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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董瑞丰、彭韵佳

　　中国西南，川滇藏交汇处，重岩叠嶂，雄
岭巍峨，是研究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碰撞过
程的绝佳位置。
　　 30 年前，一名博士生用 7 年时间走遍
南迦巴瓦峰地区，用双脚丈量着鲜有外人涉
足的土地，用双手一寸一寸画出这片区域的
地质图，让喜马拉雅东部大峡谷的真容第一
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30 年间，翻越一座座雪山，经历一次次
科考，对高原地质的热爱，沉淀为更深挚的情
感。岁月化成山风，吹白少年头，今年 56 岁
的他已满鬓风霜，依然奔走在科研一线，勇攀
青藏高原构造地质学的“科学高峰”。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丁林。

  从云南走到西藏，用双脚丈量

地球巨型断裂

　　青藏高原，研究地球板块构造最理想的
“天然实验室”。1988 年，刚出北大校门的丁
林到中科院地质地球所读研究生，跟随他的
导师、构造地质学家钟大赉院士第一次到青
藏高原考察。23 岁的他独自被安排在中缅边
界地区的高黎贡山做硕士论文。
　　“当时很兴奋，年轻也不害怕。”丁林回
忆说，那个时候高黎贡山还没有像样的公
路，白天他骑自行车或者走路去寻找新的
勘探剖面，绘制地质图，晚上就住在当地人
翻山时借宿的山顶茶馆或猎人的窝棚，和
猎人“侃大山”，了解当地风俗。这样的日子
一过就是一个多月。
　　跋涉在山林荒野，风吹日晒是常事。“我
们都是铁人，手里拿着地质锤、罗盘到处跑。”
丁林笑着说。
　　即使在恶劣自然条件下，也要找到研究
的“铁证”。铁人、铁杆、铁证！这是青藏所名誉
所长姚檀栋院士对丁林的评价。
　　“工作做完了，就要打上一个‘金钉子’。”
丁林说，在他看来，获取“铁证”最可信的是双
手和双脚，无人机等现代科技只是辅助工具，

“必须把手指放在要研究的断层面上，获得最
踏实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群山浩荡，高原辽阔。研究完滇西高黎贡
山，丁林顺着大山一路向北，挺进藏东南迦巴

瓦峰——— 位于喜马拉雅山最东边的一座高
山。那时墨脱还没有通公路，丁林便在每年
5 月至 10 月的“窗口期”翻雪山进南迦巴
瓦做研究，一干便是 7 年。
　　丁林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他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外对于东喜马
拉雅构造结认识的空白，该区域至今仍是
青藏高原以及世界地学研究的热点。

  岩石背后是什么 ？“基础研

究总要有人做”

　　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青藏高原了。
起初，路还没修通，从北京到昆明再到大
理，从大理再到墨脱，仅路上就要花费 20
多天的时间。弯弯绕绕、磕磕绊绊的土路，
从来没有让丁林停下脚步。
　　完成东喜马拉雅构造结研究之后，
丁林顺着雅鲁藏布江继续向西，首次发
现了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碰撞前陆盆地系
统，随后来到了喜马拉雅山的西构造
结——— 巴基斯坦南迦帕尔巴特峰地区。
　　总结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的研究成
果，他提出了印度与欧亚大陆于 6500 万
年前首先在中部发生初始碰撞，随后两

大陆之间的新特提斯洋向东西两侧逐渐
封闭。两大陆于 5000 万年前全面碰撞
的新模式，引领了国际印度—欧亚大陆
碰撞研究，同时还开创了青藏高原大陆
岩石圈俯冲研究的新领域。
　　后来，丁林把自己在青藏高原的科考
路线导入地图，猛然发现自己已经走遍了
整个青藏高原，有的地方还被密密麻麻的
路线反复覆盖着。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些研究？
　　“当时没有想这么多。”丁林坦言，基
础研究总要有人做，如果不做，永远不知道
岩石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不了解我们生活
的星球。
　　近些年，丁林承担和参加了雅鲁藏
布江水电开发、川藏铁路建设等重大工
程的前期安全评估工作。“这时候再做基
础研究，就来不及了。”丁林有了新答案，

“基础研究能够为国家重大工程应用做
贡献。”

  “拎包”变“引领”，中国青藏

高原研究在快速“隆升”

　　曾经，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由国外主导。
　　丁林亲历了这一阶段。国内仪器设备
有限，往往借助国际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科
考，采集的样品也需送到国外开展少量分
析，再加上对地质学的认识和积累有限，
中国在国际青藏高原的原创研究很少，
话语权很微弱。
　　筚路蓝缕已成过去时。“现在，我们
的研究手段不弱，研究理念也先进。”在
丁林看来，中国在青藏高原研究领域从

“拎包的”变成了“引领者”，地位在不断
提升。
　　 2003 年，丁林加入刚成立的中国科
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领导成立了中国科
学院大陆碰撞与高原隆升重点实验室。实
验室挂牌之前，同行们帮着出主意，想出许
多“高大上”的名字。丁林却敲定了这个最
朴实的名字———“大陆碰撞与高原隆升”。
　　“这个名字最土，却很实。”丁林笑
言，碰撞和隆升正是青藏高原研究的两
个关键词。后来，这个“土名字”在国际上
也叫响了。
　　印度和欧亚大陆持续至今的碰撞导致
了青藏高原大规模隆升。近 20 年来，随着
定量古高度计的发展，高原隆升由定性描
述转向定量约束，科学家突然发现，对青藏
高原的隆升历史还很不清楚。
　　丁林发现，青藏高原并不是整体抬升，
不同山脉各有千秋。冈底斯山是青藏高原
最古老的山脉，在高原产生之前已是一座
影响全球气候的巨大山脉；喜马拉雅山却
非常年轻，6500 万年印度与欧亚大陆碰
撞之前它还处于海底，2400 万— 1500 万
年前才快速隆升到现今的高度。
　　随着喜马拉雅山的隆升，季风大规模
北上，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团受阻于喜马
拉雅山前，转而向东传输，给我国东部带去
大量降雨，使得原来被沙漠覆盖的江南变
成鱼米之乡。
　　“青藏高原 21 世纪还有地理大发
现！”丁林笑着说。他们提出的高原山脉差
异隆升模型得到了国内外广泛认可，产生
了很好的影响。
　　山涛风浪，岁月失语，唯石能言。正如
高原磐石无声地讲述着沧海桑田，丁林坚
守青藏高原研究 30 余年，用双手一点点
描摹地球的“脊梁”。

用双手描摹地球“脊梁”，丁林傲峰林

丁林在藏东南野外考察。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周琳、董雪

　　你见过“细胞工厂”吗？在这里，生产线上
忙碌工作的不是“打工人”，而是一颗颗通过
显微镜才能看清楚的细胞，它们不吃饭也不
睡觉，只要有阳光和空气，就能生产出一系列
人们需要的高价值天然产物。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
倪俊将这样神奇的“细胞工厂”变为现实，他
使用基因编辑等合成生物技术对蓝藻进行改
造，通过引入其他植物的天然产物“生产线”，
让繁殖速度快、光合效率高的蓝藻也能生产
出相应的高附加值物质。
　　以天然活性抗氧化成分白藜芦醇为
例，葡萄、花生等植物中的白藜芦醇含量通
常不足万分之一。使用“蓝藻工厂”后，每生
产一吨白藜芦醇，可以相应缩短生产周期
240 倍，节约土地 72750 亩，同时吸收二氧
化碳超过两千吨。

拓荒：改造“植物祖先”蓝藻

　　“你可以随心所欲改造蓝藻，引入不同植
物的代谢途径，就相当于把蓝藻变成‘人参’

‘葡萄’等植物。”倪俊说，“理论上来说，只要
是自然界植物能产生的物质，都能用‘蓝藻工
厂’来生产。”
　　凭借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取得的成果以及
对环境保护做出的贡献，倪俊成为 2019 年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 岁以下科技创新
35 人”中国区得主。
　　 2013 年前后，将大肠杆菌、酵母菌改
造为“细胞工厂”的生物合成技术正在蓬勃
发展。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下，“细胞工厂”可
以利用葡萄糖为原料，大量生产特定的有
机物。
　　但是，葡萄糖依旧是一笔不小的成本，称
不上真正的“绿色合成”，能不能直接利用植
物的光合作用，用二氧化碳做原料？当时正在
上海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倪俊有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有着“植物祖先”之称的单细胞
生物蓝藻能表达几乎所有植物源的基因，而
且内部结构非常简单便于改造，还可以直接
利用太阳能驱动二氧化碳来合成产物，非常
适合用作植物天然化合物的生产平台。
　　“我一开始简单地想把植物的代谢途径
放进蓝藻细胞内，但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之后又做了很多探索优化，用一年多时间
才完成对蓝藻的定向改造。”倪俊说。
　　 2015 年，倪俊首次将光合微生物直
接用于转化太阳能和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生产一系列高值天然产物，成为光驱动
合成生物学领域名副其实的拓荒者。他
通过完善光合微生物的改造方式，使得
光合效率提高近 70% ，还揭示出光合部
分关键机制，为植物光合效率进一步提
高 和 人 工 光 合 自 养 体 系 设 计 奠 定 了
基础。

革新：将科研搬进工厂造福于民

　　发论文更重要？还是应用更重要？在技
术不断突破的同时，倪俊对科研的意义也
有了新的认识。
　　“当学生的时候，希望通过发论文来得
到认可，但是我现在更希望自己的研究成
果能有用。有很多技术的价值不在于发篇
论文来体现学科上的创新性，而是应用效
果更好、产量更高，能通过大规模生产造福
于民。”倪俊说。
　　倪俊 1987 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学习
生物学是他从小的理想。当时，国内学界曾
掀起一场生物学浪潮，“21 世纪是生物学

的世纪”在许多年轻人心中埋下理想的种
子。倪俊也深受感染，读高中时就开始参加
生物竞赛，高考报志愿时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生物学，立志成为一名生物学领域的科
学家。
　　倪俊回忆，他本科期间的导师从事
环境生物修复研究，用微生物降解农药
残留，修复土壤环境。尽管年过花甲的
导师付出了很多心血，但由于市场动力
不足等原因，技术未能成功应用，这件
事一直鞭策着他。
　　倪俊在取得技术突破后，专注于将
蓝藻“细胞工厂”真正地搬进工厂，而不
是局限于实验室。目前，他开发出磷源替
代方法，使蓝藻养殖实现不灭菌的敞开
式培养，摆脱发酵罐的设备成本和灭菌
的能耗成本。而且让产物存在于细胞里，
避免了从蓝藻中提取纯化的成本，不用
把细胞弄破就可以直接使用。
　　“生产很多化合物不再需要大型的工
厂和农场，用罐子或池子就行，就像传统的
养藻一样简单方便。”倪俊说。
　　“香料之王”香兰素、天然活性抗氧
化成分白藜芦醇、生物基可降解塑料聚
乳 酸、具 有 保 湿 等 功 效 的 1 ，3 - 丙 二
醇……倪俊用技术手段直接颠覆了一些

领域化工生产或大规模种植作物后提取
特定产物的生产方式，受到市场欢迎，在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对缓解气
候变化也起到积极的作用，为我国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新解。

  挑战：加速中国合成生物学

产业的发展

　　倪俊有一个担忧：一个生物体中起
功能的基因有数千个，起到调控作用的
元件也有很多，整个代谢网络非常复
杂。怎么做到引入一个代谢途径，能够
与微生物自身的代谢网络完美合并？删
去哪些基因，又怎样添加新的基因，才
能让微生物最大化地产生想要的产物？
答案是：借助自动化设备大量做实验，
不需要科研人员自己动手，高通量的、
准确的数据会修正科研人员使用的代谢
模型。
　　“如果有一天自动化设备能用这样的
方式将代谢模型改进到非常准确的程度，
现在医药、化工领域的很多产业将不复存
在。现在还没有大规模取代，是因为在大多
数领域生物法的效率还没有超越化学法或
植物提取的效率。”倪俊说。
　　倪俊表示，合成生物学发轫于 2000
年左右，快速发展的时间还不到 10 年。从
科研端来看，国内外合成生物学的科研水
平相差不大，甚至中国在一些技术上领先
于国外。比如，第一个将酿酒酵母的 16 条
染色体重新设计并人工合成 1 条的技术
就是出自中国团队。但是，在自动化设备方
面，在人工智能与合成生物学交叉的领域，
我们还有一些欠缺。
　　“欧美的学科交叉发展得更好，有很
多合成生物学的平台型应用型企业，但
目前，中国还缺少这种平台企业将合成
生物学的各个环节整合起来，提高可实
际应用合成生物技术的开发速度。”倪俊
说，这是中国在合成生物学产业上跟国
外差距很大的原因。
　　“将科研与企业相融合，促进人工智
能、自动化技术与合成生物学交叉发展，
着力发展新型的合成生物平台公司，才
能加速中国合成生物学产业的落地与发
展。”倪俊说。

用蓝藻建设“细胞工厂”，倪俊真才俊

上海交大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倪俊在实验室。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齐琪、张肇祺

　　“救人时要游到对方
身后，不然他挣扎起来，两
个人都很危险的。游到身
边要跟他讲‘我是来救你
的’，安抚他的情绪。”
　　眼前如数家珍地说起
救援心得的不是救生专家，
而是一位身着醒目橘色工
作服的环卫工人。
  他叫钟耿平，在浙江
省舟山市定海区滨海公园
工作了 16 年。大部分时间，
他都低着头和落叶纸屑较
劲。但危急时刻，他冒着生
命危险，从无情的浪涛里
救起一个个生命。

  十年救八人，劝

回十余人

　　钟耿平总记不清自
己 的 生 日 。但 却 清 楚 记
得，2011 年 6 月 25 日，
是 他 救 回 第 一 个 人 的
日子。
　　当时正逢“米雷”台
风过境，下午 4 点左右，
下了一天的大雨终于停
歇 。老 钟 正 准 备 清 扫 落
叶，一个游客突然跑过来
求救，“有人落水了！”
　　护栏外起起伏伏的
海面上，一个人正在不停
地挣扎。钟耿平马上脱下
工作服跳入海中，游到落水者身边，将她拉了回来。
　　“后来这个姑娘专门来感谢我。”钟耿平回忆，“‘叔叔
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她这样哭着讲，我当时也流泪
了。”
　　姑娘的父亲因病住院，高昂的医药费几乎掏空了这
个家，她一时想不开才会轻生。
　　“很多人都是一时冲动，跳入水中的瞬间可能他就后
悔了，对于生命，绝对不能‘一跳了之’。”老钟说。后来经过
当地电视台报道和社会好心人的帮助，姑娘也渡过了
难关。
　　救过人以后，老钟在日常工作时就留了个心眼。“下
雨天，要关注没穿雨衣没打伞的人。遇见在海边哭的人，
我肯定要过去跟他聊两句。”
　　观察到游客的异样，老钟又遇到了新难题。“我连普
通话都不会说，想劝也劝不了，真是着急。”自此以后，收
看新闻联播学习普通话，成了他雷打不动的习惯。
　　此外，他还从电视上学会了心肺复苏。2019 年，他用
心肺复苏挽救了一个珍贵的生命。

亲人意外离世，是他一辈子的遗憾

　　在海中救人，各种擦伤划伤不计其数，这些都是他光
荣的印记。但 2016 年的一次救人经历，却给他的身体留
下了不可逆的损伤。
　　那是大年三十一早，正在清扫的老钟见到有人落水，
立马跳入冰冷刺骨的海水中，救上来一个中年男子。将人
送上救护车时，冬日凛冽的海风将浑身湿透的他吹了个
透底。等他骑车到家时，早已冻得说不出话。妻子见状也
只是默默流着泪帮他梳洗整理，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救人会后怕吗？有犹豫过吗？
　　“没有时间多想的，如果有顾虑，我就不会跳下去
了。”老钟又陷入回忆，“能救上来就好，就好……”
　　钟耿平 18 岁时，年长自己 4 岁的二哥正是谈婚的年
纪，家中清贫拿不出钱。父亲便带着两个儿子挖地基，准
备盖个新房。
　　意外来得猝不及防。
　　下过雨的土地松软，山体上大量的砂石泥流滚落下
来，瞬间将二哥吞没。自己和父亲毫无办法，那种绝望令
他刻骨铭心。
　　“他还那么年轻，还没有成过家，也没有过过好日
子……”钟耿平红了眼眶，声音哽咽。近 40 年过去，他每
每想起二哥，还是辗转难眠，“从此以后我就想，只要我能
救，我就一定要救！”
　　从此，帮人、救人便成了他的本能。2011 年至今，钟
耿平在滨海公园陆陆续续救了 8 人（其中 2 人因抢救无
效不幸离世），劝回轻生者 10 余人。
　　钟耿平水性一般，救人都是用“巧劲”。每次救人后，
他都要在当晚临睡前“复盘”救人过程，“查缺补漏”。久而
久之，他总结出一套救人经验。
　　“人救上来就好了，不要再去打扰人家。”说起自己救
过的人，钟耿平憨厚的脸上笑出了深深的皱纹。很多时
候，老钟是通过旁人或者电视，才知道被救者的年龄、籍
贯，然后在日记里简单记下一笔。

我不伟大，生命才伟大

　　浙江省道德模范、见义勇为一等功……这些年，老钟
拿过不少奖，奖金他都会捐出去，但获得的证书、奖牌、奖
章都被他珍重地收纳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卧室最醒目
的位置。
　　见义勇为、爱岗敬业、慷慨捐助、平凡伟大……钟耿
平的名字常和这些词一起出现在新闻报道里，但是他自
己却总要摇摇头说，“我不伟大，生命才是最伟大的。”
　　他说：“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就要好好走自己的
人生。冲动地结束生命虽然只需一跳了事，但是要想一
想，即使再苦再难，人生也没有过不去的坎。”
　　谈到退休后的计划，老钟挠了挠头说，“还是希望能
帮助更多人吧！”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后事’安
排好了。”2019 年，一则器官捐赠的新闻报道引起了他的
注意。虽然对医学一窍不通，“挽救”二字足以让他下定
决心。
　　“生命真的能够延续，多好。”带着这种想法，他签下
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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