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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科学研究

聚焦青年长江学者

学术人生

“在浙大学习的时光是非常丰富多
彩的，你们收获的不仅仅是学业，更重
要 的 是 在 这 一 人 生 非 常 重 要 的 过 程
中，你们能力得到了培养和提高，形
成了正确的科研理念和思维方式，同
时 建 立 了 将 来 发 展 所 必 需 的 各 种 联
系 。 你 们 的 科 研 事 业 在 这 里 开 始 起
航，人生也走上了更高的台阶。”教育
部青年长江学者、浙江大学生命科学
研究院朱永群教授，在 2017 届冬季毕
业典礼上致辞。

用他自己的话说，31 岁时从一名
博士后成为教授，五年多来，伴随几届
毕业生的离校，他的思想也在不断提
高，从青涩向成熟蜕变。

最年轻的重点项目负责人
读研和博士后期间，朱永群去实验

室的第一件事情，常常不是马上去做实
验，而是与实验室的科研同伴聊进展，
经常顺着实验室从一头聊到另一头。朱
永群说：“实验室是个大家庭，这样一
圈聊下来，我对实验室每个人的进展都
有所了解，对自己的实验也有了更清晰
的认识，锻炼了自己对科学问题的判断
能力。”

朱永群实验室近年来做出了很多好
的科研成果，其实在研究生最初阶段他
对生物学研究是非常陌生的。2002 年
从南开大学本科毕业，朱永群被免试推
荐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师从
王大成院士攻读博士学位。本科应用物
理学专业毕业的他对从事生物学研究只
有向往，但是并不了解。

“专业跨度有点大，很多生物基础
知识不知道，需要自己去学习。”朱永
群回忆道，当时最基础的蛋白质电泳实
验他都不会，于是自己花了不少时间和
精力去认真补学生物学相关的知识，在
科研过程中也表现得极为刻苦。

“我差不多每周都要通宵两三次，
实验进度很快。”读博期间，朱永群的
研究方向是结构生物学。每到纯化蛋白
质时，总会有一段需要守着实验设备但
相对空闲的时间。有的人会利用这段时
间去玩会儿游戏，朱永群却利用它来阅
读文献。他说：“很多人都非常刻苦，
我只是其中的一员而已。”

朱永群很早就养成自学的习惯，幼
儿园毕业就直接跳级到小学二年级。初
中是个认真听课但从来不做作业的学
生，成绩却是全校第一。“不写作业的
原因是我早晚都要放牛，没法写作业。
但是我会在放牛的时候看书，很多时候
我还会超前学习，其实老师们并不了解
我这些情况。”朱永群笑说，这种自己
慢慢培养出来的自学能力也帮助了他在
高中、大学、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乃至现
在科研事业的进步。

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后，朱永群的时
间表依旧很有规律，他以身作则，每天
早上都会尽早赶到实验室，工作至少
11 小时。在这样的勤奋和努力下，朱
永群实验室近年来取得多项重要科研成
果，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
项目，是当时浙江大学国家基金委重点

项目负责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开启交叉学科实验室
2012 年，在美国做完非常短暂的

访问学者后，朱永群回国到浙江大学生
命科学研究院，建立自己的实验室。

“因为我们定的目标较高，实验室
刚开始的时候，我急于去做很多的事
情。”朱永群说，那时候实验室一口气
开启了两个研究方向，理想很丰满，但
现实很骨感。“实验室没有几个人，而
且都是青涩的、没有任何科研经历的学
生，我马上意识到问题比较严重，同时
开辟两条战线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比较
困难的。”

“我们的优势是能够熟练地综合运
用生化、细胞和结构等多学科方法，这
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式，在国内外并
不常见，绝大多数生物学研究同行只
会运用其中一种手段开展研究工作。”
随后，朱永群精简了实验室的研究方
向，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段，把
研究重点紧盯在病原菌和宿主的相互
作用上。

“我的实验室很小，这几年也就六
七个人，理想的情况是希望能有 8 到
10 个学生的规模”，朱永群将自己的实
验室定位在小而精，避免对学生放羊式
地培养。

走进朱永群的实验室，目光会马上
被黑板上的便签纸吸引，上面写着每位
研究生一周计划的研究内容。“这样使
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计划书，便于他
们对一周要开展的研究有个总体的统
筹，方便他们自己把握实验节奏，”朱
永群说，“这也便于提醒我，不断去思
考他们可能要碰到的问题。”

这个研究有哪些好玩的地方？科学
意义在哪里？有哪些以前研究没有解决
的问题？每当开启一个新课题，朱永群
和他的团队首先都会在这些方面进行认
真的琢磨。朱永群认为，选一个好的课
题有利于学生的进步和实验室工作的开
展，定一个高的目标才会使人更加用心
地去钻研。

2017 年 10 月，朱永群实验室在
《科学》 杂志上发表论文，揭示了病原
细菌 MARTX 毒素的保守效应因子调
节宿主肌动蛋白细胞骨架信号通路的分
子机制。朱永群表示，具有 MARTX
毒素的霍乱弧菌和创伤弧菌对人类健康
构成了重大威胁，因此该研究对深入认
识 相 关 疾 病 的 发 生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2013 级博士生黄春峰是这一发现的共
同第一作者，她说：“刚开始经历了很
长的摸索期，遇到了很多困难，自己总
会去想一想自己的目标，努力后发现再
多的艰苦也都在不断探索中得到了解
决。”

科研训练需要慢慢打磨
朱永群说自己是国内土生土长的

科研工作者，他主要的培养过程都是
在国内完成，国外访问学者的经历只
是让自己了解一下国外情况，培养学
生的有些经验是从自己国内导师身上
学来的。

“我每天都告诉自己，学生们科研
训练经验少，需要慢慢打磨。”刚开始
看到学生实验进展缓慢，虽然心里很着
急，但朱永群总是这样安慰自己。“需
要容人的雅量，更重要的一点是对每位
学生一视同仁。现在我实验室的学生获
得了很多种奖项，包括浙大学生最高荣

誉——竺可桢奖学金以及多个国家奖学
金。”

曾经有一位学生，很多实验室都去
尝试待过，最后没有导师愿意接收他，
学院把他放到了朱永群这里。这名学生
经过朱永群的指导，科研进展不俗，一
项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
朱永群是如何做到的？他手把手教这名
学生如何开展科研。学生实验步骤设计
不好，朱永群亲自设计好。学生实验样
品准备不好，朱永群与他周详讨论。朱
永群发现，这名学生非常勤奋，于是朱
永群定好一个标准，鼓励他花更多的时
间不断地改善，最终达到相应的要求，
有的或许别人一遍就能完成的实验，朱
永群鼓励他多做几次，不要担心实验耗
材。经过这样不断的练手，这名学生最
终被锻炼了出来。

“学生都还是年轻人，存在缺点是
正常的。”看着比自己小十来岁的学
生，朱永群总是打趣说，科研训练的过
程，需要包容的心态，要把学生当作自
己的小孩一样看待。

“打打气”和“泼泼冷水”是他指
导学生的看家法宝。当学生对课题感到
迷茫时，他会“打打气”鼓励大家，让
他们认识到快要成功的希望。当有的学
生盲目自信、偏离研究航道时，他会及
时“泼泼冷水”点醒迷途。

“导师的责任比学生要大。”这是五
年来朱永群从一名青涩的博士后成长为
成熟的科研工作者最大的体会。谈及对
学生的期待，朱永群希望他们当中有人
将来能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也成为教
授，并超越自己。“只有学生超越了自
己，那才算是一位成功的导师，才发挥
出了一位教师的最大价值。”

科研“土著”朱永群
通讯员 柯溢能

朱永群 （左一） 在实验室指导学生实验。 卢绍庆 摄影

科苑新创

RNA 病毒？没听过。但丙肝病毒、
艾滋病病毒、SARS 病毒、埃博拉病
毒、禽流感病毒、流感病毒⋯⋯一定如
雷贯耳。它们都归属 RNA 病毒。先天
免疫反应是人体抵抗病毒的第一道防
线。不过，免疫系统到底如何“清除”
病毒，在学界依然是个谜。湖南大学生
物学院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研究所朱海
珍团队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了一种可免
疫抵抗 RNA 病毒的工作机制，有望为
慢性病毒感染人群找到药物靶点，促进
药物研发，也为相关疫苗研发提供了理

论基础。
“抵抗病毒，可以看成是免疫系统和

病毒间打了一仗。首先，宿主细胞内的
模式识别受体充当‘侦察兵’，它们识别出
入侵病毒后，将入侵信号传导给‘战斗员’
MAVS，让其在 TRIM21 这个‘指挥员’
的指令下，清除病毒。”朱海珍说。

研究发现，当“指挥员”TRIM21
高表达时，会促使 MAVS 增强免疫反
应，消除病毒。这说明，TRIM21 能通
过有效调控 MAVS，促进先天免疫应答
对病毒的清除。

湖南大学

解开免疫系统清除“RNA病毒”之谜
近日，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启翔团

队完成了首个梅花全基因组重测序研
究，构建了世界首张梅花全基因组变异
图谱。该成果对梅花重要观赏性状的遗
传解析具有里程碑的作用。既为其分子
标记辅助育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
架，又为重要观赏性状基因的遗传选育
及品种改良提供了重要平台。

为揭示梅花演化历史，研究人员开
展了梅花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工作，力图
揭示梅花重要观赏性状的遗传机理。该
项目选取 333 株梅花品种、15 株野生梅

花以及梅花的近缘物种山杏、山桃和
李，开展全基因组重测序研究，极大推
动了梅花群体遗传学分析、全基因组关
联分析。

研究人员对梅花的24个重要观赏性
状进行了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在梅花的
4条染色体上分别鉴定了5个显著的候选
基因区域与花色、花萼颜色、柱头颜
色、花药颜色、花瓣数、花径、木质部
颜色和株型等10个性状。该研究结果为
揭示梅花花色的分子遗传机理奠定了基
础。

北京林业大学

完成世界首张梅花全基因组变异图谱

近日，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
光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张杰教授带领的
光信息安全研究团队展示了一项最新成
果——内生安全光通信，使不依赖附加
密钥的大容量安全传输成为可能。

张杰教授介绍，这个内生安全光通
信技术引入了信号抵入噪声传输的物理
层安全机理和手段，也就是噪声弱的部
分传递信息，噪声强的部分作为信息的
保护伞，这就使传统的信息、密钥合二
为一，形成了“集通信和保密功能于一

体”的高速光纤传输系统，从而使信息
实现了具有内生安全、不依赖附加密钥
的抗截获功能，可以有效抵御来自外界
的分光窃听入侵攻击。

张杰说，这一创新技术可以满足不
同速率下光纤通信系统、无线激光通信
系统等安全要求，在国防、公安、电
信、电力、金融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前景，对消除我国光网络物理层安全短
板，推动网络由附加式安全向内生式安
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北京邮电大学

噪声保密实现光通信“抗劫持”
近日，青岛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殖科学研究院沈伟教授课题组发现，母
亲妊娠期营养缺乏首先会引发胎儿和胎
盘重降低，造成胎儿卵巢发育过程中卵母
细胞 DNA 损伤增加，减数分裂染色体同
源重组出现异常，细胞凋亡比例增加。

为深入解析其机制，该研究对胎儿
卵巢进行了 RNA-seq 分析，发现胎儿
卵巢中表达出现差异的基因大部分与代
谢途径密切相关。另外，母亲妊娠期营
养缺乏还会造成后代出生后原始卵泡形

成受阻，卵母细胞储备减少，存在卵巢
过早衰老的可能。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这些后代生长到青春期之后，她们的卵
巢中卵泡发育确实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这些研究结果有力地说明，卵子发
生易受到母体微环境的影响，孕期母亲
营养摄入对胎儿生殖系统的正常发育至
关重要，母亲的不合理饮食会影响后代生
殖能力。这一研究成果将为人类的优生
优育和辅助生殖的临床应用提供科学、有
效的指导。 （樊畅 整理）

青岛农业大学

妊娠期营养缺乏影响后代生殖能力

书法篆刻蕴含了中国几千年
来辩证的人生哲学，方寸之间，
变化万千。西泠印社创建于清光
绪三十年 （1904 年），由浙派篆
刻家丁辅之、王福庵、吴隐、叶
为铭等召集同人发起创建，吴昌
硕为第一任社长。以“保存金
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
旨，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
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
研究印学、书画的国际性民间艺
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
誉。至 2017 年海内外社员共计
481 人，湖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
教授范斌名列其中。

艺术之缘引入门

2017 年第一次申报就被入
选为社员的范斌，有的不仅是幸
运，更多的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刻
苦钻研、勤奋努力的结果。

走进范斌的办公室，一股古
雅的书卷气扑面而来，到处堆放
着各种书籍、书法作品和文房用
具，他日复一日地征服一枚枚石
头，创作一幅幅书法，连喝水用
的杯具上，都是范老师自己刻写
的字。书法和篆刻早就成了浸染
在他生活里的一部分。

上世纪 60 年代，范斌出生
于湖州郊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
庭。在母亲的影响下，范斌从小
练习书法，最擅长写隶书，那时
每天在功课之余就照着帖子临
摹，后来对各种书体也都有深入
研习。30 多年后的他，研习最
多的是和湖州紧密相连的苏轼和
赵孟頫，那种文人气和低调内敛
的书风与人格，也是范斌对自己
品性修行的要求：不骄不躁，谦
虚谨慎。

如果说书法是范斌艺术人生
的一翼，那么，篆刻便是他求艺
道上偶遇的又一翼。在浙师大求
学时期，哲学系的范斌在机缘巧
合下学习印刻。当时，大学室友
在制作一枚实用印章时的热忱和
专注打动了他，于是借刀试刻。
让范斌惊讶的是，这个粗糙的姓
名印，受到了室友们的一致好
评。范斌感慨，如果当时听不到
表扬，也许后来也不会去弄篆刻
了。1984 年，范斌参与创立了
中国高校第一个印学社团——芙
蓉印社，在校内外结识了许多老
师和同道，印社声名远播，篆刻
也影响了他此后近30年的人生。

潜心著论启教学

除了创作大量的书法、篆刻
作品之外，范斌也多次参加西泠
印社和中国书协组织的展赛，潜
心从事学术研究，主持省部级科
研项目两项。他始终相信，静下
心来做学问的人，总会收获自己
内心的一份沉淀。

2009 年，范斌前往浙江大
学担任访问学者，遇到了国内最
早提出“学院派”书法教学模式
的陈振濂教授。学院派书法，是
通过对古代经典碑帖的当代实
践，使其激活内部精神元素并加
以新形式创造的一种书法流派。
这种模式，让范斌的创作多了一
个强大而结实的理论支撑，在这
段时间，他发表了论文 《书法技
艺的终极意义》，先后出版了书
籍 《印说湖州》《书法鉴赏》《湖
州竹派与中国人文精神》 等，并
把“学院派”推广到后期的教学
实践。导师的首创精神让范斌赞
叹，他在教育教学上的独到之处
更是让他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从教多年的他不仅日常在艺
术学院授课，校内外众多书法爱
好者也经常邀约范斌讲学。他惊
喜地发现，每次培训讲课，总会
发现颇具潜质的艺术好苗子，学
员与他也往往有相见恨晚之感，
纷纷“路转粉”，于是这支队伍
日益庞大，目前“圈粉”无数。

“范粉圈里人”进步很快，范老
师告诉学生，要想在书法篆刻艺
术上有所造诣，关键在书法基本
功、人文学养、人品等方面同时
提升，坚持不懈，假以时日，定
当有成。

不忘初心散文化

一部中国书法史，半部在湖
州。身为湖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省书法家协会理事的他，还
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尽自己所能
为地方服务，传播湖州文化，身
体力行地践行着德艺双馨的艺术
品质。从首发书籍 《印说湖州》
起，范斌即开始将自己对湖州人
文历史艺术的传播、挖掘和普及
工作付诸实践。传播湖州书画文
化，传递人文精神，近五年以
来，受邀开讲座达 30 次以上，
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化传承和传播
者。

2014 年 11 月，范斌带领的
“湖州笔道馆书友会创新团队”
获选首批湖州市宣传文化优秀创
新团队。这个汇集了湖州现今优
秀书画人才的队伍，为机关干部
普及书法知识，为中小学教师开
展书法培训，为广大书法爱好者
送去精神食粮，演绎着作为一名
生活在中国书法城的书家应有的
担当。

闻鸡起舞从今日，跃马扬鞭
正此时。借着西泠印社评选条例
的改革，针对高大上的入社条件
和严苛厉的评选过程，凭着自身
多年的积累，经过层层选拔，范
斌终于被批准吸收为西泠印社成
员。艺术的山峰很高，对如今的
范斌来讲应当是一切归零，从新
开始。他不忘初心，继续努力攀
爬更高的山峰。“湖州这个地方
不缺人才，不乏大师，我只是一
名仰望者，只有仰望，只有卑
谦，才有可能获得属于自己的东
西。”范斌深有感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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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西泠印社社员范斌。 湖州师范学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