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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人兽共患病研究领域有这样
一支“龙之队”，由 20 名科学家组成的

“特别战队”踏遍大江南北，他们怀着异
乎寻常的决心和耐心，日以继夜和一种
叫作隐孢子虫的“敌人”做着斗争。他们
在一处处动物粪便、血液、污水中寻觅

“敌人”的踪迹，在一次次没有硝烟的战
斗中，用一个个骄人的战果，加固着人类
健康的一道道屏障。

这支“龙之队”就是由张龙现教授领
衔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河
南农业大学人兽共患病科研教师团队。

聚合起教学科研龙之队

说到科研，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可
“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高大上高
精尖项目。但张龙现团队的研究对象却
是一种肉眼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却会在人
和动物间兴风作浪的小“虫子”——隐孢
子虫。

这种隐孢子虫是一种体积微小的球
虫类寄生虫，在全球广泛分布，可以寄生
于人和大多数哺乳动物，是人兽共患寄
生虫性腹泻的首要元凶，并被世界卫生
组织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列入新发
传染病。因此，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
来，隐孢子虫成为全球流行病研究的热
点。

团队和隐孢子虫的结缘要追溯到
26 年前。1992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
的张龙现来到了河南农业大学寄生虫学
教研室工作，和当时该教研室的宁长申
老师成为了搭档。工作伊始，教研室除
了积累的书本和教案，就只有 2 个人、1
台离心机和 1 台显微镜，也就成了日后
大家常开玩笑的“211工程”。

“设备和经费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
人！”张龙现和宁长申老师不约而同给予
彼此最高评价。

带着对科研的决心和韧劲，张龙现

和宁长申用教研室仅有的 1000 元教学
券作为启动经费走上了科研之路。两个
人先是从球虫入手，后来把隐孢子虫作
为研究方向，克服困难联手进行科学研
究。也就从那时起，两个人开启了三十
多年的密切合作，也因为在工作上的志
同道合成为了有口皆碑的“黄金搭档”。

2003 年，SARS 和禽流感的暴发，
暴露了我国人兽共患病研究的薄弱，从
而将人兽共患病的重要性提到影响国家
安全的地位。此时的张龙现已经获得了
河南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并以此为契
机与美国疾控资深科学家肖立华博士和
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朱冠教授建立了良好
的国际合作关系。在这一时期，团队的
科学思想、研究方法得到了迅速提升，很
快进入了隐孢子虫研究的国际前沿。

在张龙现的带领下，当初那个单一
的兽医寄生虫学课程组华丽转身，成为
了一支兵强马壮的人兽共患病研究团
队，研究方向也从隐孢子虫拓展到了贾
第虫、旋毛虫、大肠杆菌 O157 以及戊型
肝炎、乙型脑炎等多种人兽共患病，覆盖
了整个兽医学科，科研走上了一条阳光
大道。

他们为人畜撑起保护伞

团队成员教书不忘育人，科研不离
生产，积极聚焦生产凝练课题，坚持做到
以生产促科研、以成果助实践。

2013年7月10日，郑州市黄河滩某
马场发生疫情，情况紧急，急需专家会
诊。该马场有 30 多匹马，价值 500 万元
左右，其中有一半以上出现发烧、咳嗽、
流脓鼻涕、口鼻溃疡、四肢浮肿等情况。
团队成员董海聚等人紧急赶到现场，准
确判定为我国已经消失多年的人兽共患
传染病马鼻疽，最后有关部门对所有检
测阳性马匹进行无害化处理，成功控制
了人兽共患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为该

病在我国的净化做出了贡献。
同年 12 月，宁夏一养牛场打来急

电，牛场犊牛暴发疑似隐孢子虫病，短时
间内死亡 7 头犊牛，剩余小牛腹泻难以
控制。张龙现老师立即安排人员赶赴宁
夏中卫市，结合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检测
结果，确诊为隐孢子虫病，很快帮助牛场
控制住腹泻病。

2014 年 10 月份，河南许昌一家肉
牛场从东北一次性引进肉牛 220 头，运
回后全群出现腹泻、咳嗽，一周内已死亡
近百头。团队成员采集病料快速检测和
实验室分析，最终出具了一份详细的解
决方案，为牛场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河南汝州坤元农牧办场之初，由于
对行业不熟悉，但手里资金又想投资养
羊，团队技术专家宁长申和菅复春提供
技术指导，同时安排学生到场服务，坤元
农牧很快走上快速发展轨道，现在养羊
规模已经达到3000多只。

类似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团队先
后承担河南省科普项目、三区人才项目、
科技特派员项目16项，团队成员养殖场
服务累计超 600 人次，服务养殖企业超
60 家，合计检测动物粪样、血样等样品
超4万份，技术培训受众达3万人次。

团队在动物疫病防控方面先后建立
多种病原的分子和免疫检测方法并申请
了 12 项发明专利和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还先后获得新兽药证书 5 项，技术转让
获得直接经济效益 4000 万元。团队的
科研成果先后助力洛阳普莱柯生物、雏
鹰农牧、河南牧原集团成功上市，助力国
内农牧企业提升科技竞争力。

团队建设的价值内核

很多人向张龙现取经，张龙现却用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卢
瑟福的话作为答案——“科学家不是依
赖于个人的思想，而是综合了几千人的

智慧，所有的人想一个问题，并且每人做
它的部分工作，添加到正建立起来的伟
大知识大厦之中”。

2009 年 10 月的一天，张龙现教授
带领团队成员参加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学
术会议，会议结束后，张龙现说给大家放
一天假去鸣沙山骑骆驼。董海聚还记得
当时的情形，“大家都偷着乐啊，难得张
老师能有心思休闲一天。”然而第二天到
了鸣沙山，大家找到骑骆驼的地方后，张
龙现却让大家先采集骆驼粪便样品再专
心游玩。原来，张龙现在会场听人说鸣
沙山今年新进一批骆驼，就想着对这一
批骆驼进行隐孢子虫的流行病学调查。

“回程中，其他单位代表带的是整箱
白兰瓜等当地特产，我们携带了三箱骆
驼粪！”团队成员菅复春说，从此兰州行
成了一个段子，经常被团队成员讲给学
生听。

“作为一名教授，时时刻刻都在思考
科研，在生活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寻
找科学问题的意义。”团队张素梅老师是
张龙现的同龄人，但她视张龙现为标杆，

“张老师是我见过的最勤奋努力的老师
之一，几乎没有过过周末和节假日，经常
半夜 12 点多在我们团队的群里发一些
学术信息，大家累的时候就给我们谈习
总主席的话‘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在张龙现和团队成员身上，只要谈
及科学，你看不到一丝的马虎，有的只是
严谨、严肃和严厉。2018 年 8 月 26 日，
张龙现在转发知名公众号文章《寄生虫
爆发！美国因麦当劳沙拉感染人数超
500，如何预防？》时，竟然一针见血指出
了其中的错误“环孢子虫是单细胞原虫，
这科普文章一会写的是病毒，一会儿写
的是细菌，作者二级营养师，审稿人美国
博士后，连病原都搞不清！”

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这样的理念
由此可见一斑。

抗击人兽共患病的“龙之队”
——河南农业大学张龙现领衔建设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通讯员 周红飞 韩笑

【团队简介】

河南农业大学人兽
共患病科研教师团队源
于1992年，经过26年发
展，团队在教书育人、科
研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
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贡献，
研究方向也从隐孢子虫
拓展到了贾第虫、旋毛
虫、大肠杆菌O157以及
戊型肝炎、乙型脑炎等多
种人兽共患病，覆盖了整
个兽医学科。

张龙现教授张龙现教授 （（前前）） 为博士研究生王荣军示范实验过程为博士研究生王荣军示范实验过程。。 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 供图供图

梁启超先生在 《饮冰室合集》 中
说，十年饮冰，难凉热血。纵使困难重
重，其赤子之心亦可有披荆斩棘之力
量。对于八思巴字的研究，济南大学文
学院的宋洪民教授便是如此，此项研究
也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事业。

八思巴字，由元朝时期皇帝国师八
思巴根据藏文 （梵文字母体系） 制定
的，是当时的“国际音标”，它可拼写
不同民族的语言，亦称蒙古方体字。宋
洪民主要从事八思巴字文献与汉语音韵
学研究，师从八思巴字权威专家照那斯
图。另外，宋洪民对语法学与语言学理
论也有浓厚的兴趣。

宋洪民出版了其研究八思巴字的新
著《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这便成了
笔者开始此次采访的开篇话题。谈到这
部著作，宋洪民感慨万千。这部书是宋洪
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和他主持的第一个
国家社科基金的结晶，是在其博士后导师
照那斯图的亲切关怀和切实指导下完成
的。如今书已出版，而导师早于2010年
归于道山，天人两隔，思之令人心酸。

宋洪民教授告诉记者，自己的研究
成果首先归功于他的导师——“八思巴
字”权威专家照那斯图先生。照那斯图
先生毕生从事“八思巴字”研究，十分

注重积累相关资料。但他深感自己年事
已高、力不从心，就要求宋洪民对现有

“八思巴字”材料进行整理研究，与
《蒙古字韵》 做一全面比较。宋洪民发
挥自己音韵学专业所长，对元代汉语音
系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也是他申报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代汉语音系研究
——基于八思巴字文献资料”的缘由。

而材料搜集的艰辛，是可想而知
的。当年照那斯图先生为了搜集材料，
跑遍了大江南北，小心翼翼地亲手捶拓
碑文。有些材料，如有关元代学者吴澄
父亲、祖父封诰的文献，更是从日本访
回的。为了实地考察元代碑文，宋洪民
在临汾尧都博物馆仔细寻访。听说山东
烟台牟平昆嵛山有元代加封地方官的碑
刻，宋洪民便急匆匆赶去，扒开杂草，
在断裂的石碑间仔细揣摩。饿用大饼充
饥，行随车轮辗转。谈起这段经历，宋
洪民感慨地说，为了自己喜爱的学术研
究，苦并快乐着。

课题研究历时三年，顺利结项。回
顾整个研究过程，满是繁琐、艰辛。

宋洪民教授说他最深刻的感受是：
“做学术研究一定要充分占有材料，要
站在学术研究和理论前沿，必须下苦
功、抗干扰、全身心投入。”

课题组首先面临的是“八思巴字”
汉语实际应用文献材料的全面整理与音
系归纳。

“八思巴字”译写汉语的实际应用
文献 （圣旨碑刻等） 现存不少，但迄今
无人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对厚厚的材料
进行全面整理，谈何容易？如何保证研
究的质量？这个严峻的问题很快冲淡了
宋洪民申报项目成功的喜悦。

多少个不眠之夜，宋洪民披衣下
床，走进书房，把一份份材料逐字编制
成韵表，在稿纸上将韵字誊写清楚，仔
细核对。暑往寒来，初步的整理工作告
竣，宋洪民教授再将其输入电脑。电脑
前潜心研究的日日夜夜，使他的颈椎病
更加严重，双眼视力也开始下降。但换
来的是项目的初步完成——对现存圣旨
碑刻等“八思巴字”汉语实际应用文献
进行了全面整理研究，按韵重新编排，
归纳出语音系统，从中得出了活的“八
思巴字”汉语拼写语音系统。

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对“八思巴
字”汉语音系和元代韵书音系进行比
较，包括“八思巴字”文献音系与 《蒙
古字韵》 比较、《古今韵会举要》 与

《蒙古字韵》 比较。在“八思巴字”文
字体系理论及音系对应关系研究基础
上，对“八思巴字”符号与汉语真实音
值间的对应关系做出了较为全面准确的
分析描述。

在研究方法上，课题组坚持将“八
思巴字”文字体系的一般理论与具体的

“八思巴字”汉语文献的拼写实际相结

合，将不同韵书的同时代材料的共时分
析与今天方言和韵书的相互印证的历时
研究结合起来，将 《蒙古字韵》 音系的
个案研究与元代音系的系统研究结合起
来，创获至丰：对圣旨碑刻等“八思巴字”
汉语实际应用文献加以全面整理研究，
归纳分析，建立了一个活的“八思巴字”
汉语拼写语音系统。把从文献中归纳的
语音系统与《蒙古字韵》比较，进一步明
确其性质和地位。将《蒙古字韵》与《古
今韵会举要》及《中原音韵》比较，明确三
者间的关系及各自在元代语音史上的地
位，从而为普通话源头——北音的研究
做出更为全面的阐释。

除了 《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
这部新著，宋洪民教授还有大量其他方
面的论著。他在核心期刊与集刊发表论
文 30 多篇，出版专著 3 部。2010 年获
山东省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1项。

宋洪民教授主持并完成国家博士后
项目 1 项 （名称：“八思巴字实际应用
文献与 《蒙古字韵》 对比研究”）；主
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结项
均鉴定为优秀，名称分别为“元代汉语
音系研究:基于八思巴字文献资料”“元
代八思巴字的推行情况及其与汉语韵书
的相互影响研究”；主持在研国家社科
基金重点项目1项，名称为“ 《蒙古字
韵》 的语音系统及其与金元韵书韵图的
关系研究”。

宋洪民：“复活”八思巴字汉语音系
通讯员 刘珂珂

众所周知，自然界中水是不断
运动和变化的。对自然界水的时空
分布、变化规律等现象的研究称之
为水文学。“降下来的雨到哪儿去
了？”——降雨径流过程是陆地水
循环最核心的研究内容。径流模拟
和准确预报对防洪、抗旱、水力发
电、航运、生态保护等关系国计民
生的关键领域都有重要意义，更直
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
产安全。

华东师大地理科学学院科研
人员联合荷兰、英国、德国等科
学家，在水文降雨径流模型方面
取得突破性进展，原创性地提出
了 新 的 地 形 驱 动 水 文 模型 HSC
(HAND-based Storage Capac-
ity curve)。相关论文在水文学一
区期刊《水文学与地球系统科学》

（Hydrology and Earth Sys-
tem Sciences，HESS） 发表，并
被高亮报道。

把“水”算准，到底有多难？

水文的精确预报，必须建立在
科学认识水循环客观规律的基础
上。然而，降雨径流的流域面积十
分广大，往往有成千上万平方公里，
且具有时间、空间的强异质性，分布
上不均匀又极其复杂。水文过程还
受诸多因素影响，例如气象气候因
素，包括降水量、降雨强度、温度、辐
射等；下垫面因素包括地形、土壤、
地质、植被等。这些都极大地增加
了水文准确预报的难度。

另外，众多传统模型严重依赖
实测的径流数据进行模型参数的率
定，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模型在广大
无资料地区的应用。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集体涌现出了一批世界“名
模”（top model），如我国河海
大学赵人俊教授开发的新安江模
型，武汉大学夏军教授开发的水文
时 变 增 益 非 线 性 系 统 模 型

（TVGM），瑞典气象水文研究所
开发的 HBV 模型，以及英国兰卡
斯 特 大 学 基 思 · 贝 文 （Keith
Beven） 教授的“名模”，但这些
世界“名模”在无资料区的应用中
也很受限制。而此后几十年，水文
模型领域一直较少有突破性进展。

生态大数据支撑新模型诞生

历时 6 年，包括华东师大地理
科学学院高红凯研究员 （文章第一

作者兼通讯作者） 在内的国际科研
团队 （中、荷、英、德） 刻苦攻
关，尝试了数十种新的模型结构和
算法，跳出以往相关研究惯用的牛
顿物理学视角，原创性地从生态水
文视角提出了新的地形驱动水文模
型 HSC。HSC 模型基于新的地形
指 数 HAND(Height Above the
Nearest Drainage)， 通 过 简 单
而具有大样本生态观测数据支持的
假设，建立了以地形为基础的土壤
含水量和变源产流面积间的非线性
关系。

长久以来，地形只被用来驱动
水流从高到低运动，但越来越多的
研究发现地形是综合反映地理综合
体 （水土气生） 的指标。美国水文
学 家 2017 在 美 国 科 学 院 院 刊

（PNAS） 撰文，利用全球 2200 多
个站点的根系深度数据发现，地形
对根系深度有决定性影响。即通常
情 况 下 ， HAND 越 大 ， 根 系 越
深。HSC 模型正是基于该生态大
数据发现的重要客观规律，结合蓄
满产流理论建立的。

支撑研发成果创新

这是科学界首次将生态学根系
深度空间分布与水文学的产流过程
进行直接联系的理论和应用创新。
该模型在英国、美国300多个具有
不同气候、植被、土壤、地形的流
域，通过多源异构数据进行了严格
验证。同时，通过与经典的流域水
文模型 HBV 和“名模”对比，发
现新模型不仅无需率定产流参数，
还可以模拟变源产流面积的空间和
时序变化，而且在模拟效果上比传
统模型有明显改进。

该模型不仅在生态水文理论上
有所突破，在实际应用中也有广阔
的前景。降雨径流计算得到的产流
量与几乎所有水相关问题都紧密相
连，包括水多（洪涝）、水少（干旱）、水
脏（水污染）、水浑（泥沙）、水死（水生
态）等。新模型可广泛应用于防灾减
灾、水资源管理和调度、水污染防治
和水生态修复等。由于新模型无需
参数率定，因此可以应用于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无资料地区，这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等，都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这一模型研发体现了重视原始创新
的学术目标，为下一步研发项目成果
集成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

降下来的雨到哪儿去了
——华东师范大学原创降雨径流模型

通讯员 吕安琪

科苑新创

本报讯 （曹雷） 近日，安徽农
业大学茶树生物学与资源利用国家
重点实验室宋传奎教授团队研究发
现，茶树在受到侵害时会释放信号
物质顺—3—己烯醇，健康的茶树
一旦接收到该信号，就能在体内生
成顺—3—己烯醇糖苷这一“防御
武器”并储存起来。同时首次发现
并验证控制这一糖苷化过程的关键
酶基因。该项研究成果以“顺—
3—己烯醇糖基化介导茶树种间相
互作用”为题，发表在国际植物学
权威学术期刊 《植物细胞环境》
上。

顺—3—己烯醇是一种能够介
导 植 物 间 接 防 御 响 应 的 信 号 物
质，植物在遭受植食性昆虫袭击
时会释放顺—3—己烯醇，发出

“求救信号”，一方面可吸引害虫
天敌前来驱避害虫，一方面可传

达信号给周围的植物。未受害植
株接收到该信号，就会提前激发
自身的防御响应。然而，植物体
如何识别接收该信号并在体内转
化成糖苷形式储存起来，这一机
制学界尚不清楚。

宋传奎团队通过体外模拟实
验，发现茶树能够吸收外源或邻近
受到侵害的茶树释放的信号物质，
并在体内通过糖苷化过程转变成
顺—3—己烯醇糖苷并存储起来，
一旦受到害虫攻击，就会及时释放
驱赶害虫，进而提高防御害虫的能
力。

团队通过多组学关联分析、体
外酶活性分析及异源转基因分析，
首次在茶树中发现并验证了控制这
一糖苷化的关键酶基因，从而揭示
了茶树如何储存这个信号物质的

“秘密”。

安徽农业大学:

首次揭示茶树主动防御病虫害新机制

本报讯 （崔玉萌） 电动车、移
动电源、手机⋯⋯尽管锂离子电池
已经广泛应用，但由于地球上的锂
资源十分有限，且开采成本高，近
年来价格不断上涨。而钠资源丰
富，开采费用仅为锂的百分之一，
因而钠离子电池的研发成为科研人
员争相“开垦”的热点领域。近
日，南理工材料学院/格莱特研究
院夏晖教授团队首创结构设计和调
控方法，与中科院物理所谷林研究
员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孟
颖教授合作，在面向钠离子电池的
锰基正极材料研究中取得重要进
展，研究成果使低成本钠离子电池
有望取代锂离子电池，相关成果发
表在国际顶级期刊 《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

由 于 层 状 结 构 的 NaxMnO2
正极材料具有理论容量高、价格低
廉及来源广泛等优点，当前，科研人
员多以其作为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的研究对象，但由于 NaxMnO2 正
极材料的层间距狭窄，充放电过程
中，半径较大的钠离子在层间迁移
时，会“挤坏”正极材料的结构，成为
制约钠离子电池研发的关键难点。
除层间距外，影响钠离子电池性能
的另一重要因素为层状结构中的钠
离子含量。不少科研人员尝试通过
各种方法制备出了不同层状结构的
NaxMnO2，但始终无法有效扩大
层间距，或是无法兼顾高钠含量。
因而制备出兼具大层间距、高钠离
子含量的层状结构正极材料，是科
研人员努力追求的“鱼和熊掌”。

南京理工大学：

首创结构调控方法有望取代锂离子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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