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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航
焦点看台

2019年春节贺岁档，根据我国科
幻作家刘慈欣作品改编的两部电影

“惺惺相遇”，一部是硬核科幻巨制
《流浪地球》，另一部是科幻喜剧片
《疯狂的外星人》。这两部票房口碑
双丰收的电影，改变了好莱坞式科幻
的既有审美，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和价
值观念看待世界和未来，成为中国科
幻电影方兴未艾的“最佳注脚”。

长久以来，科幻文学市场小、科
幻电影缺位、科幻周边产业少等现
状，一直影响着我国科幻产业的发
展。近年来，随着《三体》等优质科幻
作品受到市场关注，让人们对中国科
幻产业有了更多期待。

100多年前，饱含家国情怀的梁
启超、鲁迅等人在国家积贫积弱、民
智未开之时将西方科学小说引入中
国，以此寄托对于祖国强盛、民众启
蒙的希冀。

100年后的今天，方兴未艾的中
国科幻，正成为中国向现代化转型历
史进程的缩影，更表达了中国主动进
行国际交流的文化自信和扩大开放
的决心。

科幻是现代中国
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在不久前于深圳闭幕的2018中
国科幻大会上，南方科技大学发布了

《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科幻
产业整体产值超过140亿元。

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
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
理事长吴岩说，近年来，我国科幻原创
产业结构更加均衡，但整体上的体量、
活力以及发展结构仍然不够理想。

报告对我国科幻行业细分领域
发展特点做了一些总结。吴岩说，
2017年，我国科幻小说发表平台继续
增加，作品发表数量增加，质量也逐
渐提高。同时，在内容创作上体现出
3个特点：一是对当前社会发展的高
度关注，作品创意与现实和技术广泛
融合；二是经典科幻题材继续作为热
点被广泛书写，意识移植、时间旅行、
人工智能等占据了大量题材空间；三
是中国科幻内容总体呈现出一种积
极的基调。

“整个中国现在充满了深刻变化
和未来感，为科幻创作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刘慈欣说。正因如此，科幻小
说正在成为观察中国发展变化的一
扇“窗口”。

吴岩认为，《三体》等作品获得国
际大奖，意味着我国的科幻创作走出
了国门，站在了向世界展示中国现代
文化的节点上，《三体》等优秀的科幻
作品，就是现代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

名片。
科幻大会与会专家表示，中国科

幻经过多年发展，已经逐渐从相对单
一的品类向出版、漫画、影视、衍生
品、旅游等全产业链发展。他们普遍
认为，我国科幻资源总体上比较稀
缺，管理部门、行业组织以及相关企
业等，有必要聚集整合有限的资源，
营造良好的产业氛围和生态。

科幻是通往未来的桥梁

科幻并非独处于“江湖之远”，如
今国家也为科幻的发展保驾护航。

去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给孩子
们的梦想插上科技的翅膀，让未来祖
国的科技天地群英荟萃，让未来科学
的浩瀚星空群星闪耀”的声音至今依
然回荡，对下一代人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的培养进入国家顶层设计。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陈刚表示，
科技是科幻的地基，科幻为科学插上
翅膀。创造性思维和想象力是一个
国家登上创新制高点的关键。

吴岩认为，针对孩子们想象力不
足的现状，需要科幻教育把想象力的
围栏打开。“2017年，涌现了大量以科
幻为内容的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教
学课程。2018年全国多地的高考试
题出现跟科幻相关的作文或知识点，
这些有望对科幻教育发展产生积极

影响。”吴岩说。
在作家看来，科幻与人的关系是

每个创作者绕不开的话题，科幻对人
的影响和塑造是显而易见的。“不光
是中国的科幻作者，全世界科幻作者
都很关注的主题之一就是中国科技
的发展对于人、对于世界的影响。”科
幻作家陈楸帆说。

“科幻作为一种文化和一种思维
方式，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深入
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方面，科
幻是与时代一同前进的。”刘慈欣说。

科幻作家韩松说，国家层面对于
科幻的支持，包含了对于下一代想象
力、创造力培养的重视。

本届科幻大会上，《科幻世界》杂
志社联合国内近百家科幻相关机构
发起了银河科幻联盟。国内多所高
校社团也成立了“高校科幻联盟”，并
设立了联盟奖励基金，每年扶持10个
高校科幻项目。中国科协科普部副
部长郑凯介绍，中国科协正在研究如
何搭建好促进产业互动、交流的平台
和机制，为科幻行业发展服务。

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
是否已经到来

高铁网布，大桥飞架，“天宫”升
空，“蛟龙”入海，“嫦娥”登月，天眼

“FAST”望向浩瀚宇宙，中国科技的

快速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拓展了躯
体所能到达的边界。在儒勒·凡尔纳
1893年发表的《特派记者：篷巴拉克
历险记》中，他构想出一条由欧洲到
中国的铁路，当年沟通世界的梦想，
如今变为现实。

随着基础科学的不断发展，科幻
前沿不断被向前推进，中国科幻的议
题也在紧跟科技的步伐：星际航行、
极地探索乃至高铁列车、医学技术都
成为中国科幻的题材。

科幻大会的众多与会者认为，科幻
代表了人类探索自然的欲望，所以科幻
勃兴根本上是国家雄心的展示。“科幻
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晴雨表。”刘慈欣
说，只有现代化达到一定规模的国
家，科幻才能发展起来。

科幻从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民族
想象力、创造力的缩影。韩松说：“如
果放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审视，
现在的我们依然处在当年的延长线
上。梁启超、鲁迅当年没有解决的问
题，如今又被重新提了出来。”

在中国科幻迅速发展繁荣的表
象背后，大多数作家学者对于其水平
仍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们
同样对未来持乐观态度，认为如果科
幻的黄金时代再度到来，很有可能发
生在中国。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科幻未来可期中国科幻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白莲

“近年来，国外对蒙医药专利及
论文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
让我感到既欣喜又担忧。”

内蒙古医科大学药学院教授董
钰在近日举办的蒙医药专利池启动
仪式上呼吁，蒙医药产业亟需做好知
识产权保护，提前规避被国外制药企
业“盗版”，从而导致创新成果以及传
统知识财富流失现象的发生。

新时代下，蒙医药产业面临着更
大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推动蒙医药产
业高质量发展？知识产权承载着重
要的环节和意义。

继承创新
传统蒙医药焕发生机

蒙医药是我国四大少数民族医
药体系之一，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它
的文字历史可以追溯到2700年前，
已形成了一套独特、完整的理论体
系。蒙医传统正骨术、蒙医正骨疗
法、火针疗法等一大批独特而神奇的
治疗方法享誉海内外。

我区具备发展蒙医药产业良好
的区位优势，拥有独具特色的蒙医医
院97所，蒙医药从业人员1万余人，
形成了以自治区级蒙医医院为龙头、
12所盟市级蒙医医院为骨干的蒙医
医疗服务体系。

在蒙药方面，我区拥有我国最为
集中的蒙药生产企业集群，从事蒙药
生产的企业达18家，能生产蒙药品
种128个，一批高质量的蒙药制剂室

可生产出300多个品种的蒙药制剂，
剂型达12个。随着生产能力不断提
升，销售额逐年增长，蒙医药产业规
模和自主创新能力均有所提高。

我区一直十分重视继承和弘扬
蒙医药理论的挖掘、整理以及蒙医药
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随着现代科
技的发展，蒙医药产业迎来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

“我们应用化学、生物和医学等
现代科学技术，通过系统研究蒙药活
性成分的分子结构及降血脂作用、作
用机理，向世界阐述传统蒙药的医学
价值和发展意义。”

内蒙古大学教授、内蒙古蒙药化
学研究所所长、蒙药化学重点实验室
主任博·格日勒图团队首次发现蒙药
成分荜茇宁及胡椒酸具有降血脂作
用，这对传统蒙医药的传承和创新发
展意义重大。

现在，博·格日勒图团队立足传统
蒙药资源现代化开发，开发出新型蒙
药制剂“胡芪降脂胶囊”，为我国研发
降脂新药提供了原始发明和创新成
果，引起国际蒙医药学界的广泛关注。

提高竞争力
健全知识产权战略体系

由于浓郁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蒙
医药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现代医学水
平。与此同时，蒙医药发展还面临着
知识产权竞争力不足、没有树立品牌
等诸多窘境。

目前，我国缺乏专业性的蒙医药
知识产权保护机构，这使得知识产权
保护研究始终处于民间分散的状态，

难以对我国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和政
策发挥更大的决策支撑作用。在目
前的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蒙医药中
的传统方剂、药浴治疗法、接骨法等
传统知识被排斥在专利法保护范畴
之外。

据内蒙古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刚
刚发布的《蒙医药知识产权分析报
告》显示，蒙医药自身知识产权保护
状况也不容乐观，专利保护意识不
强、缺乏品牌战略思想、专利申请量
低位徘徊、只会使用而不懂保护等普
遍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蒙医
药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目前蒙医药企业还处于规模
小、层次低、品牌少、创新能力弱、分
布散、无指导性的孤军奋战境况，未
形成影响力和产业集群。”内蒙古知
识产权服务中心主任韩勇说。

自治区重点支持的蒙药生产龙
头企业有6家，但其专利申请数量却
不容乐观。据统计，6家龙头企业
中，内蒙古天奇中蒙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专利有6件，内蒙古蒙药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专利有5件，内蒙古科
尔沁药业有限公司申请专利有3件，
内蒙古金山蒙药厂申请专利有1件；
而内蒙古大唐药业和内蒙古蒙奇药
业在蒙医药领域竟然没有1件专利
申请。

在内蒙古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建
立的国内首个“中蒙药专利大数据服
务平台”上，收录了1985年至今涉及
中医药、蒙医药等近 30000条专利
信息，并在不断更新。

“建立蒙医药专利池，统一运营

蒙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势在必
行。”韩勇表示，专利池的运营，将有
利于蒙药企业及时了解竞争环境，提
高研发能力，规避市场风险等。

专利池将全面对接全国蒙医药
研究机构、高校、企业以及民间从业
人员，广泛征集蒙医药专利入池，整
理、盘活和优化高质量蒙医药技术专
利，并全程对池内的技术专利进行知
识产权保护的专业指导。

“其目的是将蒙医药专利变得更
有‘价’有‘质’，让技术转移转化交易
变得更有‘序’。”韩勇说。

高质量发展
蒙医药亟需提“质”增“价”

“目前自治区蒙医药产业发展水
平相对滞后，2017年全区蒙医药总产
值10亿元，而云南白药厂1年产值就
达300多亿元。虽然与其它民族医
药存在差距，但也拥有巨大潜力。”自
治区科技厅副巡视员云涛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出要“扶
持和促进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
展”，十一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切实
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自治区认真落实党和国家的民
族医药政策措施，把蒙医药发展和知
识产权保护作为卫生工作的重点，出
台了一系列扶持和促进的法规政策。

2017年，自治区出台的《内蒙古
自治区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实施
方案》明确，到2020年，打造全国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蒙医药产业基地，建
成 3个以上国家级、30个自治区级
创新平台，培育5个以上营业收入超

10亿元和 50个以上营业收入超亿
元的医药企业集团，打造20个以上
销售收入超亿元的医药大品种。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
月 31日，自治区与蒙医药领域相关
专利文献总共490件，其中包括蒙药
新组合物、蒙药传统方的新剂型、蒙
药专用植物驯化、蒙医正骨辅助工具
等内容。

内蒙古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工程
师张亚丽告诉记者，近几年，蒙医药
领域每年度的专利申请量越来越多，
表明蒙医药领域相关发明创造越来
越多，这与我区加大蒙医药领域的研
发、促进蒙医药市场化的政策有关
系，同时也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环境
逐步健全有一定关系。

“应将蒙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作为
一种战略，才能发挥知识产权相关法
律和政策的重要作用。”有关专家建
议，制定和推进蒙医药知识产权战
略，要从法律、经济和技术的角度，进
行总体安排和统一规划。

此外，还应促进蒙医药企业加强
知识产权的应用能力及管理水平，形
成市场有序竞争，推动蒙医药科研创
新以及蒙药新产品的开发，促进我区
蒙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从而推动蒙
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做好蒙医药专利战略研究的同
时，与自治区的新兴产业战略研究结
合起来，将创新发展与蒙医药的发展
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提升蒙医药专
利技术转移转化工作，优化蒙医药专
利资产，让蒙医药的产值不断提升。”
云涛说。

建立蒙医药专利池势在必行

蒙医药是我国少数民族四大医药体系之一，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已形成
了一套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一大批独特而神奇的治疗方法享誉海内外。进
入新时代，蒙医药产业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推动蒙医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知识产权承载着重要的环节和意义。

据中国农科院消息，中国水稻研究
所水稻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王克剑
团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建立了水稻无
融合生殖体系，成功克隆出杂交稻种
子，首次实现杂交稻性状稳定遗传到下
一代。该项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生
物技术》杂志。

王克剑介绍，我国杂交水稻年种植
面积超过2.4亿亩，占水稻总种植面积
的57%，产量约占水稻总产的65%；杂
交水稻每年增产约250万吨，可多养活
7000万人口。但由于杂交种子后代会
发生性状分离，无法保持其杂种优势，
育种家必须每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
财力制种，农民也必须每年购买新种
子。“无融合生殖能够解决这一难题”，
他解释，这是一种通过种子进行无性繁
殖的生殖方式，可以随着世代更迭而不
改变杂交品种的杂合基因型，从而实现
杂种优势的固定。

王克剑团队将籼粳杂交稻品种春
优84选为水稻无融合生殖研究的模式
品种，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
术敲除了其中4个水稻生殖相关基因，
使杂交稻产生了无融合生殖性状，并产
生了与杂交稻一样的克隆种子。团队
进一步检测确定，通过克隆种子培育的
子代植株与一代杂交稻高度相似。

“这项工作证明了杂交稻进行无融
合生殖的可行性，是无融合生殖研究领
域的重大突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
平如是说。 （瞿剑）

我国科学家
成功克隆出杂交稻种子

中国研究者领衔的团队近日在美国
期刊《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上报告
说，发现一种能把“坏脂肪”白色脂肪转
化为“好脂肪”棕色脂肪的新机制，有望
用于治疗肥胖和糖尿病等。

过去研究表明，人体内的白色脂肪
主要用于储存能量，在许多人眼里是导
致肥胖的“坏脂肪”，而棕色脂肪可以消
耗能量，是能够减肥的“好脂肪”。白色
脂肪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棕色脂肪。

清华大学药学院陈立功等人发现，
一 种 名 为“3 型 阳 离 子 转 运 蛋 白 ”
（OCT3）的物质可以影响白色脂肪向棕
色脂肪的转化。动物实验显示，小鼠体
内的这种蛋白被去除后，脂肪棕色化现
象更加明显，机体消耗的能量增加。

陈立功说，开发针对这种蛋白的特
异性抑制剂或抗体，有望用于治疗肥胖
和糖尿病等。 （周舟）

让“坏脂肪”变成“好脂肪”

大家春节吃饺子，一定离不开又鲜
又香的腊八醋。享受美味的同时，是不
是发现泡在醋里的蒜瓣都变绿了？问题
来了，为什么腊八蒜会变绿？

腊八蒜里面的绿色可不是叶绿素
造成的，而是大蒜发生了复杂的化学变
化产生的绿色素。其中的转变机理还
未完全研究清楚，一般认为是含丙烯基
和烯丙基的硫化物以及特定氨基酸经
历复杂的次生代谢途径产生的。腊八
蒜在腌制过程中会先生成一种蓝色素，
而后生成一种黄色素，两者混合起来就
显示出绿色。

随着腌制时间的延长，腊八蒜会依
次从蓝绿色、绿色、黄绿色到浅黄色转
化，最终颜色消失。这刚好对应蓝色素
和黄色素先后生成，而后蓝色素先行分
解，黄色素再分解的过程。 （宗禾）

腊八蒜为什么会变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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