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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猪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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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猪医学模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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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种源
“卡脖子”问题

依托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
进中转基地，建设标准化模式
猪资源库

打开医学应用之门
多项生理指标与人类相似，五指山猪在生物医学领域有广泛应用前景

去年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三亚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广
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海南省农
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启动了“模
式猪的引进评价及保种繁育体系构
建”项目。

该项目课题负责人、海南省农业
科学院博士孙瑞萍说：“在本项目中将
建立模式动物疾病模型资源库，并建
立模式猪的引进评价及保种繁育体
系，形成模式猪的引进评价及保种繁
育行业标准。”

孙瑞萍表示，海南目前正在建设
自由贸易港，项目将依托正在建设的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形成标准化的模式猪资源库，提高我
国生命科学和医药学等领域的科学研
究水平。

周汉林表示，五指山猪是海南省
重要的自然资源，也是畜牧业生产和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资源。品种资源的
保护工作是一项耗资巨大、耗时漫长
的工程，他建议，需要加大资金的筹措
和投入力度，要加强宣传五指山猪资
源保护的重要性和意义，使保种工作
顺利开展。

“五指山猪医学模型一旦成功开
发，将大大延长五指山猪的产业链，
进一步促进品种资源的保护。”刘光
亮提到，去年 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指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
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他认为，打好种业翻身仗，要强
化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农业种
质资源保护利用是种业创新的突出
短板，今后要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
优势，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
不断挖掘具有市场潜力的本土畜禽
资源。

“我们要把种业发展作为‘十四
五’农业科技攻关及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重点任务来抓，为开展种源‘卡脖
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
仗作出应有贡献。”在日前举行的全
省畜禽种业发展座谈会上，省农业农
村厅副厅长罗东表示，党中央和国务
院高度重视种业发展，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全国农业
农村厅局长会议已作出一系列重要
部署。

接下来，我省将推进遗传资源保
护与利用、加快种业自主创新、推进
现代化种业基地建设等重点任务，结
合我省正在编制的国家南繁硅谷建
设规划、“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
划和全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
发展规划，建设以地方畜禽品种为主
导产业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品
牌，推动我省加快形成特色畜禽产业
集群。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

■
本
报
记
者

傅
人
意

实
习
生

冼
弘
臻

风
口
上
的
猪

医
学
模
型
应
用
研
究
初
获
成
果

海
南
特
色
畜
种
五
指
山
猪
从
濒
危
走
向
保
护

濒危的“五脚猪”
由于性价比低，养殖户积极性不高，全省存量预计不到1万头

细看这些五指山猪，头小，鼻子
直且长，嘴有些发尖，耳朵呈桃型。
因形状像老鼠，也被称作“老鼠猪”。

据科研人员调查显示，20世纪
60年代，海南的五指山猪主要集中在
五指山、保亭、琼中、白沙、乐东、三亚
等市县，数量约有10万头，到1982
年种猪约有600头，1989年濒临灭
绝。当时的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
科技部、海南省科技厅、省农业厅（现
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高度重视，相
继展开五指山猪资源保护工作，促进
五指山猪品种资源的稳定遗传。

海南日报记者查阅《海南省畜禽
资源遗传志》一书，发现其中记载：
2002年底五指山猪的数量发展到
1831头，2005年底海南省内存栏量
降为1179头。总的来说，近15年到
20年间，五指山猪在数量上呈现减少
——增加——减少的曲线变化。到

2006年，五指山猪仍处于濒危状态。
作为海南本土特色畜种资源，五

指山猪的肉质特点是脂肪含量少、肉
质鲜嫩可口、芳香族脂肪酸组成丰富
等。这么好的品种，为何近年来仍呈
现这样的趋势变化？一组对比数据
可以看出一二：一头五指山猪，6个月
的时间只能长到50斤；一头普通的
白猪，同样的时间却能长到200斤。

“我省有零散的个体养殖户养殖
五指山猪，但主要作为肉用。因为五
指山猪生长缓慢，饲养报酬低、投入
与产出不成正比，因此养殖户饲养意
愿低。多年来，在养猪业迅速发展的
同时，五指山猪存量却难以扩大。”海
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所
长刘光亮介绍道。

为了更好地保护五指山猪品种
资源，1998年，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畜
牧兽医研究所在海口市灵山镇建立

五指山猪资源保种场（后搬迁至澄迈
县永发镇），使得该猪种的数量开始
恢复。2008年，该资源保种场成为
国家级五指山猪保种场。

“现在全省五指山猪存量预计
不到1万头。”刘光亮说，纯种五指山
猪已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
种名录（2021年版）》。

越来越多的五指山猪得到保种
场的“庇护”。目前，全国共有两个五
指山猪保种场。我省的五指山猪保
种场是国内唯一一个原产地活体保
种场，这里涵盖各种类型、不同血缘、
不同品系的五指山猪，保持了其遗传
多样性；另一个是位于北京的五指山
猪异地保种场，由于血缘关系较窄，
保种群体主要是近交系的五指山猪。

经过多年的保护与选育，目前，五
指山猪共有三种品系，分别是乌云盖
雪系（即“上黑下白”型）、黑系和白系。

1月18日，在澄迈县永发镇国家级五指山猪保种场，一群体长约60厘米、高约50厘米的“袖珍”小猪正在满圈乱跑。
别看它们个头小，其实已经是“成年猪”了。五指山猪是我国著名的小型猪种之一。在海南，它还有个俗称叫“五脚猪”。

20世纪60年代，五指山猪曾驰骋在五指山、保亭、琼中、白沙等市县，数量约有10万头,但由于种种原因一度陷入濒
危。如今，在科研人员的探索下，五指山猪正走向模式猪的医学应用之路，该品种的遗传资源保护也将迎来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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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一步扩大五指山猪的
种群规模？科学家们找到了新
方法。

近年来研究发现，五指山猪具
有抗逆性强、基因纯合、遗传稳定
等诸多特性，其在解剖学、生理学
特性、营养代谢等方面与人类极为
相似，在生物医学领域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
品种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周汉林表示，
近几年来科研人员以五指山猪为研
究对象，运用分子生物学、饲料营养
学等研究方法，对五指山猪进行全
面、深入的研究，如利用比较转录组
技术分析五指山猪和其他猪种肌肉
发育差异表达基因的研究等，研究成
果显著，为五指山猪实验动物化开发
利用提供科学数据和理论依据。

“性成熟的五指山猪公猪为40
公斤左右，母猪为30公斤到35公
斤，很多生理、生化指标与人类的接
近。比如，它们成年后的体重接近
人类体重，心脏跳动频率、红白细胞
参数等也十分接近。”刘光亮说。

2008年，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畜
牧兽医研究所开始对五指山猪进行
实验动物化培育，并于2014年取得
普通级五指山猪实验动物生产许可
证，有望辅助解决人类的肥胖症、颈
椎病等治疗难题。

海口市人民医院放射介入科
刘辉医生主持了《Ghrelin 在肥胖
型小猪胃动脉栓塞术中的表达及
相关性研究》课题。“我们发现手术
对肥胖型五指山小猪相关检测指标
有很好的正向作用。”刘辉说，通过对
比分析课题数据和结果，发现胃左、

右动脉栓塞术将来可能对肥胖人群
的治疗有很大的作用，“整个手术不
到1个小时，创面为1毫米，手术费用
约1万多元。目前，该项目已经获得
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今年就可
以结题，同时研究成果已获得国内外
同行认可，并已于国外专业医学期刊
发表文章。该治疗方法有望在海南
推广。”

目前，五指山猪在医学模型上
已获得初步成果，省农业科学院已
获得该猪种的分子影像资料，并
初步建立了肥胖模型、颈动脉粥
样硬化模型等。

五指山猪在医学模型上获得
成果不是孤例。据刘光亮介绍，全
球科学家现已培育了70余种猪模
型，有助于治疗帕金森综合征、亨
廷顿舞蹈病等疾病。

我省在五指山猪医学
模型上已获得初步成果，初
步建立了肥胖模型、颈动脉
粥样硬化模型等

五指山猪又叫“老鼠
猪”“五脚猪”，共有三种品
系，分别是乌云盖雪系、黑
系和白系

现在全省五指山猪
存量预计不到1万头

成年猪的体重、心跳频
率、红白细胞参数等许多生
理、生化指标与人类接近

五指山猪
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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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舞蹈病
有了“猪模型”

2018年3月，中国研究人
员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利用
基因编辑技术，培育出患“亨
廷顿舞蹈病”的猪，为治疗这
种遗传性神经退行性疾病提
供更为理想的动物实验模型。

“亨廷顿舞蹈病”患者的
大脑神经细胞受损，无法控制
机体运动，表现为颤搐等舞蹈
症状，最终可能导致患者过早
死亡。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
神经再生研究院教授李晓江
指出，过去常用转基因小鼠模
型来研究这种疾病，但小鼠不
能表现出与人一样的神经细
胞死亡的典型病理特征。猪
的体型更加接近人，“亨廷顿
舞蹈病”猪与人类患者症状更
相似。

研究人员说，还可用类似
方法让猪成为研究阿尔茨海
默病或帕金森病等疾病的动
物模型。 （据新华社）

新闻多一点

五指山猪入选
遗传资源名录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实
习生冼弘臻）国家畜禽遗传资
源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发布《国
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
（2021年版）》，增加了2020年
审定、鉴定通过的畜禽新品
种、配套系和遗传资源，以及
遗漏的畜禽品种、配套系和遗
传资源，规范了品种排序、品
种命名，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勘
误，共收录畜禽地方品种、培
育品种、引入品种及配套系
948个。其中，五指山猪、海南
猪、文昌鸡、定安鹅作为海南
地方品种入选。

⬆海南特色畜种五指
山猪入选《国家畜禽遗传
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
版）》。

图片来源 本报记者 苏晓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