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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大学比作一场旅途，武汉大
学有这样一个实验室，被学生们称为

“人生最美的车站”。这个车站的站长，
在学生眼中是神奇的“哆啦A梦”——
能强力送助攻的温暖守护者。

学生们亲昵地称呼自己的实验室为
“LAN”，骄傲地称自己为“LANer”。听
起来与“懒人”同音？实际上，看过他
们的履历后，就会感受到这背后爆棚的
荣誉感和归属感：仅2018年至今，他们
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影响因子大于
10的论文16篇；几乎每位本科生毕业前
都手握SCI论文；历获“挑战杯”全国
一等奖和特等奖；产生过两位珞珈风云
学子和两位学术之星……

所谓“LAN”，是“Laboratory of
Advanced Nanomaterials （武汉大学
先进纳米材料实验室）”的简称。它成
立于2012年2月6日，负责人是教育部
青年“长江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付磊教授。

实验室主要致力于二维材料的可控
生长及其在电子信息和能源领域的应用
的研究。他们奉行这样的团队文化：富
娱乐精神，究微纳之间；做有趣、迟早
有用的科研；享受简单、有创意的生
活；积极、齐心协力、各显其能，结伴
解开华丽碳纳米材料家族的主公——石
墨烯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的学生很有创造力，时常让我惊
叹。”神奇站长付磊如此评价他的乘客
们。

进阶之路
“能吃苦吗？能。能坚持吗？能。”

只要本科生具备热情和韧劲，就能进入
LAN，开启科研进阶之路。

2017 年，本科生团队“LAN For
Dream”获得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
是学校参赛史上首个全国特等奖。这个
团队的8名成员全部来自LAN。

队长王晨校是2014级本科生，大一
进入LAN。2016年9月起，在付磊的集
结和指导下，王晨校等本科生的科研课
题陆续开启，逐步构成了完整的项目团
队。

“周一到周五上完课之后，21:00去
实验室，在宿舍关门前赶回去，周末也
常泡在那里。”王晨校介绍，团队参赛组
别是“能源化工组”的“自然科学论文
类”，论文的发表数量和发表刊物的影响
力，是决定能否获奖的关键因素。

备赛过程紧张而艰辛，所幸功不唐
捐。团队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4篇高水
平学术论文，包括 1 篇 《美国化学会
志》（影响因子14.357）、1篇《德国应用
化学》（影响因子12.101）、2篇《材料化
学》（影响因子9.890）。怀揣丰硕的成
果，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LAN For
Dream终于梦想成真。

对本科生来说，在化学领域顶级学
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真心不易。“如果笼统
地和本科生说课题走向与发表论文，学
生会很迷茫的。”在整个备赛过程中，付
磊始终陪伴LAN团队左右，每周定期开
组会，引导学生一步步完成实验和论文
撰写。这也是一条从科研小白到科研达
人的渐进之路。

“就像拼图一样，鼓励他们一片一片

地拼，渐渐地图像就清晰了，作品也慢
慢成型了。”这是付磊带本科生做科研摸
索出来的方法：先让学生从最无压力的
部分动手，“一笔一划”地完成，不知不
觉中离目标越来越近，“把台阶变得像纸
一样薄，让学生每天都有进步，不断获
得正反馈”。

选择学生时，付磊最看重学生的渴
望度和专注度。在他看来，这两点决定
了学生在科研过程中的执行力。“如果学
生的渴望度和专注度前面能再加一个

‘长期’，我认为他们就具备了科研者的
核心素质。”他希望，学生们通过几年在
实验室的锻炼，一方面能掌握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CTO），一方面也
能提高学术交流、成果展示等多方面的
能力（CFO），元气满满地奔向下一段旅
程。

生生不息
实验失败是家常便饭，在化学院实

验楼里，总能遇到脸上愁云密布的学生。
“与完美的预期结果相比，如果你们

得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可能会更
有意义。”付磊很善于正向激励，他的这
句话含有两层意思：第一，与巩固现有
的认知体系相比，科研者更重要的是拓
宽人类的认知体系。这个实验结果，你
可能是全世界70亿人口中第一个发现
的，还不足以让你兴奋吗？第二，“失
败”的实验结果，如果换一个思路钻下
去，可能会变成更重要的新发现。

付磊的这段话，说明了科研就是一
件越挫越勇的事。不久前，实验室的同
学们做一个光解水实验，历经两个月上
百次反应，做出了几毫克二维材料，但
是送去测试后不慎全被毁了。大家很绝
望，认为实验肯定无法完成，甚至有不
想再浪费时间的想法。但是对科研的热
爱以及那股不服输的韧性鼓励着大家：

“大不了从头再来，每个人再搭把劲，加
油！”于是小组成员昼夜轮转，又坚持两
个月，最终做出成果发表在 《先进材
料》上。

这个小组，便是LAN有名的“电池
四姐妹”。“电池四姐妹”由四个专攻电
池研究的女生组成，她们分别是2013级
硕博研究生张琴、2016级硕博研究生王
文婕、2017级硕博研究生朱小会和张家
谦。她们齐心协力，乐于奉献，在电池
领域攻坚克难。

“电池四姐妹”是 LAN 的一段佳
话，而她们在起步阶段也有过漫长的暗
自哭泣的科研小白沉潜期。

2013年，张琴从外校考研进入武大
的面试中，一句“我会用行动证明我自
己”打动了付磊。头两年，与她相伴的
是不透气的防毒面具和臭到令人晕厥的
硫化氢，但并没有换来一篇论文。绝境
让她怀疑自己的选择。付磊看中了她身
上不服输和倔强的劲头，鼓励她转博继
续坚持。而其他成员，也常常为自己的
课题苦恼，熬夜至凌晨也是常态。

现在，四人即使各自做不同的课
题，也会在关键时刻集体帮助一人攻
关，不会觉得与自己无关或者在意作者
排名。现在，王文婕正在把自己从张琴
身上学到的，包括如何帮助别人排解压
力、如何带领师妹各抒己见和构思课题
等方法付诸实践，让“电池四姐妹”的
故事一直延续下去。

最好的传承是基于热爱和责任的自
循环，这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斜杠青年
学霸、党支部委员、国家二级运动

员……2018级硕士生丁一然形容自己为
“斜杠青年”，其中的心得是善于管理时
间十分注重效率。“实际上，我们LANer
是一群斜杠青年。”

“斜杠青年”来源于英文Slash，出
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麦瑞克·阿尔
伯撰写的书籍《双重职业》，指的是一群
不再满足“专一职业”的生活方式，而
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的
人群。“斜杠青年”不仅指那些有着多重
身份、多重收入的人，它代表的是一种
全新的人生价值，核心在于多元化的人

生。
LAN的题名——“武汉大学先进纳

米材料实验室”，这十三个字由LAN研
究生、本科生和付磊一人一个字写成，
寓意“实验室是LANer的，她的未来握
在所有LANer手中”。LAN的文化，可
以归结为12个字：人人热爱，人人建
设，人人传承。

“实验室布置、网站设计、日常管
理、活动组织等，由全体LANer一起负
责。”LAN“大管家”曾梦琪如是介绍，

“根据每个人的性格和特长分配公共事
务，来增强大家对实验室的熟悉度和归
属感。”

总务、财务、卫生等每个事项都有
专人负责，他们尽职承担公共事务，维
护实验室正常运营。“LAN 很有凝聚
力，LANer各司其职。”实验室的资深优
秀本科生、目前已保研至北京大学的梁
晓阳说，“就像一个个身体部件，有头有
手，组成了一个完整、超赞的人。”

LAN 的 2017 年 度 最 佳 Leader、
2014级硕博连读的张涛常去生命科学学
院听课。张涛认为，只了解一门专业知
识对于科研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对计算
机、物理、生物等学科的兴趣，为自己
在化学领域的发展提供了莫大帮助。他
曾经为了提高实验数据处理速度，自学
编写了一套程序，极大提高了科研效率。

“高档文章往往是各个学科之间交叉
碰撞产生的火花。”张涛曾做过一个课
题，涉及两种二维材料的伴生生长，这
让他联想到动植物之间的共生：地衣和
苔藓，鳄鱼与牙签鸟……受这些现象启
发，他讲了一个深度与趣味性并行的科
研故事，相关的成果发表在 《自然通
讯》上。

“科研在短期内是很难评估其价值
的，但是探索未知的乐趣却是一直存在
的，而且会随着认知的深入逐渐让人着
迷。认识真理时的快乐，是本身就可自
足的思维之美。”付磊的这句话，道出了
LAN这辆科研列车上，站长和乘客们执
着于科研的心灵独白。

神奇站长和他的乘客们
——记武汉大学先进纳米材料实验室团队

通讯员 肖珊

科研探索

本报讯（黄文娟 陈兆磊） 3月27
日，格鲁吉亚国家科学院院长格奥尔基
为山东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铁
柱教授，校长特别助理、农业工程与食
品科学学院院长兰玉彬教授颁发了格鲁
吉亚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证书。

自去年9月，格鲁吉亚国家科学院
与山东理工大学建立联系以来，双方的
交流和互访不断深入。去年 11 月 27
日，双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11月28
日，山东理工大学聘任格鲁吉亚国家科
学院两位院士为名誉教授。此次，格鲁
吉亚国家科学院专程为张铁柱教授和兰
玉彬教授颁发证书，并与山东理工大学
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成立丝路研究院，
使双方合作关系更加紧密，对双方更好
地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同时，格鲁吉亚农业大学、白俄
罗斯苏霍伊国立戈梅尔技术大学也积极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与山东理工大
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根据山东理工大学与格鲁吉亚国家
科学院签署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国
际高端科研创新平台（共建山东理工大
学—格鲁吉亚国家科学院精准农业联合
研究中心、联合成立山东理工大学—格

鲁吉亚国家科学院微生物国际合作实验
室），联合成立山东理工大学格鲁吉亚
国家科学院院士工作站，联合培养国际
化高端人才，成立山东理工大学格鲁吉
亚研究中心，探索成立山东与格鲁吉亚
高校联盟等，在国际高端科研创新平台
建设、培养国际化高端人才、推动山东
与格鲁吉亚高校资源共享、建立国际高
端智库研究中心等方面，开展更大范
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的交流合作，
推进双方的快速发展，为深化与淄博市
校城融合发展、助力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更好地发挥动力源、助推器、人才
库作用。

格鲁吉亚国家科学院院长格奥尔基
表示，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涵盖了微生
物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广泛合作，进
一步促进中格两国科学和经济发展。

据悉，格鲁吉亚国家科学院成立于
1940年，是格鲁吉亚主要的科研组织，
其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等学科得到国
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现有120位院士，
之前选举了土库曼斯坦总统、4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和21个国家的杰出科学家为
外籍院士。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当选格鲁
吉亚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山东理工大学：

与格鲁吉亚国家科学院开启合作

2018年，山东农大园艺学
院郝玉金教授团队发表了20篇
研讨苹果品质和抗逆分子机制
的文章，其中18篇是通讯作
者，受到圈内外热切关注。在
《植物生理》《植物生物技术》
《植物、细胞和环境》《新植物
学者》等学术期刊上，他们揭
示了苹果果实色泽和风味品质
调控分子机制的多个“秘密”。
这些理论成果将为果树提质增
效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提供
理论支撑，让以解决生产难题
为特色的山东农大传统优势学
科——果树学，更加受到社会
关注。

刚刚进入12月，郝玉金主
持申报的“果树果实品质形成
与调控”项目又获得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资助。这是一项旨在
解析提高果实品质分子机制，
绘就果树果实品质调控网络的
研究课题。正在云南建设研究
基地、带领团队研究如何克服
雨季和旱季对苹果风味品质影
响的郝玉金告诉记者，中国苹
果产量居世界第一，但优质果
供不应求，很多高端苹果都是
从国外进口的。提高果实品质
不仅是生产实践中亟须解决的
问题，更是撬动乡村振兴的重
要支点。这是山东农业大学近
年来牵头主持的第四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

“用前沿科技巩固传统优
势”，是14年前郝玉金回国时
写下的座右铭。2004年，他受
聘山东省首批“泰山学者”特
聘教授岗位，在山东农大园艺
学院组建起“果树分子生物学
与生物技术”实验室。

“山东农大果树学科积淀深
厚，我有果树学教育背景，又
在发育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等
领域受到锻炼。选择‘接地
气’的选题，采用先进的手段
和方法，一定能在果树研究领
域和产业中作出‘顶天立地’
的成果。”郝玉金斗志满满。

郝玉金接受了完整的学历
教育和博士后培养。在华中农
大读博士期间，在邓秀新教授
的指导下，他系统研究了柑橘
种质资源中期和长期离体保存
方法，从形态、细胞和分子水
平以及遗传和表观遗传角度，
全面评价了离体保存过程中重
要果树种质资源的遗传变异，
同时，他还建立了苹果、草莓
和梨的离体保存技术。这些研
究结果发表后在植物离体保存
领域被广泛引用，他的博士毕
业论文也成为我国果树学领域
的首篇全国百优论文。

2000年至 2006年，郝玉
金先后在北京大学、日本果树
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
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在北大许
智宏教授和白书农教授实验
室，郝玉金发现了黄瓜雌性花
雄蕊原基的DNA损伤现象是
黄瓜雌花分化的关键生化事
件。白书农的思维方式也带给
郝玉金很大的影响。

“白老师全部心思都花在思
考科学问题上。耳濡目染，自
己也变得喜欢逻辑分析，喜欢
在论文中讲出一个有意思的故
事。”在日本果树研究所期间，
他主要从事苹果多胺合成酶基
因的分子克隆与功能验证工
作。“那两年里，我真切地感受
到果树学研究远远落后于模式
植物，甚至落后于大田作物，
急需将植物学领域的先进研究
思路和试验手段引入。”于是，
郝玉金又来到了美国加州大学
河滨分校，在朱健康教授实验
室做博士后。“在那里，有机会
跟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博士后
一起切磋技术，交流经验，探
讨学术，能激发创新的火花。”

2004年，郝玉金回到母校
山东农大工作。在束怀瑞教授
的建议和帮助下，郝玉金确认
提高果实品质是生产实践中亟
须解决的问题，他把研究重点
定在了解析调控果实品质的信
号转导途径和分子机制上。

“表观现象里藏着很多有意
思的科学问题，比如果树怎么
感应温度和光照等环境信号？
怎么接收？怎么传导下去并最
终调控果实的色泽和风味品
质？我要努力寻找到它的根
源。”十几年里，郝玉金团队的
研究成果，揭示了苹果果实品
质分子调控的一个个密码，绘
成了一张越来越密实的“网络
图”。

光照和温度等环境因素影
响果实色泽和风味等品质性
状，然而其中的分子机制大家
是不清楚的。花青苷在果子着
色中作用最为重要。郝玉金团
队找到了调控花青苷合成的两
个最重要的基因，这两个基因

编码的蛋白还是MBW蛋白复
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MBW
蛋白复合体是苹果响应外界光
照和温度变化的核心，同时指
挥着苹果果实中花青苷、乙
烯、糖分、有机酸等物质的积
累，影响着果实成熟、色泽和
风味品质。

以这些成果为依托，郝玉
金在云南和四川等高原产区建
立苹果示范基地，利用当地适
宜的温度和光照条件，生产优
质苹果；同时，也针对平原果
园的光温问题，研发适合当地
的栽培技术，实现提质增效的
生产目标。

郝玉金研究还发现，适度
盐胁迫可以提高果实糖酸含
量，适度干旱胁迫能够促进果
实中的糖积累，提高果实的风
味品质。这为我国充分利用盐
碱地和旱地资源种植与生产优
质苹果提供了依据。

果树生产中，砧木对接穗
品种的果实产量和品质影响巨
大。抗逆、矮化和生长整齐是
苹果砧木遗传改良的重要目标
性状。郝玉金通过对我国特有
的苹果无融合生殖砧木资源湖
北海棠研究，阐明了苹果属无
融合生殖的发育特点和遗传规
律等，并据此研发了提高苗木
整齐度的技术和矮化无融合生
殖砧木的反向遗传学筛选策
略。他与青岛农科院合作，培
育了两种苹果无融合生殖矮化
砧木。两种砧木生长整齐、育
苗成本低、固地性好、抗性
强，与富士、红星、嘎拉等栽
培品种的嫁接亲和性良好，早
产丰产性好，2012年获山东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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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玉金

本报讯（王利辉 肖涛）近日，许昌
学院开展的一项纳米技术研究，为清洁能
源真正实现低成本及高效利用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能源利用是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原动力。其中，提高可再生能源特别
是太阳能使用的效益费用比是实现传统能
源向可再生能源转换的关键。”许昌学院
副院长、九三学社许昌支社主委郑直教授
表示，他们的“纳米表界面低温调控与光
电催化效率增强”项目，主要是通过低温
绿色化学技术，对半导体表界面进行纳米
化构筑与调控，低成本制备了高效光电转
化、光化学转化和催化等能量转化利用材
料及器件，揭示了其载流子分离与传输增
强作用机制，为清洁能源的低成本高效利
用与催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
撑。

“我们与驻马店一养殖企业开展合作，
利用研究成果制成网状物，放入沉淀池内，
在阳光和灯光等光源的照射下，使光能转
化为化学能，把养殖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
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等环境友好物。利用
我们的技术处理6个小时的废水，COD指
标和当前传统技术处理7天的指标相当。”
科研团队成员、许昌学院新材料与能源学

院副院长何伟伟介绍，这项研究成果在光
源的照射下还能迅速降解甲醛、抑制细菌
和霉菌生长，未来在装饰、运输、包装等行
业都大有可为。值得一提的是，一款纳米
粉体产品已经上市。它可以喷到家具表
面、墙体，形成涂层，在日光灯下起到净化
空气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在清洁能源
的开发利用等领域有着广阔市场。

据介绍，该项目从 2006 年立项以
来，历经10余年的研究与实验，许昌学
院新材料与能源学院的科研人员围绕载流
子分离与传输关键科学问题，创建了多种
半导体纳米表界面构筑与调控策略，获授
权发明专利21件，在国际期刊发表SCI
论文127篇。

在“纳米表界面低温调控与光电催化
效率增强”这一项目实施期间，参与项目的
本科生连续获得第十三届、十四届和十五
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国家级奖励，联合培养研究生获得第
十一届“挑战杯”河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一等奖。该团队所在的许昌学
院新材料与能源学院依托其创新实验课程
平台、专业导师团平台、大学生创新实验平
台和专业技能拓展平台，开设科学实验班
和技能提升班，实施人才的分类培养。

许昌学院：

纳米技术助推清洁能源高效利用

科苑新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