。研究
表明，这些花朵生活的年代距今至少有
1.74亿年，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古
老的花朵化石，它们的发现将被子植物
的起源时间前推大约 5000万年。科研
人员将之命名为“南京花”。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在生命科学领域知名刊物《电子
生命》上。

与恐龙同龄的花界鼻祖
古今中外，无数中外文人歌咏过鲜花

的芬芳馥郁。然而，花自何时在地球上出
现，植物学家却一直没有定论。

长期以来，古生物学界的许多学者认
为，开花植物直到白垩纪（1.45亿至0.65
亿年前）才真正出现。这一观点被反复重
申，几乎成了教科书中牢不可破的真理。
但真相确实如此吗？

此次发现的“南京花”化石，打破了这
个传统认知。这些保存在细砂岩中的远
古花朵标本，来自1.74亿年以前的侏罗纪
早期。那时，盘古大陆上分布着郁郁葱葱
的绿洲，翼龙在空中展翅、恐龙称霸陆地、
鱼龙在水中遨游，比过去人们认为的花朵
出现时间早了5000万年。

“南京花”标本，从肉眼上看很像现在
的梅花。单朵“南京花”直径 10毫米左
右，多有4片或5片花瓣。在显微镜下，花
萼、花瓣、雌蕊等主要结构清晰可见，其子
房主要由凹陷的花托组成，子房上面长有
树状的花柱，是典型的下位子房花。

“日常生活里，人们常用‘花木’来代
指各种植物。而实际上，色彩斑斓的花是
植物的繁殖器官。”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
物所研究员王鑫介绍，花是植物进化出的
最“漂亮”的器官之一，它“利用”昆虫助其
传粉，还将种子包裹在果实内部，并通过
各种方式帮助它们散播。这一系列先进
优越的特点，使得开花植物逐渐“打败”别
的类群，“称霸”植物界。

“瓜果飘香”的被子植物
花不仅颜值高，而且用途广。有花植

物在生物学上称为被子植物，这是当今植
物界最进化、种类最多、分布最广、适应性
最强的类群。世界范围内的现生被子植
物约30万种，占现生植物界种类的绝大
多数。

花和果实都是被子植物特有的结
构。人类的大部分食物，如谷类、豆类、薯
类、瓜果和蔬菜等，都来源于被子植物。
即使不能直接被人类食用，被子植物也能
提供牲畜所需的饲料。此外，被子植物还
提供建筑、造纸、纺织、油料、纤维、食糖、
香料、虫蜡、医药、树脂、饮料等不可胜数
的原料。

由于种类和个体数量上的优势，被子
植物构成了覆盖陆地表面植被的大部分，
为陆生动物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环境和食
物。在生态上，被子植物用于营造防风林
和覆盖植物，以防止水土流失和海水侵蚀
陆地。以被子植物为主要代表的绿色植
物，每年向地球提供几百亿吨宝贵的氧
气，同时消耗数百亿吨二氧化碳。它们的
生存与整个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

“第一朵花”开在中国
最早的花为何起名“南京花”？因为

此次发现的化石花标本，产自南京东郊一
处早侏罗世地层之中。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现代化大城市
的周边竟然还能有这么重大的发现！”第
一个找到“南京花”的中科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所副研究员傅强，用“壮观”来形容这
个化石宝藏。自2016年初他无意中发现

“南京花”开始，研究团队已经陆续找到了
200多块南京花标本。最密集时，一块2
个巴掌大的化石上，就分布着七八十朵

“南京花”。
“我们很幸运能在中国发现最早的花

朵化石。这意味着，中国学者在被子植物
的起源研究上将拥有更多话语权。”王鑫说，

“南京花”的发现不仅前移了花朵的历史，还
将直接冲击传统的被子植物演化理论。植
物学界有理论曾认为，花朵雌蕊的基本单
位心皮，是由大孢子叶演化而来。而对“南
京花”的研究表明，“南京花”不仅没有心皮，
且其雌蕊是由枝和叶共同组成。这一结
果，与现代分子生物学的观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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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喜和博士与克隆种公牛。

南京花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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