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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玉米，你会将它与“高蛋白”联系起来

吗？尽管现在玉米作物的蛋白质含量仅为

8%-10%，可玉米的祖先大刍草的蛋白质含量

却高达30%。经过十年努力，上海一对科学家

夫妇联手将玉米在人工种植中“丢掉”的高蛋

白基因找了回来，成功让整株玉米的蛋白质含

量接近翻倍，玉米籽实中的蛋白质含量平均提

升至14%，未来有望提高到20%。国际顶尖学

术期刊《自然》今天零点在线发表了这一成果。

“饲料之王”蛋白提升1%，可
节省800万吨大豆

作为世界最高产的农作物之一，玉米的全

球年产量高达12亿吨，我国年产玉米2.7亿

吨。其中，70%的玉米都用作饲料，有“饲料之

王”之称。不过，由于不少杂交玉米籽实的蛋

白质含量不足8%，饲料中还需补充大豆蛋白。

如果让玉米的蛋白质含量提升一个百分

点，就相当于节省了800万吨大豆。这对于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以及我国畜禽养殖业和饲料

加工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南美洲墨西哥南部的巴尔萨斯河流

域，玉米的祖先——大刍草有着高达30%的

蛋白质含量。然而，经过9000年的种植驯

化，现在的玉米作物慢慢丢失掉了高蛋白的

控制基因，变得更注重积累淀粉。

能否将玉米的高蛋白基因找回来？十年

前，怀着寻觅玉米高蛋白控制基因的梦想，巫

永睿从美国带回大刍草的种子，来到中国科

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建立起自己

的研究团队。

破解野生玉米基因组，找到
高蛋白控制基因

其实，早在几十年前，植物学家就想从玉

米祖先那里找回高蛋白控制基因。可惜的

是，9000年的漫漫野生岁月，让现代大刍草

的基因组变得驳杂难辨，同时也让现代玉米

与大刍草的基因组差别变得巨大，甚至超过

了人与黑猩猩基因组之间的差距。这成为定

位蛋白控制基因的“拦路虎”。

提取超过4万个样本的DNA进行基因

型鉴定、测定超过2万个样本的蛋白含量并

进行表型分析、三次大规模高蛋白遗传群体

测序……巫永睿与妻子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

文琴一起，破解了高度复杂的野生玉米基因

组，又连续创制了超过10代的遗传材料，构

建起了野生玉米和普通玉米的高世代近等基

因系群体。

经过反复实验，研究团队终于从野生玉

米中成功克隆了首个控制玉米高蛋白含量的

主效基因THP9。“THP9负责合成的酶，负责

合成天冬酰胺，而天冬酰胺是植物合成蛋白

质的重要基础原料。”巫永睿介绍，现代玉米

中THP9的突变形式THP9-B导致合成天冬

酰胺的功能变弱，“我们将野生玉米中的

THP9-T引入现代玉米后，种子中的蛋白质

含量增加了约35%，根、茎、叶中的氮含量分

别增加了54%、94%、18%左右”。

三地轮种加紧育种，有望生
产更优质的奶蛋肉

看到整株玉米的蛋白质含量大幅提升，

巫永睿无比兴奋。“玉米生长到灌浆中期，整

株都可以加工青贮饲料。”饲料蛋白质含量的提

升，可让人们吃上更优质的牛奶、鸡蛋和肉类。

在获得了玉米高蛋白主效基因THP9-T

后，巫永睿带领团队立即开展大规模田间试验，

将其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生产栽培品

种郑单958中。为了争取时间，他们采取了上

海-三亚-哈尔滨三地穿梭的轮种形式，尽可能

不间断种植。

今年，他们种植了10亩试验田，共2万株玉

米，每一株都需要人工授粉，而且不能出错，只

能由研究组的学生和老师亲自完成。“大太阳下

走进玉米田，花粉哗哗洒到皮肤上奇痒无比，有

时不得不穿‘大白服’工作。玉米叶子也像刀子

一样，一不小心就割一道口子。”论文第一作者、

博士后黄永财说，尽管非常辛苦，但当他们发现

THP9-T还能减少玉米种植的氮肥施用，仍十

分惊喜，“这对于在低氮条件下促进玉米高产、

稳产具有重要意义”。

巫永睿表示，团队已在为新发现的基因申

请专利，并与安徽一家农业企业合作育种。此

外，他们还发现了另外三个控制玉米蛋白含量

的基因，未来将继续将其克隆并引入现代玉米

中，争取让玉米作物的蛋白质含量提升至20%。

整株玉米蛋白质含量接近翻倍，未来籽实中蛋白质含量有望达到20%

科学家夫妇十年追踪找回玉米高蛋白基因

■本报记者 许琦敏

本报讯 （记者吴金娇）2023届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
计将达到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日前，教育部印发

《关于做好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部署各地各高校实施“2023届全国

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

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通知》提出稳妥有序推进取消就业

报到证，按照国务院要求，从2023年起不再将就业报到证

作为高校毕业生招聘录用、落户、档案接收转递等手续的必

需材料。

《通知》指出，更大力度开拓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

深入开展全国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组

织开展“校园招聘月”“就业促进周”等岗位开拓和供需对接

系列活动，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高校要创造条件主动邀

请用人单位进校招聘。全面推广使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

平台，鼓励地方和高校依托平台联合举办区域性、行业性专

场招聘活动。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吸纳就业作用，举办“民企

高校携手促就业”等活动，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

就业，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

充分发挥政策性岗位吸纳作用方面，《通知》提出尽早

安排高校升学考试、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国企等政策性岗位

招考及各类职业资格考试，办好第四季“国聘行动”，积极拓

宽基层就业空间，深入挖掘基层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社会

工作、司法辅助、科研助理等就业机会，组织实施好“特岗计

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基层项目，鼓励扩大地方基层

项目规模。同时，积极配合做好大学生征兵工作。

《通知》要求深入推进就业育人，引导高校毕业生从实

际出发选择职业和工作岗位。切实维护高校毕业生就业权

益，对存在就业歧视、招聘欺诈、“培训贷”等问题的用人单

位，纳入招聘“黑名单”，并及时向高校毕业生发布警示提

醒。引导高校重点布局社会需求强、就业前景广、人才缺口

大的学科专业，及时淘汰或更新升级已经不适应社会需要

的学科专业。教育部将把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作为“双一

流”建设成效评价、学科专业设置和评估、招生计划安排等

工作的重要依据，实行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红黄牌

提示制度。

为简化优化求职就业手续，《通知》提出各地各高校建

立毕业去向登记制度，全面推广使用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

去向登记系统，指导高校毕业生按规定及时完成毕业去向

登记。同时，强化就业统计监测工作，严格执行毕业生就业

统计监测工作违规处理办法。

教育部要求千方百计促进
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

有序推进取消就业报到证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今天是世界早产儿日，记者从复
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获悉，该院新生儿科即将迁入医院新

大楼，届时，院方将在新大楼设立母婴同室病房——家庭病

房，人乳库也将进一步扩容。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党委书记徐虹介绍，儿科医院通

过打造家庭病房，旨在进一步转变并优化新生儿科家庭参与

式照护模式，促进早产儿生长发育，减少家长对孩子住院分

离的焦虑。与此同时，人乳库也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

大规模及持续改进流程，包括设施、环境和管理模式等。

2017年，复旦儿科建立国内首家NICU（新生儿重症监

护病房）人乳库，采取“无偿捐献，免费使用”的模式，至今

捐赠母乳量达2440升，接受捐赠母乳使用的母乳量1740

升，获益患儿达2170人。目前，医院新生儿科早产儿母乳

喂养率达到70%，超低出生体重儿母乳喂养率达到100%。

通过开展母乳喂养，早产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发生率明显

降低，可见人乳库的建立在早产儿救治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未来，院方将进一步升级人乳库，将其打造成与国际接

轨、符合国内管理要求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人乳库标杆。

复旦儿科将打造家庭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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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仪、新冠疫苗、计温器……昨天下

午，虹口区嘉兴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

士王洁和家庭医生带着“百宝箱”走进临平居

委会办公室。接下去的两个小时内，她们在

这里“驻点”，等待有需要的居民前来接种新

冠疫苗。

“驻点”接种、送苗上门……社区是疫情

防控的最前沿，接种人员“多跑路”，老年人

“少跑腿”，沪上多个社区推出老年人便民接

种疫苗服务。这一过程中，通过建立老年人

身体状况“一人一档”、医生上门问诊时做好

预检、志愿者全程陪护接种等细心贴心暖心

举措，更好地服务老年人接种疫苗，也打消部

分老人的顾虑。

护士带着“百宝箱”进小区，
老年人“随到随打”

到社区“驻点”接种，王洁身挎的“百宝

箱”中，包括疫苗接种全过程所需用具：接种

者征询单、扫码仪、接种记录单，以及消毒液、

针筒、疫苗、棉签、免洗洗手液等。箱子里还

放了两大块冰和一枚带计温功能的电子钟。

王洁介绍，新冠病毒疫苗必须保存在2℃

至8℃的环境中，因此需要放置冰块来保持低

温。携带多功能电子钟，既可测量箱内温度，

又便于准确记录接种信息。通常，医护人员

会携带两个品牌的疫苗到场，方便居民选择。

嘉兴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院长张

斌介绍，今年5月起就选派医护人员进驻社

区，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接种服务。6

月后，通过医护排班，在全街道29个居委会

“驻点”提供疫苗接种服务，老年人“随到随

打”。为了提高便民接种工作的知晓率，医护

人员及居委会干部已与辖区内60岁以上老

人一一联系，及时了解其身体情况，建立“一

人一档”，将老人的基础疾病、暂时不能接种

的原因等记录在案，做好细致服务，也避免对

不适宜接种人群“二次打扰”。

医生上门听诊时预检，志愿
者全程陪护接种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预防疫情的有效

手段，尤其对老年人来说，多了一层保护屏

障。”徐汇区斜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医师朱兰为辖区老人上门听诊时，面对有需

要、符合接种条件的老人，总不忘关照一下。

对接种必要性进行科普后，她还为希望接种

的老人做好预检，确认他们的健康状况是否

符合条件。而这个过程，也能更好地消除老

人们的顾虑。

斜土街道日新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林燕说，

考虑到辖区内纯老家庭多，除了联动社区医

生，还发动块长、志愿者积极为老年人服务，包

括帮助预约疫苗接种、全程陪护接种等。居委

会干部还把一张张疫苗科普海报贴到小区门

岗、楼道、宣传栏乃至核酸采样亭旁，帮助居民

正确认识疫苗，让大家安心接种。

在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居委会干部主

动替已接种针剂的高龄老人记录下一针接种

时间。每周，他们都会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接种护士“对表”，根据老人上一针接种档案，

及时更新可接种第二针、第三针的名单。同

时，在接种前一晚致电老人，确认身体情况。

沪上多个社区推出暖心举措，接种人员“多跑路”老人“少跑腿”

疫苗进社区，医护“百宝箱”里放了啥
■本报记者 单颖文 王宛艺

实习生 刘佳媛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拆下自己的小部
分肋骨，修补大关节软骨缺损，这一创新技术

在上海正变为现实。近日，上海市第六人民

医院骨科张长青教授在骨科权威杂志《JBJS》

发文介绍“自体肋软骨移植治疗股骨头大面

积软骨病变”重要突破，这是人类首次将肋软

骨用于修复大关节软骨缺损，这一“移花接

木”式的创新技术突破了长久以来的大关节

软骨缺损修复难题。

当前，因自然衰退老化、遗传、运动损伤

等导致的关节损伤患者日益增多，且呈低龄

化态势。诸如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等关节

一旦出现大面积软骨缺损，即使通过各种方

式修复，也只能恢复为纤维软骨，临床效果欠

佳，至今鲜有重建透明软骨的技术。

张长青团队在前期研究中发现：用动物自

体肋软骨修复动物膝关节软骨缺损，肋软骨内

透明软骨细胞可转化为关节的透明软骨。在此

基础上，张长青带领团队在2018年尝试将人体

的自体肋软骨用于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

软骨的修复，皆取得显著临床效果。

根据三年的随访结果，入组的20例年轻患者

髋关节功能评分较治疗前上升了近30分，疼痛明

显缓解，显示了良好的早期临床效果；影像学研

究结果显示，肋软骨在移植后与关节软骨呈现相

似信号强度，并且在CT上观察到移植后的肋软骨

与软骨下骨形成了生物性结合，预示着良好的远

期效果。这项技术不仅可以提高患者的关节功

能、缓解疼痛症状，而且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为恢复原有的运动习惯带来希望。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取得重要突破

首次将肋软骨用于修复大关节软骨缺损

张长青

教授（右二）

团队的研究

成果首次将

肋软骨用于

修复大关节

软骨缺损。

（六院供图）

（上接第一版）在肿瘤领域，艾博生物已

布局癌症疫苗，目前正与国内的临床专

家紧密合作，针对高发肿瘤进行疫苗

开发。

觅到“新搭档”，持续锤炼
研发“硬实力”

回顾创业之路，艾博生物始终坚持

打造基于自主研发的“硬实力”。

以生物制药产业为例，近年来，随着

国内产业蓬勃发展，许多中国企业从“跟

跑者”变为“并跑者”，逐步掌握了原创核

心技术，由此牢牢把握着发展主动权。

为持续锤炼研发“硬实力”，今年，艾博生

物又寻觅到一个“新搭档”——位于宝山

区的上海创新型疫苗科技园。

近年来，宝山区生物医药创新浓度

持续提升，依托长三角区位优势形成的

高集聚度产业链，正是艾博生物相中这

里的重要理由之一。

今年1至9月，宝山区生物医药产业

产值同比增长18.7%，增速位列全市前

列，两年来产值年均增速71%。“在创新

领域，光靠一个人、一家公司的力量是远

远不够的，只有当更多人投身其中，更多

的技术挑战和限制才会更好地得以解

决。”英博说。

此外，优质的产业扶持政策和更精

准匹配的公共平台，也为企业解决了不

少后顾之忧。政策方面，宝山区近期出

台的“生物医药2.0版”政策，覆盖研发、

临床、制造、应用等全产业链、各环节。

一批公共平台也加紧布局，将提供药物

筛选、药学研究、制剂研究、中试放大等

专业服务。

宝山区经委负责人介绍，为进一步

缩短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

链路，该区还将建起创新药、医疗器械

“企业库”和“医院库”两大资源库，

将企业需求分门别类，精准对接，高效

匹配临床资源。

（上接第一版）未来上图还将通过引入更

多优秀话剧、戏曲等演出剧目，让好的文

本通过更广泛、更多元的平台走近读者，

在上海最重要的文化公共空间被听见、

被欣赏、被“乐读”。

“得其意忘其形”，让隽永
的东方美学活在当下

生于江南富贵之家的沈复自小为家

族所厌弃，唯有青梅竹马的妻子芸娘与

其相知相惜。然而天不假年，芸娘仅40

岁便因病离世。其后数十年，沈复反反复

复陷入对芸娘的追忆中，在那些模糊美好

的长梦中，沈复一遍遍地回望自己和爱妻

缱绻厮守的时光，直至去世。随着晚年沈

复断断续续的回忆，两人少年时心动的葬

花初遇、被父母赶出家门的暖心相守、沈

复倾其所有为病中的芸娘买一味甘草的

执著……一点一滴，缓缓呈现。

为了还原属于沈复原作的情感与情

怀，田辰明对原著进行“得其意，忘其

形”的改编，通过沈复在芸娘去世后无

数次的长梦与追忆，再现两人相濡以沫

的一生。“我们将舞台表达集中在人物

感情上，通过情的变换，来带动整个故

事场景与空间感的变换。”他告诉记

者，与西方现代音乐剧喜欢大量使用景

片、车台、多媒体的热闹不同，“希望

通过音乐剧《浮生六记》，让隽永的东

方美学活在当下”。

故事和舞美“很中国”，音乐则希望

打破东西方的隔阂——音乐剧《浮生六

记》的创作动机以中国传统五声调式为

主，现场乐队以钢琴、竖琴、黑管、大提琴

与小提琴西方室内乐编制，呈现音乐文

化交融互鉴之美。“小时候，我跟着外

公一起听黄梅戏，儿时刻在基因里的戏

曲旋律，也被我写进了音乐剧《浮生六

记》 里。”余笛说，他还从 《玫瑰三

愿》《红豆词》等中国艺术歌曲汲取灵

感，希望整部音乐剧呈现出淡雅的风

格，宛如寥寥几笔勾勒出山水画中的潺

潺溪流，“就像故事里的沈复，用漫长

的一生去思念一个人”。

“万物万事，有其尽时，你我众生，亦

复如是。”田辰明为音乐剧《浮生六记》写

下序曲《万物有其时》歌词，定了整个故

事的基调。“这首序曲借鉴了中国戏曲开

场的部分‘标目’——即标立名目，作为

引子来介绍全剧梗概和突出主题。”而

《万物有其时》副歌的诗经体四字格形

式，也体现了主创对传统诗词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

“上海疫苗”靠什么快速“出海”

音乐剧走进图书馆，品味经典“可阅读可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