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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塑料污染，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废弃

的农用地膜、随意丢弃的塑料袋，但其实工业或

生活污水、大海和大气中，都含有大量的塑料成

分，塑料污染正在成为整个地球表层生态系统最

严重的威胁之一。

废弃塑料经过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造成

分裂和体积减小，形成塑料颗粒。研究者把直

径 小 于 5 毫 米 的 塑 料 碎 片 和 颗 粒 称 为“ 微 塑

料”，实际上，微塑料的粒径范围可以从几微米

到几毫米。

烟台海岸带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

壤研究所骆永明团队合作完成的一项最新研

究发现，微塑料可以被农作物吸收并进入其可

食用部位。在实验中，无土栽培的生菜、侧根

发达的小麦以及生长范围遍及全球的玉米都

已被证实，可以吸收微塑料颗粒。

相 关 论 文 近 日 在 线 发 表 在《自 然 — 可 持

续性》上。这项研究彻底打破了塑料不可能

被植物吸收的传统观点，引发了全球学界的

广泛关注。

那么，这些塑料颗粒是如何进入植物内部

的？进入植物内部的塑料又会引发哪些后果？

《科学》杂志曾发表一项研究成果，研究人员

根据模型预计，从 2019年起到 2040年期间，将有

约 7700万吨塑料被倾倒在陆地上。

“早在 2013 年，我们团队就开始研究土壤塑

料颗粒污染的问题。”骆永明研究员告诉记者。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土壤中的塑料颗粒来

自于很多方面，主要有农用地膜、废弃的塑料制

品、企业排放或运输过程中的泄露物质、工业或

生活污水、有机肥、轮胎摩擦、大气沉降和海洋潮

汐等。”骆永明说，这些塑料经过日晒雨淋等风化

作用后，裂解为大小不一的碎片，微塑料就此大

量藏身于土壤当中。

此外，土壤生物的存在也会扩大塑料在土壤

中的扩散范围，土壤动物能够影响塑料尤其是微

塑料的二次分解和迁移扩散，例如蚯蚓在将土壤

表面的微塑料颗粒运输到地下深处的过程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随着蚯蚓在土壤中的活动，其取

食的微塑料颗粒可以通过表面吸附、排泄和死亡

躯体等多种形式扩散到其他区域。蚯蚓活动形

成的土壤空隙也会有利于微塑料在土壤中的二

次扩散。微塑料的这种移动可能使其他土壤生

物也能接触到污染物。

土壤中的塑料颗粒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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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晔

被植物吸收的塑料颗粒会经由食物链传递，

这是毫无疑问的。

“生菜是人们广泛食用的蔬菜，从理论上

来 看 ，塑 料 颗 粒 可 以 跟 着 生 菜 直 接 进 入 人

体。”骆永明说，相比起海洋中被鱼类吞食的

塑料颗粒，实验所观察到的蔬菜中的塑料颗粒

更容易进入人体内部参与循环，因为鱼类体内

的塑料颗粒主要集中在内脏而非渗透到肌肉

组织中。

而对于小麦和玉米，塑料颗粒在它们体内的

运行轨迹还没有被清晰地描绘出来。“我们还不

能确认塑料颗粒能否进入植物籽实，比如小麦的

麦粒。但是玉米茎干是常见的家畜青贮饲料，可

以预见的是，塑料颗粒可以通过食物链间接进入

动物体内。”骆永明为此感到担忧。

目前，这项研究只是证明了塑料微颗粒可以

进入植物内部，但对于塑料进入植物体内后的物

理化学变化、循环过程等研究还在进行之中。

“塑料是高分子聚合物，常见的有聚乙烯、聚

丙烯等，这些聚合物的主要成分是碳和氢等。”虽

然通常情况下碳和氢并不直接危害人体，但骆永

明表示，塑料微颗粒成为有机污染物、致病微生

物、重金属载体，已是不争的事实。

2008 年 6 月 1 日起，我国规定在商品零售场

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

费提供塑料购物袋。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员

会等 9 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停止使用不可

降解塑料袋。

骆永明建议，要从源头减少、禁用一次性塑

料制品，加快研发替代技术和产品，“环保工作没

有公众参与是很难做的，所以治理塑料污染一靠

政策，二靠技术，三靠公众。”

植物“吃”下的塑料将通过食物链传递

夏天是大量新鲜水果上市的季节，很多人都

有过这种体验，吃完火龙果等水果第二天后，一些

水果种子会出现在我们的排泄物中，并且这些种

子颗粒饱满且毫无损伤。事实上，在吃火龙果等

水果的过程中，我们像自己的祖先一样，无形中充

当了果实种子散布者的角色。

有观点认为，史前人类发现排泄物中的水果

种子可以发芽，这给了他们驯化水果的灵感。同

时，植物也希望自己的种子能够通过动物的粪便

散播出去，也开始“绞尽脑汁”达到这个目的。

让动物成为种子播撒器

植物为什么偏爱走口粪传播种子的途径呢？

首先，种子潜伏在动物体内，可以随着动物活

动散布到更远的地方，从而远离它们的母株，避免

全部掉落在同一地点带来的竞争压力。

同时，粪便中的水分以及未被完全消化吸收

的营养成分，会给种子提供良好的萌发条件。还

有一个让人意外的原因是，躲在粪便中萌发，可以

帮助种子躲避鸟类等动物捕食，毕竟动物也不愿

意到粪便中去寻找食物。

我们吃水果时，当然也会把部分水果的籽吐

出来，这是因为驯化作用让果肉与种子一起膨大，

使隐藏其中的籽粒无所遁形。还有部分原因在

于，有些经过驯化的水果在没被驯化前所预设的

散布者不是灵长类动物，而是体型更大的一些动

物，对那些动物来说，普通个头儿的果实根本用不

着吐籽。比如苹果原本预设的种子散布者应该是

比人类体型更大的动物，这些动物不像我们吃苹

果要吐核，但随着这些大型动物数量减少甚至灭

绝，苹果种子已经很难通过潜伏在动物体内进行

远距离散布。

植物保护种子的进化策略

植物演化出包裹种子的果肉，就是为了让种

子能够经过动物体内而被完整地排出来。不管

果肉由植物哪个部位发育而成，基本上都是为了

吸引动物来取食。为了让种子散布这一过程能

顺利进行，果肉演化出了种种不易被察觉的适应

性特征。

第一步，先得让你不吐籽。

香甜可口的果肉是为了吸引动物来散布种

子的“诱饵”，但是如果动物吃了果肉却把种子

抛弃掉，无疑就与植物演化出果肉的初衷相违

背了。为此，植物想出了种种策略将果肉与种

子“打包出售”。

许多植物将种子多且细小地打包在果肉中，

火龙果、西红柿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动

物大快朵颐的时候，吃下去的每一口果肉都暗含

着它们的种子。

如果动物咀嚼过度的话，种子很可能与果肉

一起被消化掉，许多植物演化出了不同的策略来

提醒动物不要过分咀嚼种子。比如让种子生出带

有苦味的毒素，在种子被损坏时，动物就会感觉到

苦味，避免进一步咀嚼。

当然，包含在果肉中的种子不止这一招来防

止“丧命”于动物口中。在吃水果时，我们可能也

有过这种体验，有的水果种子十分滑腻，比如西红

柿、火龙果与百香果，哪怕我们刻意地去咬它们的

种子，种子也会在唇齿之间溜走。这是因为它们

的种子外包裹着一层黏液，让它们能够在牙齿开

合间轻松溜走。

第二步，要能顺利通过消化道。

顺利通过口腔后，这些种子只是完成了散布

过程的第一步。接下来，它们还要在动物体内的

消化道中走上一遭。为了避免在动物的胃肠中被

消化，这些种子大都有十分坚硬的外种皮，这些木

质化、角质化甚至蜡质化的外种皮，十分致密地全

方位包裹住种子，才能防止动物把种子在体内消

化掉。

当然种子的形状也很重要，人们在吃水果的

时候很少被种子卡住喉咙，这得益于许多种子都

有着扁平化的“设计”。这种扁平化外形的种子不

仅利于吞服，同时也能轻易地被动物排出。

至此，大部分果实的种子完成了散布的使命。

但是对于桑寄生来说，它们的种子必须要被

排泄到树上才能生长发芽，因此，它们在种子散布

的最后一环下了很大的功夫。

鸟类在吞食桑寄生的果实后，会发现这些果

实的种子在排出后，因为不会被消化的粘液而黏

在屁股上，因此鸟类不得不在树干上辗转，用屁股

将种子抹在树上，桑寄生的种子因此得以黏在树

干上，开始它们在树上的寄生生活。

（据科普中国）

为了让动物吃水果不吐籽，植物真的很努力
廖鑫凤

传统的学术观点认为，植物可以通过根系吸

收土壤中的水和养分，但是塑料这样的颗粒物是

无法进入植物体内的。

由于植物表面的孔隙很小，因此有学者认为

直径小于 50纳米的颗粒物才可以进入植物。那

么，土壤中尺度数量级更大的、但是更为常见的

亚微米级或微米级塑料颗粒能否进入植物呢？

经过分析，骆永明认为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塑料是一种可以变形的物质，而植物主根与

侧根分叉的地方是根系中的薄弱之处，这个部位

的表皮很薄、孔隙较大，较小的塑料颗粒可以从

这个部位跨过屏障，进入根部木质部导管并进一

步被传输到茎叶组织。

同时，植物根系吸收水分时，水的蒸腾作用

可以带动土壤中的微颗粒进入植物体内，这股来

自水的拉力对于亚微米级的塑料颗粒来说，其力

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如何观测并证实微塑料颗粒进入植物

体内是一个严谨的科学问题。课题组首先把塑

料颗粒的范围圈定在 0.2—10 微米，并选择了生

菜、小麦和玉米 3 种植物，分别种植在含有大量

微塑料颗粒的营养液、废水和沙性土壤中，观察

植物的变化。

骆永明告诉记者，生菜是西餐中最常见的蔬

菜，基本上多采用无土栽培的模式；而小麦和玉

米的侧根非常发达，并且是人类的主粮和家畜主

要的饲料。

“我们设计了 3 种观测方式，分别是荧光标

微米级塑料颗粒可被根部吸收

种在田里的作物可能也在种在田里的作物可能也在““吃吃””塑料塑料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悉，该校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陈艳霞教授课题组，与

合作者一同首次直接在电化学环境中观察到铂表面空穴及其动态

行为，为揭示其形成机制提供了直接证据。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

《化学—通讯》上。

铂是一种天然的贵金属，俗称白金。在很多电极反应过程中，

铂都可以成为活性高且稳定性较好的电催化剂。但是在电催化系

统（例如燃料电池）强酸、强碱、高氧化或强还原等腐蚀环境中，铂

也会发生腐蚀与溶出。此外，强吸附质如一氧化碳或氧的存在，也

会加速铂的腐蚀与溶出过程。

从原子、分子尺度上去了解这类电催化剂的腐蚀与溶出过程，

有望对设计合成高效、高稳定性的铂基催化剂提供具体指导。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科研人员发现铂被高动态表观吸附层覆

盖后，表面会出现明确的表层铂原子空穴，即部分铂表层原子从晶

格脱出。这些空穴通过与表层吸附的高迁移率的一氧化碳共同作

用，可以在移动和固定两种动力学状态之间以一定速率切换。在

移动状态下，铂也会出现少量的表面空穴。

这项研究表明铂能与吸附的一氧化碳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

对于合理地设计合成高效、高稳定性的实用型铂基催化剂提供了

重要的依据。

铂基电催化剂

“丢失”白金的原委找到了

乱丢烟头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然而很少有

人知道，烟头也会对陆地生态系统造成极大破坏。

许多吸烟者认为烟头会很快被生物降解。

但事实上，香烟的过滤嘴是由一种生物塑料制成

的，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分解。全球每年有

数以万亿计被扔掉的烟头，有实验表明，普通烟

头埋在土壤里 10 多年都不会腐烂，并且会对植

物生长造成很大阻碍。

一项研究发现，香烟末端的塑料过滤嘴可以

破坏黑麦草和三叶草的正常生长。三叶草不仅对

蜜蜂至关重要，同时也能吸收柴油废气的污染。

黑麦草则是一种牧草，非常适合一些牲畜食用。

研究人员在温室中进行了一项实验，以评估

普通香烟的过滤嘴对黑麦草（多年生黑麦草）和

三叶草（白三叶草）生长发育的影响。21 天后，

他们发现在装有香烟过滤嘴的花盆中生长的三

叶草种子减少了 27%、发芽的黑麦草籽减少了

10%。在含有一定量香烟过滤嘴的环境中，三叶

草嫩枝的长度会缩短 28%，而黑麦草叶的嫩枝则

会缩短 13%。

根据重量计算，作为实验样本的三叶草，其

根须数量大约只有正常数量的一半，研究人员认

为是香烟过滤嘴中的塑料垃圾让它们难以吸收

水分。另外，研究还发现，这些实验用的植物叶

绿素含量极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通常只在干旱

时期出现。

埋在土中的烟头可影响植物生长

记、电镜扫描和植物成像。”骆永明说，为了避免

植物体内自身的荧光干扰，他们采用 2种荧光标

记在塑料颗粒上，一旦塑料颗粒被吸收到植物内

的导管中，就能很直观地观测到。而电镜扫描和

植物成像的方式，就像是给植物做 CT 扫描，电

镜还可以通过能谱测定植物体内物质的成分。

为了验证以上 3 种观测方式，课题组将生

长后的植物茎干切断，再对植物体内涌出的

“伤流液”进行分析，最终确认其中已含有微

塑料颗粒。

一项研究发现，狗可能利用地球磁场辅助导航，以在陌生的环

境中找到回家的正确路线。

研究人员为 27条猎犬配备了 GPS项圈和动态摄影机，将它们

带入自然环境并释放。在 600 多次实验中，所有猎犬均正确返

回。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狗返回的路线发现，有时候狗会利用嗅

觉以完全相同的路线返回，但有时它们也会沿着完全陌生的路线

回家。采用后一条策略时，它们常常在出发前沿着 20米长的距离

南北向折返，从而事先确定方向，这种情况下它们回家的效率也会

更高。 （据《环球科学》）

狗狗也会利用地球磁场导航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延斌 通讯员刘观浦 季兴禄）想象一下，

一棵苹果树能活多少年？专家给出的答案是 50年左右；在日本知

名的苹果产区青森县，最古老的一棵苹果树树龄已达 108年了。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在山东省烟台市山地果园采访时，发现了

一棵比上述古树更高大、更古老、挂果量更多的果树——130岁的

“果树之王”。

这棵古树位于十余棵百年苹果古树中间，其主干胸围 2.3 米，

一个侧枝周围 1.3 米，另一侧枝 1.1 米，三大侧枝水平向外延伸，树

冠东西长 9.2米，南北长 11.7米，树高 6米。由于土壤肥沃，古树侧

枝向外扩张，内部光照充足，主干主枝表皮光滑，根深叶茂，连年硕

果累累。

果树的主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棵最大的古树，原为“小国

光”品种，30 年前在新枝上嫁接了“红富士”。前 3 年，这棵古树每

年套 3000 多个果袋，单株产量达到 1600 斤。为了减少树体负荷、

增大果个、培育礼品果，2020年套袋减少到 2600个。

专家表示，老果树成群出现，说明此处山凹土层深厚、当地降

雨丰沛、光照通风条件好、管理技术到位。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山

东省苹果良种工程首席专家陈学森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培养长寿

果树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要加强土肥水管理，防治树体病虫害。

130岁的长寿果树

是怎样长成的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塑料是一种可以变

形的物质，而植物主根

与侧根分叉的地方是根

系中的薄弱之处，较小

的塑料颗粒可以从这个

部位跨过屏障，进入根

部木质部导管并进一步

被传输到茎叶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