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舟

一个国际科研团队破解了大白鲨的
全基因组，发现这种处于海洋食物链顶
端的大型脊椎动物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
基因序列变化使它获得了一种抗癌能
力。

领衔该研究的美国诺瓦东南大学和
康奈尔大学研究人员不久前在美国《国
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论文说，大白鲨体
型庞大，身长5到6米，体重可超3吨，寿
命可能超过70岁，而其基因组大小是人
类的1.5倍。理论上说，寿命长久及体
型大而造成的细胞数量增加，会在统计
学上增加动物患癌的概率。但实际上，
大体型动物患癌概率并不比人类更高，
这表明它们进化出了抗癌机制。

研究人员发现，大白鲨体内许多与
保持基因组稳定相关基因的特定脱氧核
糖核酸（DNA）序列发生了变化，这显示
了一种分子层面的适应性，又被称为正
向选择，是一种基因的防卫机制，可防止
DNA损伤累积。DNA损伤累积也被称
为“基因组不稳定性”，可导致人类患上
癌症和各种老年性疾病。

研究人员在大白鲨与DNA修复、
损伤应激和耐受相关的基因上都观察到
了这种基因序列的适应性。研究人员认
为，这种适应性有助于大白鲨形成高效
的DNA损伤修复机制，并增加保持基
因组稳定的基因丰度。研究显示，这种
适应性改进还使大白鲨伤口得以快速愈
合和修复。

论文作者之一、诺瓦东南大学海洋
生物学教授马哈茂德·斯夫杰说，基因组
不稳定性与多种人类严重疾病有关，如
今，大自然进化出一种聪明的策略，让体
型巨大、长寿的鲨鱼保持基因组稳定，解
读其背后的信息，有助于开发出新的抗
癌、治疗老年性疾病及加速伤口愈合的
方法。

大白鲨全基因组破译
发现抗癌进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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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

科技领航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健康说

与内蒙古科协合办

2019年内蒙古“百名专家走进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
春季活动收官

求真相

芒来芒来，，致力于蒙古马遗传资源保护第一人致力于蒙古马遗传资源保护第一人

科普在线

□本报记者 白莲

走进内蒙古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
生导师芒来的办公室，一股“马的气息”扑面
而来：书法作品“蒙古马精神”的匾额下，两张
办公桌铺着印满可爱卡通马形象的桌布，上
面摆着不同材质、不同造型的各色马雕像艺
术品。

“每一位蒙古族儿女心中，都有一种关于
马的情结，作为一个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牧
民的儿子，马对于我来说，有着特殊而不可割
舍的感情。”芒来说。

“马博士”“马教授”“马科学专家”……
芒来有着很多的头衔，作为我国年轻一代
养马学教学科研工作代表性领军人物、自
治区新一代养马学教学科研的奠基者和创
始人之一，他同时也是蒙古马拯救者、蒙古
族马文化的守望者和传承者、蒙古马遗传
资源挖掘者及保护者、蒙古马保种工作的
组织者。

马是草原的灵魂。在芒来眼中，蒙古马
充满魅力：它骨骼结实，肌肉充实，耐力超
强。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芒来如同蒙古马
一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孜孜不倦。

20余年来，芒来带领团队推动了自治区
马科学发展的脚步，助力自治区马产业链的
延伸。他在马科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以及为自治区马业乃至全国马业发展所做的
贡献有目共睹。

选择“与马为伴”，是芒来的初心，也是他
永远无悔的科研方向。

建立蒙古马基因库，拯救濒危蒙古马

在日本留学期间，芒来制作了世界上第
一个马咽鼓管囊模型，填补了世界性空白，在
国际马科学界引起震动。

2003年，从日本东京大学毕业后，芒来毅
然拒绝了国外的高薪报酬，选择回到家乡，回
到母校内蒙古农业大学任教。系统恢复马科
学专业，成为芒来的当务之急。

作为一个古老的品种，蒙古马被农业部
确定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之一。
然而另一方面，随着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
变化，蒙古马的数量也随之锐减。

“作为马种遗传资源，蒙古马有着重要的
保种价值，我们决不能任其自生自灭。”

资料显示，1975年，全自治区有蒙古马约
240 万匹，1982 年下降为约 170 余万匹，到
2006年，仅有69万匹。这些马中，真正纯种
蒙古马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下降。

芒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必须建立马
基因库，抓紧开展蒙古马遗传资源保护研究、
保护基地和实验室建设！”

在芒来的努力下，内蒙古农业大学建立了
全国唯一的农业部马属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科
学观测试验站，通过对蒙古马遗传资源的研究，
为世界马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遗传资源。

在刚刚建成投入使用的马属动物综合资
源库里，3台零下81摄氏度的低温冰柜有条
不紊地运转着，这里储存着我国29个马品种、
24个驴品种的血液和基因数据。

“这是国内第一个马数据库，在国际基因银
行登陆了近百个基因序列。”芒来告诉记者。

十余年来，在芒来教授的艰苦奋斗和不
懈努力下，“马属动物种质资源创新与遗传改
良创新”团队在挖掘蒙古马特色遗传资源方
面，做了较全面系统的基础应用研究，而且对
内蒙古地区蒙古马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
也做了很多宣传、推广和建设工作，创造出了
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

如今，芒来教授和他的“马队”正在做“蒙
古马多样性的遗传研究”，这项研究对蒙古马
种群保护意义重大。

“良种马的繁育对于蒙古马产业的发展
意义深远。”在芒来的努力下，锡林郭勒盟西
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和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前旗建立了3个蒙古马保种基地。现在，在国
家和自治区的大力扶持下，内蒙古已经拥有
世界一流的纯血马上百匹。

传承接力，定位5大科研方向

多年来，芒来致力于马科学、马文化与马产
业研究，出版专著和教材38部，发表论文400
余篇，其中SCI收录论文有30篇，并于2014年、
2015年和2019年在《Nature》子刊《Scientif-
ic Reports》上发表关于蒙古马和蒙古野马以
及家驴和蒙古野驴全基因组研究论文3篇，其中
首篇论文影响因子高达5.578。

芒来带领科研团队进行的项目“马属动
物基因组分析和注释研究”今年获得自治区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同时获得新型实用专利2
项、发明专利3项。

如今，在芒来的带领下，“马队”站在时代
的前沿，致力于蒙古马特色基因的挖掘研究
与种质资源保护工作。马属动物生殖发育研

究为主的繁殖理论及技术研究；基于基因与
表观遗传学的马属动物生理、生产性状基因
探索和开发研究；结合肠道微生物研究的马
属动物饲料与营养学研究；结合基因组、转录
组研究的马运动生理学与调教训练体系研
究；长距离耐力强、速度快三元竞技马新品种
培育研究等是芒来团队已经成型的5大马科
学研究方向。

“我在学生生涯遇到的每一位老师都给
予了我极大的启发和滋养，我也要把这种精
神传承下去，为学生们创造更好的学术氛围
和科研条件。马团队将继续发展这5大方向，
永远不变。”芒来告诉记者。

多年繁忙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芒来已经习
惯了几乎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的节奏。白天
处理行政和教学工作，晚上和公休时间总能在
实验室看到他的身影。从教30年来，芒来始
终不渝地教书育人，共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
100人，许多学生取得了突出成绩。

芒来和他的团队为我区马产业的快速健
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技术支撑。新理
论和新技术应用于马的遗传育种与繁殖等马
业生产中，带动了农牧民养马的积极性，获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芒来团队的带动下，我区在蒙古马保
护、开发利用和马产品及马产业建设、马业科
学研究、马文化传播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进入新时代，我区马业发展从传统向现
代转型，形成了产学研用一体的马产业结构
模式，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的高度关注。

（左上图为内蒙古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博士生导师芒来教授。本报记者 白莲 摄）

□刘娜

洗牙这个词大家应该不陌生，
很多人为了追求口腔健康都去洗过
牙。洗牙是去除菌斑和牙石的有效
办法，然而关于洗牙有害的传言也
一直不绝于耳，很多本来有洗牙计
划的人在听说这些传言后，都开始
犹豫到底该不该去洗牙。那么，洗
牙究竟对人有没有负面影响？

此前，有一名网友在朋友圈里
发了一张照片，拍的是一只被咬了
一口的香菇，照片显示被咬过香菇
的缺口就像梳子一样。网友称，在
洗牙前他就被提醒洗完牙缝会变
大，但没想到牙齿真被洗成了“梳
子”。那么洗牙真的会造成牙缝变
大吗？

北京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张
玉幸表示：“洗牙会造成牙缝变大
这个问题是完全不存在的。其实
洗牙之前，过多的牙石和牙龈发

炎导致的肿胀会填塞牙缝，洗牙
之后牙石被清理掉，炎症也逐渐
消退，本来被填塞的牙缝就显得
比洗牙之前大了一些，牙齿的轮
廓也会显得更加清晰，看起来就
像牙齿变长了一样，才会给人造
成一种牙缝变大的错觉，然而这
不过是还原了牙齿本来的面目罢
了。”由此可见，洗完牙会感觉牙
缝变大，只是因为牙缝干净了，而
并不是洗牙造成的。

还有人提出疑问，既然洗牙
使用的器具都是一次性的，自己
也是在正规口腔医院进行洗牙，
为什么医生还会在洗牙前询问患
者是否患有肝炎呢？难道洗牙还
有传播肝炎的风险吗？

张玉幸表示，在洗牙过程中，
牙齿或多或少都会出血，这是因
为口腔里的菌斑、牙结石会对牙
龈产生刺激，进而发生炎症。发
炎的牙龈在受到外部刺激时就会
出血，具体情况视炎症严重程度

而定，没有炎症的牙龈在正常刷
牙和探诊时都不会出血。

患有肝炎的患者，肝功能低
下，肝脏制造的凝血酶也会随之
减少。凝血酶具有帮助创口止血
的功能，如果这种酶的数量变少，
人体的凝血功能就会变差，在洗
牙过程中就可能会造成出血不
止，进而增大创口被感染的可能
性。所以在洗牙之前，医生才会
询问患者是否患有肝炎。但并不
是患有肝炎就不能洗牙，如果凝
血功能检测显示正常，是完全可

以洗牙的。如果检测结果显示不
正常，则建议遵循医生指导，先进
行相应治疗。

张玉幸提醒大家，洗牙要去正
规的医院。因为许多疾病是通过
血液传播的，如果洗牙过程中出血
不止，洗牙的场所又不够卫生，被
感染的几率就会提高。正规医院
除了会给患者做详细的术前检查，
消毒工作也会做得很好，“千万不
要图方便或者图便宜，去一些不正
规的诊所，要是牙没治好又得了其
它病，那就得不偿失了。”

洗牙到底好不好？
果实为何色彩缤纷？哪种颜色的果实

爱“流浪”？哪种颜色的果实爱“宅家”？赤道
附近的果实为何“黑”？中美科学家通过联合
研究，揭开了这些秘密。该成果于近日发表
在国际期刊《全球生态与生物地理学》上。

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副研究员陆露介绍，五颜六色的果实在
大自然中非常醒目，它们的着色是因为含
量丰富的类胡萝卜素、花青素和类黄酮等
色素。这些色素以不同比例组合，并与复
杂的环境相互影响，形成了各种颜色。

科学家选择了杜鹃花科白珠树族植物
作为研究对象。

白珠树族是大家常吃的蓝莓的近亲，
这个族约有280个物种，从海拔0米的海
边到400米的亚热带雨林，再到4500米的
高山草甸都有分布。它的果实有白、红、
蓝、紫、黑五色，以及在这五色基础上加深
或变浅的颜色。

“一个族能环太平洋分布，且果实颜色
多，引起了我们对其果色与扩散分化、地理
分布的好奇。”陆露说。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与美国亚利桑
那大学、美国得克萨斯州植物研究所组成
的团队，在整个环太平洋地区收集了白珠
树族的各种材料和信息进行研究，得到了
一些有趣的结果。

红色的果实最愿意“出远门”，它们乐于
扩散传播到多地，但红果实多是“独生子女”
家庭，兄弟姐妹少；蓝紫色果实最爱“宅”着，
它们乐于在家附近多“生孩子”，因此家庭成
员众多，但不易传播扩散到多地；白色果实
可能是红色或蓝紫色果实的白化产物。

研究人员还发现，越接近赤道或海拔
越高，蓝紫色果实越多，果实颜色也越深。

该成果揭示了植物扩散传播与果实颜
色的关系，为物种循环的大尺度地理分布
格局形成方式找到了关键证据。（岳冉冉）

果实为何
五颜六色？

□叶京英

长时间使用手机，可严重影响人的
睡眠及情绪。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张斌教授研究团队，对4333名在校学生
进行前瞻性研究，研究结果发表在睡眠
医学领域顶级期刊《SLEEP》上。研究
结果显示，人们长时间使用手机可产生
各种睡眠及情绪问题，且手机使用时间
与上述问题之间呈现相互影响，提示存
在恶性循环。

这些新发现凸显了早期预防和控
制手机过度使用的重要性，同时提示我
们，应对各种睡眠和情绪问题进行早期
干预，以防恶性循环。

根据该研究，长时间使用手机影响
睡眠的机制，主要有以下3条途径：一是
过度使用手机（尤其是睡前）占用了原
有的睡眠时间，引发睡眠不足；二是手
机本身的内容可引起生理和心理上的
兴奋，增加觉醒程度，从而影响睡眠；三
是夜晚手机屏幕的光线可抑制体内褪
黑素的正常分泌，而褪黑素作为调节人
体昼夜节律、维持睡眠—觉醒周期的核
心物质，被抑制后可引起昼夜节律延
迟，导致入睡困难。

长时间使用手机
会严重影响睡眠

4月 15日—21日，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
“百名专家走进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第三批春
季活动深入到包头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和阿
拉善盟，开展为期一周的科普传播行动。

至此，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百名专家走
进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春季活动圆满收官。

此次活动是自治区科协投身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精准扶贫战略思想和自治区脱贫攻坚战略
部署的有力举措。通过组织国家、自治区层面
的科普专家深入基层开展多形式、多角度、多
层次的科普传播活动，实现自治区、盟市、旗县
三级联动态势，全面推进“科普中国”落地应
用，推动科普传播所有旗县全覆盖，进一步提
高自治区各族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

4月15日，2019年内蒙古“百名专家走进
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春季活动包头站启动仪
式在青山区松石国际实训基地报告厅举行。

在接下来的5天里，来自区内外不同学科、
不同领域的10名科普专家，带着他们最先进的
科学理念和技术成果，深入该市9个旗县区的
学校、社区、农村牧区等基层一线，开展科学知
识普及传播行活动，面向青少年、农牧民、城镇
劳动者、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四大重点人群”，进
行航天航空、青少年素质教育、营养与心理健
康、医学义诊、食品安全、生态恢复、环境保护与
污染防控、种养殖实用技术、种子法律法规和农
产品安全、绿色农产品生产技术等多个方面的
科普讲座和科技指导，各类活动达60多场次。

4月15日，2019年内蒙古“百名专家走进
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春季活动呼伦贝尔站启
动仪式在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来自区内外的14名不同行业、不同领域
的科普专家利用6天的时间，深入到该市12个
旗县市开展科技咨询、实用技术培训、科普知
识讲座等，推动科普工作向薄弱环节发力，努

力提升重点人群的科学素质。
4月15日，2019年内蒙古“百名专家走进

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春季活动兴安盟站在乌
兰浩特市第七中学启动。

启动仪式后，来自区内外的12名科普专
家分赴该市6个旗县区的学校、医院、社区、乡
镇、嘎查村开展为期5天、40多场的科学知识
普及传播活动。

4月16日，2019年内蒙古“百名专家走进
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春季活动阿拉善盟活动
启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专家团成员深入各旗，
围绕航天育种、心理健康、医学保健、农牧区实
用技术推广等方面开展20多场科普报告，为
阿拉善盟奉上多场科学盛宴。

（李琳 周亚军 王峰 任健）

马博士

作为我国年轻一代养马学教学科研工作代表性领军人
物、自治区新一代养马学教学科研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之一，
芒来带领他的团队始终致力于拯救蒙古马、挖掘及保护蒙
古马遗传资源等工作，为我区马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
了强大的理论和技术支撑，推动了自治区马科学发展的脚
步，助力全区马产业链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