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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关于反季节水果的谣言流传
已久，不少人对其食用安全性心存疑虑。
那么，反季节水果真如流传所说，营养差
甚至还有害健康吗？让我们先从反季节
水果到底是怎么来的说起。

“反季节水果”通常有3种形式。一
是长期保存。随着果蔬的长期保鲜、保存
技术迅速发展，把“应季”的果蔬保存到冬
季是非常容易实现的。比如在温暖的季
节，利用冷藏等保鲜技术，将一部分香蕉、
葡萄、苹果、柑橘、菠萝等常见水果保存到
冬季，几乎可以满足全年的供应。二是

“大棚种植”。在寒冷的冬天，大棚里依然
温暖如春，果蔬可以正常生长结果，满足
人们的需要。这也是目前非常普遍的一
种做法。三是异地种植。植物在某地是
反季节的，在另一个地方却正当时。比如

很多蔬菜在冬季的北京都过时了，而在广
东、海南等南方地区却生机盎然。这些地
方由于气候温暖，即使在冬天依然有很多
果蔬可以种植，都属于当地的应季果蔬。

还有些人会说，反季节水果培育中用
了很多农药，因此有害健康。其实，即使
是应季水果，在种植过程中也会使用农
药，这并不能说明反季节水果更有害。而
且，只要是规范种植的，正常食用不会对
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还有人认为，反季水节果需要用植物
激素，吃了会使人性早熟。其实，不论是
反季还是应季水果，现代种植过程中都会
用到一定量的植物生长调节剂，也就是大
家所说的植物激素。除此之外，所有水果
也都天然含有一定量的植物激素。

不过，植物激素的效力一般都很低，

且与人体激素的分子结构和作用机理都
不一样，并不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由
于植物激素具有很强的自限性，正常种植
的水果都不会过多加入。

而大众对于反季节水果的另外一个
疑虑是：担心反季节水果的营养差。

诚然，反季水果与应季水果的营养价
值的确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不过，这些差
异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营养，更不意味着
它们有害。并且，从营养供应角度来看，
人们在寒冷的冬季如果没有水果摄入，对
人体健康的影响更大。因此，冬天吃反季
的葡萄，也远比“没有葡萄吃”要有营养
得多。

还有不少人认为反季节水果口感不
好。由于反季水果和应季水果的某些营
养成分含量可能有差异，味道口感的差别

还是有的。此外，大棚种植的果蔬在日照
时长和强度上，均比不上自然条件下生长
的果蔬。而日照会影响果蔬中糖分和维
生素的合成，因此，反季节果蔬的糖分和
维生素含量会比同类的应季果蔬略低，这
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反季节果蔬吃起来口
感较淡的原因。不过，这种口味的差别其
实对整体的影响不大，也不会使水果有害
健康，还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其实，植物生长无非光温水肥4个条
件，只要条件适合，无论什么季节都一样
生长。反季节果蔬其实没有那么不好，相
比没有果蔬的冬天，反季节水果对人们营
养的获取和补充，尤其是维生素和矿物
质的获取，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作者系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
学技术部主任）

科 学 认 识 反 季 节 水 果
阮光锋

与人和动物类似，植物在成长的过程
中会不断受到来自病毒、细菌、真菌、昆虫
等的侵袭。它们虽然不能像人和动物那
样移动躲避，但也不是逆来顺受，任“菌”
宰割。看起来无计可施的植物，其实比我
们想象中“聪明”许多——在漫长的进化
过程中，它们修炼出了完备的防御系统，
能够对这些入侵奋起反抗。

这些植物究竟是如何动用防御系统
实现绝地反击的？前不久，清华大学教授
柴继杰团队、王宏伟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
遗传发育所研究员周俭民团队，在顶级学
术期刊《科学》发表相关成果，揭开了这一
困扰学界长达数十年之久的重要谜题。

举足轻重的抗病蛋白

农作物增产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
培育优良作物品种改善土地生产能力，
二是防治病虫害提高作物单产。双管齐
下，农作物产量可迅猛提升，但也会遭
遇“成长的烦恼”。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农业病
虫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周俭民
提供的数据，我国每年因病虫害损失的粮
食相当于 2 亿至 3 亿人一年的口粮。为
减少病害，部分地区长期、大量施用农药，
耕地面积仅占全球8%的中国，农药施用
量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

当化学农药污染形势日益严峻，越来
越多的科学家将研究目光对准生物育种，
但烦恼也相伴而至。南京农业大学植物
保护学院院长王源超坦言，中国的育种学
家“一直在拼命地育种，但新品种用个三
五年，抗性就消失了，似乎总也追不上病
原菌的变异速度”。

困境如何破解？周俭民认为，减少农
药使用，提高植物自身的免疫力可能才是
最关键的那把“钥匙”。而这一定程度上
又依赖于另一个“主角”——抗病蛋白。

与人类一样，植物也具有复杂、精细
调控的免疫系统，用于识别病原微生物、
激活防卫反应，从而保护自己免受侵害。
在它们启动免疫系统御敌的过程中，植物
细胞内数目众多的抗病蛋白，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它们既是监控病虫侵害的哨

兵，也是动员植物防卫系统的指挥官。
然而，这一掌握着植物生杀大权的抗

病蛋白到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多年来，
始终无人弄清其中的工作原理。“抗病蛋
白理论研究的一个巨大瓶颈在于——缺
乏蛋白质结构。”周俭民说，抗病蛋白的构
成复杂、分子量大且构象多变，对解析其
结构带来了极大困难。自从25年前国际
上首次鉴定到抗病蛋白以来，多个国际顶
尖实验室均未能破解完整的抗病蛋白
结构。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明知山有虎偏
向虎山行”？在周俭民看来，抗病蛋白的
活性该如何管控？抗病蛋白是不是能够
形成一个强大的防御机器？这个机器是
如何发挥功能的？这些答案都能从蛋白
质结构中找到线索。而抗病蛋白机理的
研究将为防控重大病虫害提供新思路。

令人惊叹的攻防策略

向着科学的高峰努力攀登，周俭民与
柴继杰团队合作，在2007年至2008年提
出了植物与病原细菌间攻防的“诱饵模
型”假设，并提供了初步证据。

原来，病原细菌可以通过植物叶片表
面的气孔进入叶片内部，在植物细胞间隙
中夺取营养并增殖。当然，植物并不会坐
以待毙。“植物细胞表面有许多被称为受
体的蛋白，它们是植物的第一道防线，能
识别病原菌的分子，从而调动细胞内的防
御系统来抵抗细菌。而狡猾的细菌会向
植物细胞内分泌毒性蛋白，利用特殊化学
反应精准破坏植物防御系统的关键蛋
白。”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发
现，植物在长期斗争中变得更加高明，进
化出由抗病蛋白和“诱饵”蛋白组成的第
二道防线，欺骗细菌的毒性蛋白，当毒性
蛋白破坏“诱饵”蛋白时，会迅速激活抗病
蛋白。

“我们认为，植物的抗病蛋白就像一
个老鼠夹子，‘诱饵’蛋白就像夹子上的奶
酪。当‘老鼠’闻着奶酪味过来时，夹子就
会一下子把它抓住。”周俭民说。不过，因
为这一假设与当时的主流看法相去甚远，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诱饵模型”迟迟没

有被认可。
咬定青山不放松，在中国科学院战略

性先导科技专项的支持下，周俭民团队发
现了多个支持“诱饵模型”的分子证据，进
一步明晰了病原细菌和植物之间令人惊
叹的攻防策略：病原细菌的一个致病蛋白
AvrAC精准破坏植物免疫系统中的关键
组分，帮助细菌侵染植物寄主；而植物则
利用特殊的“诱饵”蛋白，感知AvrAC的
活 动 并 将 信 息 传 递 给 植 物 抗 病 蛋 白
ZAR1，迅速激活免疫反应，清除细菌。

与此同时，柴继杰团队持续推进蛋白
质结构研究。不久，长期致力于冷冻电镜
方法学研究的王宏伟团队应邀加入，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多年协作攻关，我国科学家成功解析
了植物抗病蛋白的结构，发现了抗病小
体，并从分子层面上揭示了抗病蛋白御敌
杀敌的经过：受到毒性蛋白破坏的“诱饵”
蛋白会引起抗病蛋白发生一系列构象改
变，并聚合形成一个叫抗病小体的蛋白机
器，这一蛋白机器具备重新调动防御系统
的能力，并在植物细胞膜上发出自杀指
令，让受到感染的植物细胞与细菌同归于
尽，从而保护其他健康细胞。也就是说，
抗病小体很可能是植物细胞死亡和免疫
的执行者。

“该项工作填补了人们 25 年来对抗
病蛋白认知的巨大空白。研究还发现，植
物抗病小体的组装方式、结构与功能，与
动物免疫中的炎症小体惊人相似，这展现

了在不同生命形式中，进化对免疫形成的
力量。”周俭民说。

新的病虫害防控手段

“首个抗病小体的发现，为植物如何
控制细胞死亡和免疫提供了线索。”在《科
学》杂志同期专文评述中，国际植物抗病
研究权威科学家杰弗里·丹格和乔纳森·
琼斯对这一重大突破性成果给予高度
评价。

“大家一直认为抗病小体应该存在，
但没人发现过，更不知道它的庐山真面
目。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和漂亮的结
构。看到它，让我非常兴奋。”英国皇家学
会会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索菲安·卡蒙认
为，中国学者提出的“诱饵模型”非常新
颖，将为植物免疫领域带来很多启示。

科学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类。
如今，各种农作物病虫害严重威胁农业生
产。为减少损失，农业生产中不得不大量
施用化学农药，而这又对环境、人类健康
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如何
在保护作物的同时减少化学农药的施用，
成为摆在农业生产者和科学家面前的一
道难题。

“利用抗病蛋白，发展新的病虫害防
控手段，将大大减少化学农药的施用。抗
病蛋白高分辨度结构和作用机制的解析，
将为设计持久的新型抗病蛋白，发展绿色
农业奠定核心理论基础。”周俭民表示。

我国科学家揭示植物抗病蛋白结构——

植 物 大 战 病 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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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 慧摄

日前举行的上海国际进出口技术交易会上，一款可
编程控智能炒菜机器人“味霸”精彩亮相。观众仅需花
28元点一个套餐，再等上几分钟，就可以品尝到炒菜机
器人的“手艺”了。

在上海爱餐机器人（集团）有限公司的展位上，一个
4平方米全功能小面积样板厨房引人注目：没有传统的
灶台和脱排油烟机，仅有蒸烤一体箱、电饭煲、洗碗机以
及这款我国首台自主研发的白色智能炒菜机器人。观众
仅需将4格菜盒放入炒菜机器人，选择对应菜谱和口味，
点击开始炒菜，即可开启烹饪，做出堪比名厨的各式中餐
美味。

其实，很多企业都看重这个关乎千家万户的巨大市
场，简单的自动炒菜机近年也陆续上市。家庭餐烹制耗
时费力，还要有一定技术含量，对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提出
很高要求。越来越多人希望将智能家电应用于烹饪，从
根本上提升厨房环境体验。

上海爱餐机器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青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2009年，我就意识到炒菜人工智能化是个改
变生活方式的未来方向，也是一片广阔的商业蓝海。”随
后，他决定与昔日同窗联手完成这件大事。而中餐烹饪
属于个性化极强的食物加工领域，高手制作的中餐堪称

“艺术品”。要用人工智能创作出“艺术品”，十分困难
——用心坚持9年，投资数千万元后，2017年7月，他们
携“味霸”在浙江杭州一个科技展首次亮相便广受好评。

深入研究发现：中餐烹饪其实是对“时间、温度、加食
材的顺序和时间点、加调料的量和时间点”这四要素的控
制。为使炒菜机器人尽善尽美，研发团队将厨师的烹饪
过程解析为翻炒、放料等6个基本动作，再运用自动控制
技术将这些动作拆分，最终研发出革新中餐制备方式的
智能炒菜机器人“味霸”——其中储存的几百个菜品均由
星级厨师研发，并将持续更新更多美味菜谱。

“味霸”不仅做菜味美，还具有先进的油烟处理技术，
能对炒菜产生的油烟进行“油、水、气”分离集中处理，达
到高标准排放要求，对环境十分友好；并具有一键式操作
功能，仅需点击显示屏，即可根据喜好做出个性化选择，
调配不同口味。通常，炒一道青菜仅需3分钟，做一道半
荤或全荤的菜在4至6分钟之间。菜炒好后，会自动感
应出锅，厨师仅需打开“味霸”像冰箱一样的柜门，在锅下
方端盘接菜即可。随后，“味霸”会自动洗净炒菜锅，也可
对各模块进行单独或一键整机清洗。未来，“味霸”还将
实现在机器上点菜扫码支付，半成品送货到家直接放入
机器中即可炒制。

何青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改变中餐食材供应和烹饪
方式，将中国人从灶台上解放出来。目前，“味霸”得到了
国内外275项专利，已步入批量生产阶段，有望成为新的
家电消费热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家对“味霸”感觉新鲜而且
很喜欢，但是否将这款价格不菲的智能炒菜机器人带走，
还着实要费思量。毕竟，有些家庭希望点击一下美味就
来，而有些家庭更乐享烹饪乐趣……但厨房人工智能化
应是大势所趋。

智能炒菜机器人，你想带回家吗
本报记者 沈则谨

何青正在介绍智能炒菜机器人“味霸”。
本报记者 沈则谨摄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复星集团旗下星太极日
前在上海发布“‘太极抗帕’复星联合公益伙伴计划”，并
将携手银杏环球，共建“银杏环球太极抗帕公益点”，帮助
帕金森病患者免费接受太极拳辅助治疗。

据统计，我国有帕金森病患者300余万人，到2050
年将增长至800余万人，占全球该病患者数量一半以上。

自2015年起，上海瑞金医院教授陈生弟和中科院上
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徐进与星太极合作研究“太极拳辅
助治疗帕金森病”项目，用时4年开展临床验证。2018年9
月，该研究论文在自然出版社子刊《细胞死亡和疾病》上发
表，首次报道了太极拳可逆转帕金森病血液诊断标记物指
标。据统计，90%帕金森病患者因坚持练习太极拳明确改
善或缓解了症状。陈生弟表示，康复治疗对提高改善者的
生活质量和延缓病情进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太极拳为帕金森病患送福音

图为“‘太极抗帕’复星联合公益伙伴计划”启动仪式
上，太极拳老师带领帕金森病患者展示治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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