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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事关重大。为有效控制草地贪
夜蛾暴发危害，保障粮食及农业生产安全提供技术支撑与
保障，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面向全国发布了草地贪夜蛾最
新防控技术。

据悉，草地贪夜蛾自2018年12月侵入我国后，对于玉
米等粮食作物生产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明确指出，要抓好草地贪夜蛾等重大病虫害防控。农业
农村部一号文件部署的今年农业农村工作大事中，首要任
务就是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确保今年粮食产量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严防严控草地贪夜蛾等重大病虫害。

针对坚决打赢草地贪夜蛾防控攻坚战，全力保障国家
粮食和农业生产安全的迫切需求，中国农业科学院聚焦农
业生产需求，以产业问题为导向、以指导基层防治实践为目
标，研发形成一整套草地贪夜蛾防控技术。

该技术研发形成了生产实用的草地贪夜蛾测报技术体
系：一个是草地贪夜蛾自动识别系统，农民、基层植保员用
手机拍照或直接上传图像就能实时识别；另一个是可提供
网络快捷服务的草地贪夜蛾种群测报系统，通过提供田间
调查数据预测种群发生发展动态和防治适期等。

该技术还把草地贪夜蛾在我国发生区域分为周年繁殖
区、越冬区和迁入区，为“分区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提出
在3年至5年内，构建和实施以精准监测预警和迁飞高效
阻截等先进技术为核心的综合防治技术体系，实现低成本、
绿色可持续控制目标。目前，部分技术已在广西、四川、福
建、江苏等地区推广，并指导了一批大中型病虫害防治企业
的生产，有力增强了草地贪夜蛾防控的信心。

未来，中国农科院将推动新技术广泛应用于技术培训
与生产指导，为今年防控实践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能更好
地服务于基层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民。

据悉，2019年草地贪夜蛾在我国发生危害以后，中国
农科院第一时间组建协同攻关队伍，于2019年上半年紧急
启动中国农科院草地贪夜蛾联合攻关重大科技任务，开展
多方面科研攻关。他们已将草地贪夜蛾联合攻关任务作为
2020年全院科研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协调全院科研力量
开展联合攻关。

目前，草地贪夜蛾联合攻关任务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是明确了草地贪夜蛾生物学、生态学规律，确定害虫基因
组类型、取食范围、危害损失和越冬繁殖区域；二是明确了
成虫迁飞规律，确定境外进入中国的迁飞廊道，构建了草地
贪夜蛾监测预警技术体系；三是搜集天敌昆虫、生防微生物
资源，研发筛选生防产品并进行大规模扩繁；四是创新完善
草地贪夜蛾化学防治药剂的筛选方法，研发出防治草地贪
夜蛾的适宜制剂和施药机械；五是筛选出草地贪夜蛾微生
物农药高毒力新Bt菌株；六是评价明确了各类玉米对草地
贪夜蛾的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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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自然》在线发
表了一篇题为《两个保守的表观遗传调控因
子妨碍健康衰老》的论文。值得注意的是，其
中一个表观遗传调控因子，不仅可以加速衰
老过程中的认知行为退化，还与阿尔兹海默
病（老年痴呆症）进程成正相关。“这提示着，
这些可以作为抗衰老药物靶点的基因，很有
可能成为筛选治疗老年性疾病药物的靶点。”
研究团队表示。

据悉，该论文由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
术卓越创新中心、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
心、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蔡时青研究组
与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江陆斌研究组合
作完成。

关于衰老的历史研究

时光飞逝，岁月无情。悄然间，昔日如花
似玉的少女成了满脸皱纹的老妪，曾经玉树
临风的少年不再步履铿锵。我们是从什么时
候开始变老的？有没有办法延缓衰老？千百
年来，人们不断探寻答案。

20世纪30年代末期，科学家发现限制
饮食可以延长小鼠和大鼠的寿命，这说明衰
老是一个可塑的过程。随着新实验方法的出
现，人们对于衰老现象从个体到细胞和分子
层面都有了进一步认识，科学家相继提出了
很多理论试图解释衰老，然而通常只能解释
部分衰老现象。

20世纪90年代，伴随分子生物学发展，
衰老研究进入基因时代。一个里程碑式的工
作是：1983年，一位科学家在模式动物线虫
中鉴定出首个长寿突变体——一个叫age-
1的基因突变，它将线虫寿命延长了40%至
60%。这个发现令很多科学家十分震惊：单个
基因的突变竟然就能改变寿命的长短。

随后几十年，科学家们陆续发现了上百
个长寿基因，对长寿的生物学机理有了一定
的认识。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一些长寿
基因虽然能延长寿命，并不一定能延缓动物
行为和认知功能的退化。换句话说，与人类
寿命显著延长不相适应的是，伴随着年龄增
长，老年人与衰老相关的退行性疾病发病率
大大增加。而目前关于健康衰老机理的研究
还很少。

生物在衰老过程中行为退化的机制是什
么？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面前，如
何改善相关功能退化，最终减少老年性疾病
的发生？就这样，有了文章开头的这项研
究。“我们希望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实现老而不衰。”论文通讯作者、中科院脑科
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研究
所）研究组组长蔡时青研究员表示。

遗传学筛选“大海捞针”

基因成千上万，如何找到特定调控行为
退化的那一个？生物学中若要实现“大海捞
针”，遗传学筛选是非常重要且有效的方法。
在常用于遗传学筛选的模式生物中，研究人
员选用了线虫作为研究对象。

蔡时青解释，这样选择一是因为线虫体
型微小，身长仅1毫米，易于培养，遗传背景
清楚且便于遗传操作，且生命周期短；二是线
虫是研究衰老的重要模式生物，许多调控寿
命的重要信号通路均在线虫中首先发现。

即便如此，检测衰老过程中的行为变化

也并非那么简单。那么，有没有一种衰老的生
物学标记，它易于追踪，能反映行为功能退化
且适合大规模筛选呢？蔡时青想到了神经递
质系统。

什么是神经递质？论文第一作者、中科
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博士袁洁
介绍，这是介导大脑神经元之间信号传递的
化学物质，在衰老过程中，神经递质功能异常
将导致行为功能退化。既有研究表明，改善
神经递质功能可提高老年人的行为能力。

于是，以神经递质功能变化为指标，蔡时
青研究组筛选、寻找调控衰老的基因，最终获
得59个候选基因，其中49个是首次发现可
影响衰老过程。通过构建候选基因之间的相
互作用网络，研究人员发现其中两个表观遗
传调控因子BAZ-2和SET-6位于该调控网
络的关键节点。接下来的研究让大家很欣慰，
他们发现缺失BAZ-2和SET-6的突变线
虫，随衰老退化速度与野生型线虫相比慢得
多，还延长了寿命。

“这说明这两个基因是加速衰老的，降低
其功能可以延缓衰老。”袁洁表示。

不过，另一个疑问同时浮出水面：这两个
抗衰老靶标基因如何调节衰老呢？通过序列
分析，蔡时青研究组发现，这两个基因可能是
表观遗传调控因子。所谓表观遗传调控，是
指在不改变基因DNA序列的情况下，基因
表达发生了可遗传的变化，并最终导致了表
型的变化。

时光不负情深。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
德研究所江陆斌研究员实验室的协助下，研
究团队发现BAZ-2和SET-6可以通过调控
线粒体功能改变衰老进程。

线粒体是细胞代谢的主要场所，大量研
究表明，衰老过程中线粒体功能下降是组织
功能退化的重要原因。“通过检测线虫的线粒
体功能，我们发现敲除BAZ-2和SET-6基
因确实可以提高线粒体功能，延缓行为退化。
这些结果表明，要实现老年个体行为功能的
改善，需要激活线粒体的活力。”蔡时青说。

调控衰老有了新突破

研究到此仍未结束。毕竟线虫与人的亲
缘关系比较远，这两个抗衰老靶基因在哺乳

动物中作用是否相同呢？研究团队进一步研
究发现，BAZ-2和SET-6的人类同源基因
分别为BAZ2B和EHMT1，其在人类大脑中
的表达量随衰老逐渐增加。

为验证降低BAZ2B功能是否也能抗衰
老，研究人员构建了BAZ2B基因敲除的小
鼠。由于小鼠繁殖周期长，且生命周期长达3
年，一晃3年时间过去了——研究人员惊喜地
发现：降低小鼠BAZ2B功能可以减缓小鼠随
年龄体重增加的现象。让蔡时青更加兴奋的
是，行为检测结果表明，年老的BAZ2B敲除
小鼠比野生型小鼠保持了更好的认知能力。

这意味着什么？“BAZ2B和EHMT1是
重要的调控衰老进程因子，是新的抗衰老靶
标基因。”蔡时青解释。

朝着未知奋进，团队开始探索这两个抗
衰老靶基因在阿尔兹海默病中的变化。结果
发现，在阿尔兹海默病病人的大脑中，BAZ2B
和EHMT1的表达量与疾病进程呈正相关，
与关键线粒体蛋白的表达量则呈负相关。

“这表明，BAZ2B和EHMT1在衰老大
脑中表达增加，可能是导致阿尔兹海默病线
粒体功能缺陷的重要原因，并在其发生和发
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袁洁表示。

在蔡时青看来，老年性神经退行性疾病
发生在衰老的大脑环境下，因而，理解大脑衰
老的调控机制对于防治这些脑疾病至关重
要。该研究揭示了神经系统衰老的基因调控
网络；发现了BAZ2B这一全新的抗衰老靶
点，并阐明其在认知衰老中的作用，为延缓大
脑衰老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作用靶标。

不过他同时强调，这项研究仍具有一定
局限性。比如，没有在人体开展验证。考虑
到人类与小鼠等模式生物存在较大物种差
异，这些研究能否在人体上应用，仍存在很大
不确定性。再如，目前研究仅集中在两个对
行为退化有明显调控作用的表观遗传调控因
子，对于其他筛选出的可能基因，仍没有一一
验证，无法发现更多调控衰老过程中行为退
化的机制。

“下一步，我们决定在阿尔兹海默病模型
小鼠中，研究所发现的表观遗传调控因子是
否能够影响疾病中的智力衰退行为，并探寻
其机制；并尝试以发现的表观遗传调控因子
为靶点，去筛选能够调节衰老或者疾病过程
中行为退化的小分子药物。”蔡时青说。

我国科学家发现全新抗衰老靶标基因——

老而不衰？梦想或将照进现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最新研究显示——

1元补贴能带来3.5元以上新增消费

严防“幺蛾子”，
确保玉米产量稳定
本报记者 常 理

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揭示——

厄尔尼诺对全球渔业和

水产养殖业有重要影响
本报驻纽约记者 高伟东

近期，杭州、深圳、郑州等多地通过发放
消费券的方式激发消费潜力、带动消费回
补。为评估消费券对拉动消费的实际效果，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俏、沈俏蔚教授研
究团队联合蚂蚁金服研究院以杭州为样本开
展了研究。

该研究利用定量模型，对比了领券人群
与未领券人群的消费行为，剔除了年龄、性别
与消费习惯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充分评估了
各界所担心的“消费提前”情况。结果显示：
消费券刺激消费效果明显，1元钱的消费补
贴，能带来平均3.5元以上的新增消费，且并
不是“消费提前”所致，消费券过后消费恢复
常态无明显下滑。其中，新增消费主要流向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服务等小微
商户，拉动效应最大的是消费水平较低群体。

消费券在杭州产生积极作用，这也许与
杭州的经济基础与消费环境有关。而且，值

得注意的是，创造杭州消费券模式的机制值
得推广——数字消费券避免了现金发放转化
为储蓄的可能，并且可以充分根据当地产业
情况与民众消费习惯做针对性设计。

如果希望消费券能在全国范围产生良好
效果，各地政府应该积极探索符合当地实际
情况的模式，通过充分调研、论证，在消费券
设计上下功夫，因地制宜做到“一城一策”。

基于杭州数字消费券的实证研究，研究
团队建议，采取“双层”消费券实施方案，保障
民生与刺激消费并行——对低收入群体和受
疫情影响严重地区民众发放现金券，以纾困
与保障民生；同时全国范围实施大规模消费
券发放，以快速、显著、稳健拉动消费。

对于消费券具体设置，研究团队建议，面
额设计应充分考虑用户多元化需求，既满足
用户“必需型”消费场景，也能满足用户“享受
型”消费场景；通过数字化发放流程与风控机

制，确保消费券不被“套现”，有效进入实体经
济，尤其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餐饮、零售行
业；数字消费券的发放与消费应充分发挥互
联网平台的触达能力，尤其要注重对低消费
人群的“精准滴灌”；此外，建立“经济复苏重
建”特别预算制度和专门账户，加强事前监督
和事后审计。

发放消费券，这次有什么不一样？当前，
为何要支持把大规模消费券发放作为政策工
具？对此，研究团队认为原因如下：

第一，基于稳就业与保民生的需要。在
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和经济压力下，夯实民
生底线、稳住经济基本盘，是统筹推进其他工
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

第二，国外发放消费券消费刺激效果不
明显，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不可行。杭州消费券
发放的实践显示，政府1元钱的消费补贴能
够带来平均3.5元以上的新增消费，如此之

大的实施效果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消
费券的采纳以及消费券发放方式等有关。

第三，我国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为
发放消费券、提升消费券使用效果提供了便
利条件。数据显示，我国2019年第四季度移
动支付交易规模约为59.8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其中移动支付市场份额前三名依次
为支付宝、财付通、壹钱包。国内移动支付用
户已超过10亿，政府平台的消费补贴措施可
以精确到个人以及行业，并瞬时完成，操作成
本低，也解决了传统消费券发放渠道的资金、
人力成本高或不透明等问题。

第四，发行数字消费券能更好实现刺激
消费的作用。通过数字化消费券的发放，避
免了现金发放转化为储蓄的可能；通过灵活
设计支持的具体行业与周期，消费券可以定
向、多周期地发挥更大作用，并可间接起到为
中小微企业减免税收的作用。

日前，联合国粮农组织与法国国家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合作发表报告——《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现象对渔业和水
产养殖业的影响》，揭示了五类气候模式产生的主要区域影
响，并集合了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现象对粮食安全、海上安
全、渔业生物学、捕捞作业等部门影响的最新资讯。

负责协调报告编写工作的法国国家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海洋生态学家伯特兰表示，“了解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现象
多样性，是提高预测和准备能力的关键。每个厄尔尼诺与
南方涛动现象事件的信号、强度和持续时间，以及产生的影
响均有所不同”。

该报告确定了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现象的五大类型：
极端厄尔尼诺、中度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中度中太平洋厄尔
尼诺、沿海厄尔尼诺和强拉尼娜。值得注意的是，这五大类
型并非恒定不变。伴随气候变化影响，厄尔尼诺与南方涛
动现象对鱼类和渔业造成的影响总体在恶化，但现有证据
尚不足以支撑此结论。

对于海洋渔业来说，渔获量会因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
现象类型的不同发生大幅改变。对鱼类种群和大小开展进
一步分析，可能会揭示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现象事件的长
期影响。

报告同时指出，掌握灵活的捕捞技术有利于提高渔业
抵御能力。另有证据表明，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现象可对
水产养殖产量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海洋植物、软体动物和
甲壳类动物的产量。

目前，人们能提前6个月对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现象
作出合理预测，但预测其类型的能力十分有限。厄尔尼诺
与南方涛动现象对气旋活动、海洋条件或降水有重要影响。

近年来，福建宁德市开展大规模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推
进渔业产业和生态协调发展。图为宁德霞浦县溪南镇七星
海域转型升级的渔排养殖区。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蔡时青研究员在实验室工作。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 本报记者 姚 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