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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病毒仿生矿化技术， 我们能够将功能性材料“穿”
在病毒表面， 并赋予病毒本身并不具备的新功能， 让“穿了
衣服” 的病毒为人类“做好事”。 资料图片

大脑皮层的可塑性
让人成为人
■孙学军

黑猩猩比其他动物聪明许多， 这些灵长类动物
能使用工具， 使用复杂的语音进行交流， 也是解决
问题的高手。 但是和人类相比， 黑猩猩这些能力显
得微不足道。 研究发现， 影响人类大脑超过黑猩猩
的因素很多， 最近科学家又发现了一种新的因素，
是人类大脑发育受遗传因素控制相对比较小， 这种
特征让人类在适应环境中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这可
能是人类超过其他灵长类动物成为人类的重要原
因。 看来要成为人类， 首先不要死脑筋。

大脑皮层是大脑最外层的薄皮状结构。 这一层
灰色组织的厚度仅有２毫米， 它有着错综复杂的褶
皱， 活像一块揉成一团的纸。 褶皱大大增加了皮层
的表面积。 皱褶的大脑皮层是灵长类动物拥有更高
智力的重要基础。 人类和灵长类动物出生后几年大
脑皮层皱褶会继续增大和形成， 这让我们能学习和
发展社会能力。 大脑根据环境因素进行重新组织的
能力就是大脑的可塑性， 大脑可塑性是学习未知知
识的重要基础， 例如如何系鞋带， 如何计算等。 黑
猩猩在学习搬运重物和相互打扮时显示出可塑性。
但是最新发表的研究发现， 遗传学信息提示， 黑猩
猩的大脑发育在出生后受环境影响的比例非常小，
而人类正好相反。

华盛顿大学科学家为比较人类和黑猩猩大脑发
育的遗传学差异， 对218个人和206个黑猩猩大脑
进行了磁共振成像 （MRI） 扫描。

研究人员已经获得了黑猩猩的详细家庭树， 能
够对遗传相关个体比较大脑的相似性。 同样， 对包
括双胞胎和遗传背景相关性的人类大脑核磁共振扫
描也进行了类似分析。 研究测量了大脑体积和沟形
状位置等信息， 比较这些大脑皮层结构的差异。

在大脑体积上， 不同家庭成员之间没有明显差
别， 但大脑沟回存在明显差异。 更重要的是， 人类
沟回差异的变异程度显著超过黑猩猩。 黑猩猩兄弟
之间的大脑沟回几乎一样， 但人类兄弟之间的大脑
沟回相差悬殊。 这说明黑猩猩在出生后大脑的发育
出现的变化不如人类那么明显， 可能是人类更聪明
的原因。

本研究责任作者人类学家拉贝尔说， 在遗传因
素的影响下， 人类大脑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
响， 这一特点让人类祖先在积累经验和社会交往等
方面拥有更大优势， 大脑的这种后天可塑性可能是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超越其他灵长类动物脱颖而出的
根本原因。

该研究小组猜测， 人类大脑出生时发育不充分
导致了大脑可塑性更大的可能。 相对于黑猩猩， 人
类婴儿的大脑发育程度更低， 也更无助， 但是这可
以让我们用更大能力向环境和他人学习。

科学家提出， 从进化角度看， 人类产生这一过
程可能是缓慢发生的， 我们的祖先拥有逐渐变大、
可塑性逐渐增强的大脑， 这些相关证据来自考古学
的发现， 证据显示， 人类祖先大脑新皮层逐渐增大，
可塑性逐渐提高。

新的研究结果表明， 人类大脑越来越大。 人类
来到这个世界上， 越是处于发育不彻底程度， 来自
遗传的内在控制因素的影响越小， 可塑性就越大，
就好像一张白纸， 适应和学习的潜力很大， 当然出
错的几率也大。 这一研究对研究人类的生物进化和
文化进化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把疫苗装进“特洛伊木马”
———浙粤科学家联手研发增强型艾滋病疫苗

■周炜

通过生物矿化技术， 科学家们
研发了一种能逃避体内预存抗体的
增强型疫苗， 为包括艾滋病疫苗在
内的疫苗优化与改造提供了一种全
新思路。 基于该项技术研发的艾滋

病疫苗目前已通过动物实验， 相关
论文于11月26日在线发表于材料
科学国际权威期刊 《先进材料》
（《Advanced� Materials》）上。

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院教
授唐睿康研究团队、中科院广州生
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呼吸疾病国

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陈凌团队及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
究所研究员秦成峰团队联手完成
了这项研究。

曾“失败”的艾滋病疫苗

据通讯作者之一陈凌研究员介
绍， 人类自1981年发现艾滋病，
1983年分离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并证实它是致病病毒以来，
全世界相关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一直
在探索如何研发出有效的艾滋病疫
苗。 30多年以来，科学界进行了近
200种艾滋病疫苗的初期临床试
验，但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我认
为主要的原因， 还是人类对艾滋病
病毒的生物学、 免疫学及其两者相
互作用关系， 仍然缺乏深刻和全面
的认识。回顾艾滋病疫苗的研发史，
设计有效的疫苗犹如大海捞针。 ”

艾滋病疫苗研发史上，有一件影
响深远的事：2000年，美国默克公司
研发了一种基于腺病毒载体的艾滋
病疫苗，曾被行内专家认为最有希望
成功， 并在全球多地开展了多达
6000人的试验， 但是2007年中期的
结果分析发现该疫苗没有取得保护
效果。 陈凌是这一疫苗的第一发明
人，“失败的原因可能包括多个因素，
但其中之一可能就是由于大多数人
体内存在抗腺病中和抗体， 它能

‘中和’作为艾滋病疫苗的腺病毒载
体，令疫苗失效。 很有必要寻找能提
高腺病毒载体疫苗有效性的方法”。

把疫苗装进“特洛伊木马”

据介绍，腺病毒，尤其是人5型

腺病毒 （Ad5） 已被广泛作为重组基
因治疗和疫苗载体。 据统计， 全球约
有1/4的基因治疗和疫苗载体的临床
试验使用人5型腺病毒作为基因载
体， 包括用于研发新型的艾滋病疫苗
和埃博拉疫苗。

在浙江大学唐睿康教授的实验
室， 研究人员针对携带艾滋病抗原的
腺病毒载体进行了改造。 共同第一作
者、 浙大求是高等研究院王晓雨博士
说： “我们尝试用生物矿化的方法，
给疫苗‘穿上’ 一层磷酸钙的薄膜外
衣， 这样， 腺病毒载体就无法被体内
的免疫预存识别， 以此提升疫苗的性
能。” 这种方法被称为“病毒仿生矿
化技术” （BVSE）。

“利用病毒仿生矿化技术， 我们
能够将功能性材料‘穿’ 在病毒表
面， 并赋予病毒本身并不具备的新功
能， ‘让穿了衣服’ 的病毒为人类

‘做好事’。” 王晓雨说。
“‘武装’ 过的疫苗犹如把疫苗

装进了‘特洛伊木马’， 它可有效地
逃避机体内针对腺病毒本身的中和
抗体的防线， 成功进入细胞城堡内
部。” 共同第一作者、 广州生物医药
与健康研究院孙彩军博士说， 一旦
疫苗进入细胞城堡里面后， 在体内
溶酶体的酸性环境下， 疫苗很快就
从“木马” 中破壳而出， 进而表达
目的抗原， 并引发一系列的免疫应
答。 “如果没有这层外衣， 腺病毒
载体疫苗就如同在密布着抗腺病毒
中和抗体的环境中裸奔， 绝大部分
疫苗在接触到细胞之前会被那些中
和抗体中和掉， 无法表达抗原和诱
发免疫应答。”

改造后的疫苗在中科院广州生物
医药与健康研究院进行了动物实验。

“我们发现， 经病毒仿生矿化技术处理
后的疫苗， 在小鼠体内能激发更有效的
免疫应答， 显著提高了艾滋病疫苗的
免疫效果。 这类免疫应答通常被认为对
控制艾滋病感染很重要。 而且， 疫苗表
面携带的钙离子兼有佐剂的功能， 更有
利于疫苗发挥更大潜能。” 孙彩军说。

寻找终极艾滋病疫苗

国际艾滋病疫苗行动组织统计显
示， 截至2015年10月， 世界范围内
仍在进入的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还
有36项， 大多处在Ⅰ期和Ⅱ期临床
试验阶段。 在所有已进行的艾滋病
临床试验中， 仅有美国和泰国合作
研究的联合疫苗 （RV144）， 可使人
体 感 染 艾 滋 病 病 毒 的 风 险 降 低
31.2%，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人
体中证明研发有效的艾滋病疫苗的
可行性， 这次试验让人们看到了研
发有效艾滋病疫苗的曙光。 联合疫
苗 的 疫 苗 接 种 策 略 是 采 用 名 为

“Gp120” 的蛋白初次免疫/金丝雀
痘病毒载体加强免疫。

陈凌说， 为了寻找到最终有效
的艾滋病疫苗， 目前大多科研工作者
认为应该尝试多种不同类型的疫苗联
合使用以期找到最佳组合。 “这项最
新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仿生学的体
内预存抗体规避策略， 从材料学的角
度为疫苗的优化和改造提供了一种全
新思路。 但目前还是一个新概念， 其
实用性有待进一步探讨。”

科学家们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深
入开展合作， 研究这种矿化艾滋病疫
苗的热稳定性、 缓释作用、 制剂方式
等， 也会尝试将这种技术应用到其他
传染疾病的疫苗研发。

仿真美女机器人抢“风头”

现在机器人都能演电影了？ 近日， 在北京举行
的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上， 这个出演过日本电影
《再见》 女一号的仿真美女机器人大出风头， 它正
在和市民们聊着天， 还不时眨眨眼微笑一下。

仿真美女机器人名叫“Genminoid� F”， 会和
人们聊天， 还会演戏。 前来观看的市民把美女机器
人围得水泄不通， 对观众的问题对答如流： “你觉
得中国怎么样？” “我很喜欢中国”。

据了解， 该机器人是由日本机器人专家石黑浩
研发的情感机器人系列， 有着与人相近的面容、 肌
肤、 体态和声音， 在程序的控制下， 还可以模仿人
的动作、 表情， 通过说话、 唱歌、 表演自由表达人
的喜怒哀乐等各种情绪， 很容易作为陪伴机器人走
进人们的生活。

据大阪大学石黑浩研究室孙雨庭介绍， 现在可
以用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能力， 让机器人和人进行
一些日常的对话， 可以通过机械学习来增强它的判
断能力， 因为它长得和真人几乎一模一样， 人看到
不会怕， 而且它有一定的语言功能， 可以陪伴老人
和小孩， 以消除他们的孤独感。

据了解， 随着机器人产业的迅速发展， 很多行
业比如会计、 制图、 报关员等一些固定程序的工
作， 都可以被机器人所取代， 包括发生核泄漏、 火
灾、 爆炸等突发事件时， 人不能到现场， 他们就可
以代替人冲上去， 不仅可以取得救灾效果， 还可以
避免发生救援人员的二次伤害。

本报综合报道

笙笙前前沿沿资资讯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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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核中的“御林军”
———解读三位诺奖得主所研究的DNA修复机制
■黄俊 万力

2015年度诺贝尔奖已于10月5
日至12日陆续揭晓。 12月10日，诺
贝尔奖颁奖典礼将如期在瑞典斯德
哥尔摩举行，其中诺贝尔物理学奖、
化学奖、 生理学或医学奖作为科技
领域的三大世界知名奖项， 不仅为
获奖者带来国际声誉， 更是对其科
研工作的肯定和鼓励。 最受国人瞩
目的当属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 这一奖项由中国药学家屠呦
呦、 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C·坎
贝尔和日本学者大村智共享。

为了使公众更好地了解诺奖科
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及对人类的贡
献， 在中国科协科普部的大力支持
下，新华网“科普中国———科技前沿
大师谈” 与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合
作录制系列视频， 与上海市科协共
同举办“上海科协大讲坛暨科普中
国‘科技前沿大师谈’———解读2015
年科学类诺贝尔奖”系列线下活动。

如果把细胞看作一个秩序森严
的帝国的话， 细胞核就是细胞帝国

中的皇宫，皇宫中藏着一部天书，帝
国的高级官员通过解读这部天书，
督管着整个帝国的运行。江湖传闻，
大内皇宫中驻扎着一支神秘的御林
军，日夜守护着那部天书。

科学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证明
了DNA分子就是细胞帝国中供奉
的那部天书。随后詹姆斯·沃森和弗
朗西斯·克里克提出DNA双螺旋结
构学说。 该学说不仅阐明了天书的
基本结构， 而且为天书是如何继承
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DNA双螺旋结
构学说被认为是20世纪生命科学
领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这一发现
使得人们对于“天书分子”DNA有
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一开始，科学界普遍认为，既是
天书， 自有神力护体，“天书分子”
DNA必然十分稳定。 但是随着研究
的深入，科学家发现，天书虽藏于紫
禁深处， 却也遭受着内忧外患的消
磨。 作为遗传物质的DNA每天都会
遭到自身活性氧自由基、 外部紫外
线辐射、 环境污染物或其他致癌物
质的损伤，保证“天书”DNA的完整

性是细胞帝国维持政局稳定所要解
决的最基本问题。 在漫长的进化过
程中， 细胞帝国在帝国心脏驻扎了
一支御林军，以抵御外敌入侵，修复
损伤和错误， 维持天书的高度保真
性。对科学家而言，认识和解密这支
DNA损伤修复的“御林军”十分必
要。 正因为如此，2015年诺贝尔化
学奖授予了御林军中三支分队的发
现者，托马斯·林达尔、保罗·莫德里
奇以及阿齐兹·桑贾尔，以表彰他们
在DNA修复机制研究中做出的巨
大贡献。

生命为什么需要DNA修复系
统？ 简单来说，没有御林军（DNA修
复系统）， 就没有细胞帝国的存在。
DNA分子不仅会遭到外源或内源
性物质的损伤，而且每一次的DNA
复制都会产生许多错误， 如果没有
DNA修复系统的存在，从受精卵到
成人，DNA早就变成了一堆混乱不
堪的化合物， 更不可能让遗传信息
在我们体内延续几百万年。

如果御林军发生兵变或者内
乱，天书（DNA）就会出现错误或破

损， 整个细胞帝国就将会崩溃———细
胞凋亡， 或者选择以错误的天书指挥
帝国运行，那么这种“苟活”的政权将
会使细胞帝国变成人间地狱———癌
变。 正是因为有忠诚的御林军（DNA
修复系统）的存在，才能保证细胞帝国
有条不紊地运转。 托马斯·林达尔、保
罗·莫德里奇和阿齐兹·桑贾尔分别阐
明了碱基切除修复、DNA错配修复和
核苷酸切除修复的分子机制。 除了这
些DNA损伤修复系统，其修复系统如
同源重组修复以及非同源末端连接修
复， 在维持基因组稳定过程中也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DNA修复基因的
突变会造成修复系统的紊乱， 导致损
伤的DNA无法被正常修复，进而导致
遗传信息的改变， 最终诱发疾病的发
生。 例如，DNA错配修复相关基因突
变会增加患遗传性结直肠癌的风险。
着色性干皮病的发生与核苷酸切除修
复基因突变有关， 患者在日光照射后
皮肤容易被紫外线损伤， 损伤的积累
将诱发皮肤癌。 在双链断裂修复中有
着重要功能的乳腺癌易感基因1号
（BRCA1）和2号（BRCA2）的突变将

导致家族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的
几率大大提高。

研究DNA修复的机制，不仅能够
使我们认识生命活动的本质， 而且对
于抗肿瘤药物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研究表明，相对于正常细胞，乳
腺癌易感基因突变的癌细胞对DNA
修复酶（PARP）抑制剂有着更高的敏
感度。 目前该抑制剂已经在临床上用
于治疗带有乳腺癌易感基因突变的家
族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

上世纪50年代，DNA双螺旋结构
刚被发现时， 大家都认为DNA是一
个非常稳定的物质， 这样才能完成携
带遗传信息这一重任。 但实际上， 科
学家在后来对DNA损伤修复领域的
研究中发现， DNA并不像我们想象
的那么稳定， 反而时时刻刻都在受到
内源或者外源物质的损伤。 DNA损
伤修复机制的发现， 解释了为什么我
们的遗传物质可以在经受这么多损伤
的情况下依然能维持自身的稳定性。
这一系列的发现拓宽了人类知识的边
界， 对于理解生命活动与生物进化的
基本规律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雾霾围城何处寻

网友用“蔚蓝地图”举报污染源
■溪之

自11月28日以来， 华北地
区多次遭遇大范围雾霾天气， 北
京、 天津、 河北等地相继发布霾
橙色预警信号。对公众来说，除了
戴口罩和开空气净化器， 还能做
些什么？上万网友给出的答案是，
打开手机， 通过运行在阿里云计
算平台的环保应用程序“蔚蓝地
图”查看污染源，通过社交平台对
超标排放的大型企业进行曝光，
以公众的力量对污染源头起到有
效地遏制，共同找回碧水蓝天。

笔者看到， 新浪微博上关于
“蔚蓝地图”和“抗霾保卫战”的话
题已经分别获得了超过6232万
次和2246万次的阅读。 甚至连好
莱坞影星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
还在推特上发文， 表示北京公众
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向他展示
了实时排放的应用程序，并为“蔚

蓝地图”点赞。 越来越多的手机用户
开始截屏“蔚蓝地图”中的超标排放
企业数据，并@当地环保部门，这也
成功促成了400多家大型火电、钢
铁、水泥建材、化工石化企业对在线
数据超标做出说明，其中相当一批已
采取整改行动。

今年3月， 一位手机用户在“蔚
蓝地图” 上发现山东某建材有限公
司在其生活区域内超标排放氮氧化
物， 就在微博中转发了“蔚蓝地图”
上的数据截图。 这条微博当天被转
发600次， 阅读量达116万次。 其
中， 山东环保厅官微@山东环境也
进行了转发。 3月9日下午5点， @菏
泽环境发布了名为 《关于山东巨润
建材有限公司氮氧化物在线监测数
据超标问题的说明》 的长微博， 称
该企业承诺2015年3月31日前完成
限期治理任务， 并保证如逾期不能
按时完成治理任务， 愿承担由此造
成的一切法律后果。

当地时间2015年12月1日，日本的一家大型电信运营商在两家连锁餐厅为分
别身处东京和大阪的异地情侣送上了“同步晚餐”服务，打造出一间“神奇餐厅”，
通过大屏幕显示器使异地恋人仿佛在同一张餐桌共进晚餐。 CFP供图

神奇的同步晚餐

笙笙科科学学揭揭秘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