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到李莹时，她正拄着双拐。前段时间，她

打羽毛球伤了膝盖，刚做完手术。虽然行动不

便，但在工作日，她还像往常一样，驱车十几公

里，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科学园路的北京脑科学

与类脑研究中心上班，那里有她的实验室、博士

生，当然，还有很多等着她去挑战的难题。

在自然界，大多数哺乳动物都能处理各种

社会信息，产生交配、打斗、育儿、捕食以及逃跑

等社会行为。大脑是如何对各类社会信息进行

编码的？这是李莹在寻找的答案。

寻找之旅不平坦，会有困难，亦会有跌倒，

但李莹不畏惧。

“我讨厌‘困扰’这个词，因为‘扰’就好像

被什么东西缠住了，想要摆脱掉。我更喜欢

‘挑战’这个词，它很积极，困难都是可以克服

的。”采访当日，李莹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2003年9月，李莹成为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的一名本科生。当时，李莹的同学多数都选了植物

学、动物学等方向，她却选了相对小众的生理学。

在第一堂神经解剖课上，李莹头一次看到

大脑切片，并被它深深吸引。大脑分左、右两个

半球，它们表面有很多下凹的沟，沟之间有隆起

的回。看着眼前的大脑切片，李莹慨叹道：“漂

亮！像迷宫一样迷人。”

不仅是结构，大脑的颜色也让 18岁的李莹

着迷。“在没有染色的情况下，灰质真的是灰色

的，白质也是白色的，黑质是暗的……这些命名

真有意思。”她说。

最令李莹感到神奇的，是大脑的这些部分

与人类的意识、情感、行为的密切关系。“当时我

就在想，大脑为什么会思考？”她回忆道。

好奇心被点燃，李莹一头扎进了神经生物学

的海洋。大三暑假，她来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实习。“那里氛围很自

由，我第一次感受到做科研是什么。”李莹说。

为了完成本科毕业设计，2006 年李莹再次

来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

研究所，跟着该所研究员杜久林学习。

在杜久林的记忆里，李莹胆子很大。“多数

人偏向于做风险较小的研究，或者看别人做了

什么就跟着做，这样容易出成果，但缺少原创性

和开拓性。可李莹不是，她胆子很大，不害怕未

知。她本科到我实验室进行暑假实习时，我就

想把她留下。”杜久林说。

对大脑“一见钟情”

2007年，李莹成为杜久林的“入室弟子”。

当时，杜久林团队正在以斑马鱼为模式动

物，开展神经功能方面的研究。斑马鱼身长 3

厘米到 4厘米，全身布满多条深蓝色纵纹，成群

游动时如奔驰的斑马群。

在早期，斑马鱼主要被用于发育生物学研

究领域，鲜被用于脑功能研究领域。但在神经

学研究中，斑马鱼作为模式动物有两个突出的

优势：一是幼鱼透明，可以用注射荧光染料或转

基因的方法，通过成像实时观察其神经系统的

活动；二是可以在清醒的斑马鱼身上，利用电生

理技术，记录斑马鱼神经元的电活动。

小鼠的神经元细胞直径约为5微米，电极直径

约为1微米。在显微镜下，用电极尖端吸住细胞，

然后形成全细胞记录，这是电生理技术的基本功。

而斑马鱼神经元细胞体积大概是小鼠神经

元细胞体积的1/50，操作起来难度很大。能干净

利落地吸住细胞就很厉害了，还要长时间保持稳

轻松掌握高难技术

发表文章的喜悦，并未持续多久，因为李莹

的兴趣并不在此。“我还是对生物如何产生思

维、情感、行为更感兴趣。我想知道，在自由活

动的情况下，生物神经是如何活动的？”她说。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马克·施尼策分享了一项技术——把重约 2 克

的小显微镜戴在小鼠脑袋上，可以直接看见小

鼠在自由运动状态下的神经活动！

这引起了李莹极大的兴趣，报告结束后，她

问了马克·施尼策很多问题。

疑问在生长，机会悄然降临。在一次学术

会议上，李莹遇到了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

分子与生物系系主任卡特琳·迪拉克教授。

李莹毛遂自荐，想要进入卡特琳·迪拉克的

实验室团队，研究生物社交行为。在和卡特琳·
迪拉克面谈时，李莹提到了她与马克·施尼策的

面谈内容。没想到，卡特琳·迪拉克也认识马

克·施尼策，这交谈竟成了三人合作的开端。

2013年，李莹加入哈佛大学分子与生物学系

卡特琳·迪拉克团队。不过，在正式开展研究前，

她先去马克·施尼策的实验室学习了头戴式显微

镜成像技术，学习如何在小鼠深部脑区做手术。

大约 2 个月后，李莹回到哈佛大学。在位

于地下室的动物房，26岁的李莹用大约 15平方

米的空间，搭建起自己独立的实验平台。

小鼠自由运动时，它与社交相关的脑区是

怎么工作的？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李莹把直

径约为 0.85 毫米的圆柱形透镜，插进小鼠深约

5毫米的脑区里，再给小鼠戴上重约 2克的显微

镜，通过显微镜直接观察小鼠脑区的工作情况。

李莹性子急，几天没出新东西，就觉得效率

低。透镜插过头、插入位置不对、小鼠死掉……

手术失败了很多次。

那段时间，李莹是孤独的，陪伴她的是自我鼓

励和坚定的信念。“当时，世界上没人做成功过，我

们的成功率能达到10%，就已是飞跃。”她说。

耗时 2年多，在给上百只老鼠做手术后，李

莹首次利用头戴式微型显微镜成像技术，在自

由运动的小鼠中记录了影响动物本能社会行为

的重要脑区——内侧杏仁核的钙信号。此外，

她还发现神经肽——催产素在雄性小鼠区分雌

雄信息时起关键作用，而对雌性小鼠区分不同

社会信息没有显著影响。

就当旁人以为，李莹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时，她却选择更换赛道、重新开始。

2019 年，李莹回国，进入北京脑科学和类

脑研究中心，她再次调整了研究重心。“她无所

畏惧、喜欢挑战，只有在高难度课题中，才能找

到自我价值。”杜久林说。

10多年了，在杜久林的实验室里，还放着李莹

在羽毛球比赛中夺得的冠军奖杯。“她很厉害哦，打

羽毛球能把男生干倒那种。”杜久林对记者说。

调整研究重心再出发

实习记者 代小佩 定状态，更难。目前，在国际上也没有多少人能熟

练掌握这项技术，但当时李莹很快就学会了。

解决了这个难题，李莹又奔向了下一个。

小胶质细胞被誉为脑中“清道夫”，是中枢

神经系统中的免疫细胞。除了免疫功能，小胶

质细胞还具有生理功能吗？李莹一头扎进这个

无人问津的课题。

这个课题就像团迷雾，看不清去路，但胆大

的李莹勇敢上路。她要做没人做的事，她坚信

只要用正确的方法，一定能有突破。

无数次尝试后，李莹发现，小胶质细胞不仅

具有免疫功能，还有调节神经互动的生理功能。

然而，研究成果却迟迟未能发表。一次次

审稿被拒后，李莹想过放弃。她跟导师请假，一

个人旅游散心。

短暂休整后，李莹继续完善数据、反复修改

文章。2012 年 12 月，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发

育细胞》杂志上，如今有关内容被引超过 300

次。今年 9月，《自然》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正

是基于李莹 8年前的成果。

“这件事，让我懂得了什么叫解决问题、什

么叫坚持下去。”李莹回忆道。

“慢慢走的话，毛驴也能驮着东西到拉萨。”

这是 198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

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工作的龙勇诚，初到云南时学会说的第一句藏语。

冥冥之中，这成了他 30 余年致力于研究、保护野生濒危物种滇金

丝猴的真实写照。

历经万难终与滇金丝猴见面

滇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生活在冰川雪线附近的高山针叶

林带之中，即使是在冰天雪地的冬天，也无惧寒冷和食物短缺等恶劣的

自然条件，生态行为十分特殊，是除了人以外，分布海拔最高的灵长类

动物，也被称为“雪山精灵”。

1983 年，我国建立了第一个滇金丝猴保护区——云南白马雪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此正式拉开了对珍稀濒危动物保护行动的序幕，龙

勇诚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了“雪山精灵”的探寻之旅。

摸清滇金丝猴的地理分布，是龙勇诚等人要完成的首要任务，但以

往数拨研究人员都因异常艰苦的自然环境无功而返，工作人员甚至都

没见过滇金丝猴的模样。

“那我就要做些没人做过的事，这样才有成就感。”为了摸清滇金丝

猴的分布地点和种群数量，龙勇诚和助手背着大行李，行走在没有路的

悬崖峭壁上，还要从山下雇马帮，驮运寻找猴群所需的食物。

在寻找滇金丝猴的途中，和“死神”擦肩而过是稀松平常的事。

1989年 4月的一天清晨，龙勇诚和同伴前一晚从借宿的村庄出发，突然

大雪袭来，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行进速度。艰难前行中，疲惫不堪的龙

勇诚和同伴，不得不多次休息、略作调整，原本计划 7 小时便可返回营

地的路程，足足走了 15 个小时。“幸好当时没有停下来，不然可能会冻

死在半路上。”如今回想起来，龙勇诚还是一阵后怕。

数载辛勤付出，龙勇诚终于等来了“雪山精灵”的回应。

1989年的春天，漫天大雪，已在老君山守了 30天的龙勇诚，初次远

望到了日思夜想的滇金丝猴群；1990 年 11 月，他与助手在原始森林中

苦守 3 个多星期后，终于在粮草耗尽前，发现了一个近 300 只猴子的大

型滇金丝猴猴群；1992年 6月 4日，世界上第一张滇金丝猴的野生照片

被龙勇诚拍了下来……

像是在沙漠中看到绿洲，拍照的那一刻，龙勇诚眼含热泪，和同伴

们相拥。1994 年，在龙勇诚的坚持与努力下，分布在云南、西藏的约

1500 只滇金丝猴全部被找到，相关研究成果被整理成学术论文并发

表，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说服当地猎人“改邪归正”

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僳僳族自治县塔城镇响古箐这片世

外桃源里，生活着约 70只滇金丝猴，其中一部分内猴猴群，是龙勇诚特

意留在这里的，供科研人员研究与大众观赏，这样的安排和当地一位老

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滇西北地区曾有一些猎人，余建华便是其中一位。他是一等一的

狩猎好手，却是滇金丝猴的“天敌”，更是保护区人员重点“监管”的对

象。为了说服余建华“改邪归正”，保护野生动物，在大学期间有过当猎

人经验的龙勇诚，每天带着余建华去观看猴群，给他讲述猴子家族的悲

欢离合。

渐渐地，余建华与滇金丝猴之间的感情开始升温，也慢慢感受到了

“雪山精灵”的可爱。余建华甚至跟龙勇诚说，他成了滇金丝猴的守护

神，要与“雪山精灵”相守到 80岁。为了更好地观察、研究，龙勇诚和保

护区的工作人员共同将几个猴子家族留在响古箐，余建华和其他猎人

便当起了保护员。

1999年，维西僳僳族自治县滇金丝猴群所栖息的七百多平方公里

的原始森林，被纳入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范围。二十多

年来，护猴队员们在无比陡峭的雪山深林里，跋涉几十万千米，克服了

难以言说的艰辛，终于全面掌握了滇金丝猴群的基本活动规律，真正实

现了对这一濒危物种的保护和管理，在中国乃至世界大大提升了滇金

丝猴的知名度，激起了公众对其保护的热情。

“我喜欢听快门声，因为精美的滇金丝猴照片会以各种方式传向四

面八方。”龙勇诚说，“当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滇金丝猴，为它们捐资

捐物，我在梦中都会笑醒。”

截至 2019 年 5 月底，在维西僳僳族自治县与德钦县交界处生活的

大猴群猴子的数量超过了 1000只，它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滇金丝猴种

群。云南白马雪山保护区滇金丝猴的数量接近 2500只。2018年底，龙

勇诚团队结束了第 3 次滇金丝猴全境检测项目，滇金丝猴“户口普查”

结果显示，与 30年前相比，整个种群数量增长了一倍多。

龙勇诚用“所有的梦想都会开花”和“任重道远”来形容自己的护猴

事业，而“雪山精灵”也在用生生不息的繁衍，回报着龙勇诚和它生活的

这片净土。 （来源：央视网）

龙勇诚：

30年守护“雪山精灵”

王 璐

龙勇诚（左）与猎人余建华 中山大学供图

“有困难就找周小东。”提到周小东这个名

字，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港油田

分公司，可以说是无人不晓，他是厂里的“采油

大拿”。

周小东是一名采油作业工，今年 57 岁的他，

已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全国技术能手、中华技能大奖等 30 多项荣誉，但

他仍未停下前进的脚步。目前，周小东正带领团

队对抽油机设备进行优化改造，从根本上解决操

作难题，有效提高采油时率。

“我的一身本事都是从油田里‘炼’出来的，

我还要把它们‘倒’回油田里。”周小东说。

蜕变源于一次挫折

1982年，领导安排周小东任厂里采油一队 32

站站长。当时仅有 4 名员工的 32 站是厂里有名

的落后站，在基础管理工作评比中位列全厂倒数

第一，站里几个年轻人常聚在一起打牌、喝酒，虚

度光阴。

现状如此，周小东却野心勃勃：要以井站基

础管理为突破口，彻底改变 32 站和 32 站人在大

家心中的落后形象。

然而，由于专业技能不熟练，刚上任的周小

东就出了洋相。一次，他发现有两台抽油机的

运转声音不正常，经过核实是由于电机皮带松

所致，于是他将这两台抽油机的电机皮带紧了

又紧。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他紧过

皮带的电机，其内部的轴被折，不仅造成设备损

坏，还影响了相关油井一天近 20吨的产量。

“没掌握科学的调试方法，把皮带上得过紧，

好心办了坏事。”这件事给周小东带来了很大的

触动，也让他意识到，要想把油井管理好，光有热

情是不够的。

从那天起，周小东暗下决心，要抓住一切机

会，刻苦钻研技术，做技能型员工。

为了尽快了解井、站工艺流程，周小东几乎

拿出了全部的业余时间。为了能挤出更多时间

学习，周小东甚至吃饭时都捧着书。家里挂满了

油井生产曲线图、井身结构图、油层连通图。

为了熟练掌握注、采油工艺技术，他天天捧

着井站资料，不分昼夜地背，并请资深技师验证

自己对每口井的分析结论。

有时，为弄懂一个操作步骤，周小东在现场

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短短几年，他系统研读了 30

余本技术书籍，写下了近十万字的读书笔记。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有了理论基础，下一步周小东就用学来的知

识，去解决实际问题。

低能井是靠泵的抽吸作用和气体举升来产

油的，一旦停抽，液面就会迅速下降，至少 3 到 5

个小时没有产量。结合油井实际，周小东研究

出一套间开节电的新方法。采用该方法后，不

仅产量没有下降，而且大幅节约用电量，降低生

产成本。

针对因操作不当导致生产时率下降的难题，

周小东发明了 4 个不停抽的操作法：不停抽查嘴

掏蜡法、不停抽换盘根法、不停抽集油管网系统

维修法和不停抽设备维修保养法。

采用上述方法，采油二队 18站 5年间没出现

一次人为停井问题，创造了该厂油井连续生产的

最长纪录。

同时，周小东还提出采用耐磨性强的废旧

皮带代替“О”型盘根，来延长盘根更换周期，使

油井检泵周期由原来的 210 天延长到 350 天，盘

根更换周期由以前的平均不到 120 天延长到了

280 天。

很快，这些方法在全厂范围内得到推广，许

多外厂同行也前来观摩。

回顾过往，周小东感慨道：“学习最关键的，

就是要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用学到的办法去

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我所追求的。”

用科技手段培训青年员工

1997 年，厂里员工年龄普遍偏大，青年员工

技能水平较低，专业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日益

凸显。

此时，培训青年员工的艰巨任务，交给了周

小东。他深知，现代企业培训要结合科技手段，

“一块黑板一支笔，站在讲台说半天”的年代已一

去不复返了。他决定运用计算机、多媒体等现代

工具进行教学，给学员一种全新的学习体验。

为此，周小东拿出全部的业余时间，练打字、

学绘图、设计多媒体课件……最后，他终于完成

了全员培训教案，总计 20余万字。

如今，周小东带徒 57 人，培养出技能专家 2

人、首席技师 3人、高级技师 12人，其中不乏全国

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

“早期的采油工靠的是卖力气，如今随着先

进设备的引进，我们需要掌握先进的技术，做一

名技能型的知识员工。”周小东说，“我会坚持下

去，让厂里的青年人都成为高手。”

发明 4个不停抽操作法，显著提高采油时率

他创造了大港油田油井连续生产最长纪录
匠心追梦人

本报记者 陈 曦 通讯员 王 晨

周小东 王晨摄

李莹李莹：：揭开大脑揭开大脑““清道夫清道夫””的另一面的另一面

在自然界，大多数

哺乳动物都能处理各种

社会信息，产生交配、打

斗、育儿、捕食以及逃跑

等社会行为。大脑是如

何对各类社会信息进行

编码的？这是李莹在寻

找的答案。

李莹在实验室李莹在实验室 李莹供图李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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