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为什么“吸猫”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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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一览

□本报记者 白莲

近日，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陈
贵林教授研究团队，历经 4年持续研
究，首次证实药用寄生植物锁阳的开花
结实与锁阳开花后散发出一种特有臭
味物质吸引蝇类昆虫传粉，从而实现锁
阳的授粉结实密切相关。

这一最新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
际植物学期刊《Plant Biology》上。

锁阳为锁阳科，属多年生全寄生草
本植物，主要寄生在荒漠植物白刺属植
物的根部，是重要的中蒙药材。临床用
锁阳补阳气，能止泻健胃，主治肠热、胃
炎、消化不良、痢疾等。其主要分布在
我国北温带干旱的荒漠地区，包括我区
西部、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

锁阳的药用资源绝大部分来自于
野生种群。然而，由于连年挖掘，锁阳
已被内蒙古、新疆、青海列入《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名录》，同时，生态环境部在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
卷）》中将其评估为易危等级。

为了制定锁阳的繁育保护策略，陈
贵林教授研究团队持续开展了锁阳的
繁殖生物学和传粉生物学研究。

蝇类成为花粉搬运工

在人们的印象里，苍蝇总是与人类
疾病传播、不清洁不卫生相联系，扮演
着“害虫”的角色。然而，在自然界当
中，很多植物的开花结实却离不开蝇类
的传粉。

植物为了实现传粉，需要依赖不同

的传粉媒介，据统计，80%的被子植物
靠昆虫实现传粉。这些植物为吸引特
定传粉昆虫类群会提供不同的吸引物，
如最常见的花蜜、花粉粒、芳香的气味
等。

然而，有一类植物的花朵会释放与
动物粪便、腐肉相似的臭味来吸引蝇类
传粉。这种花气味拟腐现象已经在许
多植物类群中被发现，如大王花、非洲
白鹭花、白星海芋等。

“这种拟腐现象很少在寄生被子
植物中报道。寄生植物是一类依靠吸
收寄主植物营养实现生长繁殖的异养
植物，截至目前已经发现 4750多种，
现在已经报道的绝大部分寄生植物都
是通过花蜜和花粉粒吸引昆虫传粉。”
陈贵林告诉记者，锁阳是目前发现的
极少数通过蝇类传粉的寄生被子植
物。

团队成员王德慧博士在阿左旗通
过观察锁阳自然种群发现，锁阳集中在
每年春季4月中下旬花序出土，5月上
旬开始开花，整个花序上密集生长着大
量的非常小的雌花和雄花。雄花的花
药开裂释放大量细小的花粉粒，当昆虫
落到花序上会触碰花药，黏附花粉。

有趣的是，锁阳会散发苯酚、对甲
苯酚、吲哚、二甲基二硫醚和辛醇等臭
味物质来吸引蝇类传粉者，包括家蝇、
花蝇、丽蝇、麻蝇等10种昆虫。当这些
昆虫嗅到臭味物质就会飞到锁阳花序
上，但是它们并不能在锁阳花序上找到
与臭味相对应的食物，就只好携带着花
粉粒飞向其他散发着臭味的花序继续
寻找食物，顺便实现了锁阳的传粉。

通过授粉试验，团队证明，锁阳是
自交不亲和的植物，同一花序上雄花的
花粉粒并不能让雌花完成正常授精，因
此锁阳花序上的雌花需要来自另一个
花序上的花粉粒才能完成传粉和授精，
产生种子，由此体现了这些蝇类在锁阳
繁殖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团队通过
传粉媒介试验发现，风也能起到辅助的
传粉作用。

“在清楚了锁阳传粉机制的基础
上，我们在一些臭味不够浓的锁阳种群
的花序上使用了少量的二甲基二硫醚
和二甲基三硫醚来吸引更多的蝇类传
粉者来促进锁阳传粉，锁阳的种子产量
增加了20%以上。”

保护原生态锁阳资源

锁阳是我区的道地蒙中药材，在全
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有名。我国的锁阳
产品主要来源于野生资源，锁阳的道地
产区位于阿拉善地区的三大沙漠边缘，
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75%。

由于锁阳野生资源受各种自然条
件影响，每年的产量波动较大。随着市
场对锁阳需求量日益增大，野生锁阳资
源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一些地区过度采
挖，致使野生锁阳资源逐年减少，个别
地区已经出现资源萎缩甚至枯竭的现
象。

“从长远来看，应及早采取必要的
保护措施，在保护锁阳野生资源的基础
上，开展锁阳的野生抚育及人工栽培，
做到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使资源得到
永续利用。”陈贵林表示。

近年来，随着蒙医药卫生事业快速

发展，以及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大众健康保健意识增强，以蒙中药材为
原料的食品、药品及保健品消费快速增
长，市场对锁阳药材资源的需求急剧增
加。

目前，我区锁阳人工栽培规模不
大、产量不高、规范化种植技术程度偏
低。发挥我区药材资源优势，加强野生
抚育和人工栽培是锁阳规模化、规范
化、产业化种植，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

锁阳是一种寄生植物。在科研领
域，寄生植物比非寄生植物研究难度大
得多，而锁阳又是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的
一种寄生植物。陈贵林团队这一发现，
对锁阳种质资源保护和永续利用、锁阳
野生抚育及人工栽培都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团队在锁阳种质的遗传多样
性、组培快繁、种子萌发机制、寄生机
制、锁阳多糖和多酚活性物质、规范化
种植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系统性探
索，重点攻克规范化种植及野生抚育中
的制约因素，在锁阳的人工繁育等关键
技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团队还首次建立了基于化学指纹
图谱和分子标记技术的锁阳资源评价
系统，发明了一种鉴别锁阳属植物的专
用引物，首次建立起锁阳愈伤组织诱导
体系。同时建立了多酚分离制备体系，
发现原花青素是锁阳主要的抗氧化活
性物质，首次证实了锁阳多聚原花青素
具有抗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活
性，并阐明其化学结构。这些突破性的
进展，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和重
视。 （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无人机大会

一款最大载重 240kg的纵列式双旋翼无人机吸引了很多观众。近日，2020第四届
世界无人机大会暨第五届深圳国际无人机展在深圳开幕，400多家国内外无人机企业
带来1000多架无人机以及上下游配套产业产品参展，显示出无人机发展的巨大市场潜
力。 据新华社电

美国塔夫茨大学研究人
员开发出一种智能织物，可在
蒸汽等外力操纵下快速、可逆
地改变印刷图案。

不久前发表在美国《国家
科学院学报》上的研究显示，
这种丝织材料可呈现出文字、
纹理或二维码等图像，表面经
蒸汽处理后图案又迅速消失，
变化仅需1秒钟。

研究人员利用蚕丝蛋白
能够根据外部条件（如暴露于
水蒸气、甲醇蒸汽和紫外线辐
射等）改变结构的特性将溶解
的蚕丝蛋白沉积在一层塑料
薄膜上，制造出一种双分子层
的蚕丝表面。经过一次加热
和冷却循环后，由于各层机械
性能不同，蚕丝表面双分子层
会起褶皱；使褶皱表面接触水
蒸气或甲醇蒸汽，表面会舒展
开来，褶皱变平。光滑的表面
透光率超过80%，而起皱的表
面透光率只有20%或更少，形
成了明显的对比和印刷图案
的感觉。

研究人员在织物表面使
用有图案的掩膜，使其选择性
地暴露在蒸汽中，从而产生匹
配的图案。图案也可以通过
喷墨打印的方式来产生，这种
打印方法的分辨率取决于掩
膜本身的分辨率，或者喷墨打
印机的喷嘴直径。

另外，研究人员发现紫外
线可降低织物表面对水或甲
醇的渗透性，因此可使织物表
面接触蒸汽后仍维持褶皱状
态，从而增加了一种绘制图案
的手段。

研究显示，这种织物可至
少重复 50 轮加热和冷却处
理，不影响图案对比度和分辨
率，甚至可以记录指纹印迹，
因为指纹中含有水分。

（据新华社电）

神奇织物神奇织物
可快速变换图案可快速变换图案

◆据 中 国 载 人 航
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我
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
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
作日前结束，共有 18名
预备航天员（含 1 名女
性）最终入选，包括 7名
航天驾驶员、7 名航天
飞行工程师和 4名载荷
专家。

◆日前，中国科学
院哲学研究所在京揭
牌。中国科学院哲学
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建
立的新型科研机构，依
托中国科学院大学进
行建设和管理。

◆环 境 减 灾 二 号
A、B卫星近日在太原卫
星 发 射 中 心 成 功 发
射。每颗卫星上各搭
载一台光学载荷，每台
光学载荷均由4台16米
多光谱相机组成，用于
对生态环境和灾害进
行大范围、全天候动态
监测，对灾情进行快速
评估，为紧急救援、灾
后救助和重建工作提
供科学依据。

◆临床试验显示：
肠癌有了高效的早期
筛查手段。近日，中国
首个癌症早筛前瞻性
大规模多中心注册临
床试验 Clear-C 的重要
数 据 结 果 正 式 发 布 。
结果显示，肠癌精筛的
灵敏度可达 95.5%，与
问卷及便潜血的初筛
相结合，可以有效浓缩
高危人群，显著提升肠
镜检出率。

◆近日，2020 全国
高性能计算学术年会
在郑州举行。会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郑州大
学校长刘炯天披露，我
国第 7家获批筹建的国
家超级计算中心“郑州
超算”目前已经完成主
机系统的研制和测试
工作，并进入试运行。

◆一 个 国 际 研 究
团队最新发现，新冠肺
炎重症的发生可能与
患者自身免疫系统存
在的薄弱点有关，比如
有相关基因突变和产
生自体抗体等。该团
队近期在美国《科学》
杂志上发表了 2篇相关
论文。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电商新角色

工作人员在一家前置仓内为网络订单配货。近年来，上海崛起了一
批以盒马、叮咚等为代表的在线经济新力量，在助力脱贫攻坚、提升城市
居民品质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商加持下的“云农业”加速发展，
一端为市民提供更便宜新鲜的农产品，另一端让山区的优质产品加速进
入城市餐桌，化解交通不便、农产品滞销等问题。 据新华社电

虫虫为媒为媒
———揭开锁阳授粉的秘密—揭开锁阳授粉的秘密

□陈曦

如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随之而来
的，是宠物经济的火热。而在各种宠物中，
猫，尤其深受喜爱，“吸猫”成为许多人的业
余爱好，这些人称自己为“铲屎官”。有些

“铲屎官”甚至戏言，一日“吸猫”，终身想猫。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人热衷于“吸猫”？

“喜欢‘吸猫’，主要
和它给人们带来的特殊
触感有关。”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
表示，宠物猫就像毛绒玩
具，摸起来毛茸茸的，手
感很好。“同时，‘吸猫’能

让主人心中产生某种暖意。这种感觉能让
人联想到温暖与安全，会让人感到愉悦和放
松。”

从促进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有很多学
术研究发现，养宠物或者增加与宠物的互
动，有助于人们缓解压力、提高幸福感，还有
利于保持身心健康，甚至有助于部分患者的
康复。

此外，宠物也是陪伴人们生活的“伙
伴”。陈祉妍表示，在现代社会，随着生活节
奏的加快，人和人之间的密切联系日渐减
少，但宠物能相对全身心地陪伴主人。

“尤其像猫这一类动物，它们相对比较
‘宅’，大部分时间都守在主人身边。当一些
人感到孤独时，或因社交技能不够很少与人
接触时，宠物的陪伴就可以很好地缓解他们
的孤独感。”陈祉妍解释道。

生活中，很多养猫者一旦“入坑”，便会
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在陈祉妍看来，“吸
猫”会上瘾，主要是因为人类的一种情感机
制，即人们给一个对象投入越多时间、精力，
就会越爱它。“这是一个滚动加强的关系，人
会无意识地加强行为背后的动机。”陈祉妍
说。

此外，人通常很难提供给另外一个人无

条件的积极关注，而宠物可以做到无条件。
“宠物对主人的爱更多是无条件的，它并不
会对主人进行评判，它给予爱和陪伴的方式
更简单。饲养者可以从这种简单的交往中
获得快乐。”陈祉妍说。

在陈祉妍看来，“吸猫”对人更深层次的
正向影响，是它给人提供一种目标感。

“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的动物，需要找到
生活的动力和目标。在养猫的过程中，主人
要照顾猫，猫会依赖于这种照顾，这会使主
人感觉到，自己对猫是有责任的，这也就成
了他们的生活目标之一。这对饲养者的生
活是有积极意义的。”陈祉妍认为。

“养宠物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我希望
‘铲屎官’们借由照料宠物，加深对人际交往
的理解，不要用与宠物的关系替代与人的关
系。”陈祉妍建议道。

锁阳是我区的道地蒙中药材，在全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有名。锁阳产品
主要来源于野生资源，随着市场需求量日益增大，野生锁阳资源逐年减少，
个别地区已经出现资源萎缩甚至枯竭的现象。陈贵林团队历经4年研究，
证实锁阳是通过开花后散发特有臭味物质来吸引蝇类传粉从而实现授粉
结实的寄生被子植物。这一发现，对锁阳种质资源保护和永续利用、锁阳
野生抚育及人工栽培，都具有重要意义。

智“惠”草原

■原来如此

D. 啃
食锁阳的
漠甲。

锁阳花
序的访花者：
A.绿色的丽
蝇、灰色的家
蝇和鳞翅目
幼虫。

B.家蝇

C.花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