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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孙进昌 廖勇凤

金秋时节， 地处苏州的一家日本企业投
资的生物重金属吸附剂生产线正式投产，产
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支撑起该公司原料供
应的品种和基地，都来自湖南。

这个叫“中黄麻4号”的新品种，由中国农科
院麻类研究所选育而成。昔日主要制作麻袋、麻
布的黄麻，在拓展用途后大大抬高了身价。沅江
当地种植的农民， 亩纯收入稳定在3500元至
4500元之间，并自发成立了黄麻专业合作社。

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纤维作物。 一群来
自中国农科院麻类研究所的科学家们， 深度
挖掘麻的功能，苎麻、红麻等麻类家族成员也
像黄麻一样，呈现出一麻多用的新态势。

用苎麻喂牛养鹅，还帮着插秧机
干活

苎麻是中国的特色作物，又被称作“中国
草”。湖南曾是中国苎麻种植第一省。但传统
生产仅收获纤维，利用率不足20%。当前，以
纤维利用的苎麻产业严重萎缩， 亟须加强苎
麻多功能利用。

大量的研究数据表明， 苎麻茎叶中粗蛋
白质含量普遍高于20%， 粗纤维含量低于
18%，赖氨酸等限制性氨基酸、钙等矿质元素
含量显著高于禾本科饲草， 更富含绿原酸等
生物活性物质。“这使得苎麻在南方奶牛生产
中可替代苜蓿，作为优质牧草利用。”动物营
养学博士吴端钦告诉记者，正是“麻改饲”的
工作需要，他得以与苎麻结缘。

“中饲苎1号”是麻类研究所育成的世界
上首个高赖氨酸含量的饲料专用苎麻品种。
科学家们继而又研发了苎麻草粉、草块、青贮
饲料、 全价颗粒饲料等系列产品， 应用于奶
牛、肉牛、肉羊及肉鹅等养殖，降低了饲养成
本。如把过去废弃不用的麻骨、麻叶及农作物
副产物（如稻草秸秆）耦合、打包制成青贮饲

料，可以为奶牛每吨粗饲料降低成本100元以
上， 存栏1000头的奶牛场每年饲料成本可以
节省约30万元。

随着苎麻由单一的纺织原料生产转变为
全株的综合利用，产业发展迎来新机遇。吴端
钦介绍，目前麻类研究所已在炎陵、耒阳、常
德西湖农场等地建立了6个饲用苎麻推广示
范基地，推广面积达到500亩。

困扰机插水稻多年的育秧难题， 由于使
用了麻育秧膜，一举被攻克。

“麻育秧膜对机插秧好处不少，而且可完
全生物降解。只要跟农民算算细账，比如节约
秧盘、增产、提高插秧效率等，加在一起每亩
节本增效100元以上，农民普遍认可。”王朝云
研究员说， 该技术已累计推广应用面积超过
6000多万亩，累计经济效益达到66.7亿元。深
入的研究仍在进行中，包括进一步降低成本、
开发肥药一体化等多功能的麻育秧膜。

黄麻新品充当“环保卫士”

黄麻在我国有上千年的种植历史， 上世
纪高峰期达到500万亩，由于化纤纺织袋及红
麻纤维的冲击，黄麻种植面积快速萎缩。

龚友才研究员团队另辟蹊径， 关注到了
一种特殊的黄麻———长果黄麻。

“其起源中心在非洲，我国南部地区是次
起源中心。 我们在与国外企业进行黄麻新产
品合作开发中， 捕捉到长果黄麻在重金属污
水处理方面具有十分独特的效果。”龚友才告
诉记者，为此团队对不同部位、不同成熟期、
不同品种的黄麻材料对各类重金属的吸附效
果进行了充分分析， 研究吸附机理与品种之
间的差异性，最终选育的“中黄麻4号”重金属
吸附专用品种在生物产量、 吸附效果等方面
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被合作的国外企业指
定为唯一原料生产专用品种。

与其他重金属吸附剂相比， 这种生物重
金属吸附剂具有吸附快、 去除率高、 污泥量
小、可回收、无二次污染、废水处理费用低等

优点，可广泛使用于电子、电镀、冶金、矿山废
水治理。龚友才告诉记者，麻类研究所由此在
沅江建立了吸附剂原料生产基地与初粉碎工
厂，累计种植1000亩以上，原料年供应量已在
200吨以上，且逐年增加。

“现在我们还掌握了比‘中黄麻4号’更好
的育种材料， 也正在和国内企业洽谈合作事
宜， 期待国内早日用上这种生物重金属吸附
剂。”龚友才说。

工业大麻药用开发正在加速

国际上将大麻按THC（四氢大麻酚，是大
麻中致幻物质的主要成分）含量分为三类，其
中THC含量小于0.3%的叫工业大麻， 也是无
毒大麻。 国内大规模种植的大麻都是工业大
麻。

一直以来， 工业大麻主要被用来生产纺
织类等产品。在赵立宁研究员团队的探索下，
工业大麻在药用方面的功能潜力被大大拓
展。

“工业大麻中含有CBD（大麻二酚），CBD
是非成瘾性成分， 能阻碍THC对人体神经系
统影响，并具有抗痉挛、抗风湿性关节炎、抗
焦虑等药理活性， 目前正在被研究用于临床
治疗。”赵立宁告诉记者，麻类研究所建有国
家种质资源中期库，保存来自全球的800余份
大麻种质资源， 已成功选育出花叶产量高、
CBD含量高的双高药用型大麻新品种， 正在
进行生产试验。

可喜的是，赵立宁团队申请的“基于重测
序进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挖掘大麻CBD含量
候选基因”项目，获得了2018年国家自科基金
资助， 这也是工业大麻CBD研究方面获得的
第一个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4年研究，发掘工业
大 麻 CBD 含 量 初 步 候 选 基 因 ， 并 通 过
QRT-PCR技术进行验证，最终获得CBD含量
候选基因。”赵立宁说，这将有助于选育出更高
CBD含量的工业大麻，推动其用于临床治疗。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陈薇）今
天，湖南省第十七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第
七期新疆作家班结业典礼在毛泽东文学院
举行。 来自三湘四水和天山南北的学员们
圆满完成为期20天的学习研修任务，顺利
结业。

据介绍，自2003年以来，湖南省中青年
作家研讨班已经举办17期， 湖南作家有970
余人次在中青年作家班学习深造； 同时，从
2011年开始不定期举办了新锐作家班、长篇
小说专题班、改稿专题班、儿童文学专题班、

诗歌专题班、报告文学专题班、高研班7期短
期专题作家班，培训人数达220余人次。

根据中国作协中西部作协“结对子”的
工作安排， 湖南省作协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协开展“结对子”活
动。从2012年开始，毛泽东文学院每年举办
新疆作家班，已举办7期，来自新疆的210余
名学员参加了培训。 新疆作家班的举办，对
于为中西部文学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两地作家取长补短、开阔眼界、提高创作水
平，进而促进两地文学事业的发展。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杨坚）10月28日，第四届叶圣陶教
师文学奖揭晓， 新宁县作家周晓波创作的
长篇小说《老夫子》获得提名奖。据悉，此次
叶圣陶教师文学奖，共有74位教师的优秀
作品获奖。

叶圣陶教师文学奖旨在弘扬叶圣陶文
学精神与语文教育思想，倡导教师文学创作，

促进教师文学修养的提高， 推举出富有文学
魅力和文化品位的作家型教师，倡导“像叶圣
陶一样当老师”，最终惠及广大学生。

周晓波从教38年,《老夫子》一书，是其
倾20年心血创作而成。作品描写了转型社
会乡村教育的图景， 对教育的现状和改革
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表现出非常强的忧患
意识，曾获评湖南省作协重点作品。

省作协开办专题作家班
培养文学新人

周晓波长篇小说《老夫子》获叶圣陶文学奖

科教前沿 � � � �世界上最古老的纤维作物麻，在一群湖南科学家的深度
挖掘下，还可以养牛喂鹅、保健治病、吸附重金属……

一麻多用方兴未艾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石荣） 今天是第13个世界卒中日，
由省疾控中心、省脑科医院主办的“共防脑
卒中，关爱下基层”大型主题宣传活动在长
沙举行。 湖南省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与长沙
市天心区先锋街道新宇社区签订“以科包
区”健康促进协议。这是省内三甲医院首次
探索省级重点专科与社区重点人群的精准
对接，共同防治脑卒中。

脑卒中，也就是中风，是一种急性脑血
管疾病，是我国居民死亡首位原因。长沙天
心区新宇社区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 患高
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多。为向居民
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省脑科医院神经内科

与新宇社区今天签订了“以科包区”健康促
进协议，在协助社区进行慢病管理，提供卒
中前期筛查服务，开通卒中救治绿色通道，
指导后期康复治疗， 开展卒中规范化预防
及急救知识的普及工作等方面达成合作意
向。

当天上午， 专家现场与200余名居民
面对面，解答疑惑，并提供免费血压、血糖
测量和颈动脉彩超检查。 省脑科医院副院
长蒋然子介绍， 此次医院推出的“以科包
区”模式旨在加强科室与社区的精准对接，
为脑卒中的高危人群、 重点人群提供更有
力的全病程服务， 切实提高居民卒中防治
意识，降低卒中发病率、死亡率、致残率。

精准防治脑卒中
我省三甲医院首次探索“以科包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