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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太空造人靠谱吗？
——科学家首次实现哺乳动物胚胎太空发育
科林

哺乳动物在太空环境中能否正
常繁衍生息？这是科学家们一直探
索的前沿课题。4 月 17 日，中国科
学家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宣布，首
次在太空中实现小鼠的胚胎发育，
并在全球第一次于地面上看到了小
鼠胚胎在太空发育的清晰照片。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段恩奎介
绍了小鼠胚胎发育的情况。段恩奎
团队的项目“微重力条件下哺乳动
物早期胚胎发育研究”于 4 月 6 日
搭乘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卫星升
空。卫星上天十几小时后，从发回
的照片上，研究人员发现小鼠细胞
开始分裂，发育过程就此开始。2
细胞到 4 细胞，再到 8 细胞、16 细
胞。到 60 小时前后，有些已经发育
成囊胚。
在实践十号之前，人类在这方
面有过两次尝试，但都失败了。
第 一 次 是 20 年 前 。 1996 年 ，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用
哥伦比亚航天飞机，把 49 枚小鼠 2
细胞胚胎和 8 细胞胚胎送上太空。
然而，卫星回收后，再观察这些细
胞胚胎，却无一发育。从那以后，
国外再无此类实验的消息传来。
接着就是属于中国科学家的尝
试。段恩奎清晰地记得，当时的目
标有二，一是建立一套太空的胚胎
成像系统，争取看到胚胎在天上的
情况；二是争取让小鼠胚胎在太空
中发育。2006 年，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由他所领导的科研团队，将
小鼠 4 细胞胚胎，送上了位于实践
八号育种卫星的留轨舱。卫星进入
太空后，科学家们首次获取了太空
中的小鼠胚胎图片。
遗憾的是，这些胚胎并未在太
空完成发育。段恩奎将这一实验目
标定义为“失败”。而失败的原因

胚胎培养箱。在地面上做胚胎发育
实验，首先要有一个二氧化碳培养
箱，还要有一个钢瓶用来通气，要
保温保湿，并且还要用显微镜去观
察。上海技术物理所的张涛等人把
这样一个“实验室”压缩成一个 17
公斤重、类似家用微波炉大小的培
养箱，并且还有一个高端的显微摄
影。第二项进步是小鼠的 2 细胞胚
胎样品是在卫星发射前 8 小时安装
在卫星上的。第三是科研人员研制
出一套适合胚胎在太空发育的密闭
培养系统。这些保证了胚胎能够在

中国首台
空间打印机问世
近日，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
技术研究院 3D 打印技术研究中
心对外宣布，经过法国波尔多完
成抛物线失重飞行试验，国内首
台空间在轨 3D 打印机宣告研制
成功。这台 3D 打印机可打印可
以帮助宇航员在失重环境下自制
所需的零件，大幅提高空间站实
验的灵活性。
刘潺 摄

科普天地

不苦不涩不成茶 苦涩味道也可调
安徽农大专家揭开“苦茶”之谜
本报讯 （通讯员 曹雷） 常言
道“不苦不涩不成茶”，茶叶的苦
涩味主要来源于多酚类物质，掌握
多酚类物质的形成机理，就能够对
茶叶的苦涩味进行调控。
4 月 21 日，笔者在安徽农业
大学茶树生物学与资源利用国家重
点实验室采访时了解到，该实验室
夏涛和高丽萍教授课题组围绕多酚
类物质的酰基化、糖苷化、聚合反
应展开系列研究，进一步探明了多
酚类物质的合成方式，找到了影响
茶叶苦涩味的关键酶和基因，为全
面解析茶叶苦涩味形成机理奠定了
基础。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该领域
的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生物化学杂
志》《实验植物学杂志》 和 《科技
报告》 上。
茶叶中的多酚类物质主要是儿
茶素，儿茶素分为单体儿茶素和酯
型儿茶素，其中酯型儿茶素约占
70%，是影响茶叶苦涩味的主要成
分。课题组以酯型儿茶素为研究对

象，采用酶学分析、蛋白质纯化、
蛋白质肽链质谱分析等研究方法，
经过反复试验，证实没食子酰基葡
萄糖转移酶 （UGGT） 和没食子酰
基转移酶 （ECGT） 在酯型儿茶素
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其中编
码没食子酰基葡萄糖转移酶
（UGGT） 的 基 因 CsUGT84A22
已经被功能鉴定。这是学界首次发
现酯型儿茶素合成的关键酶，由此
人们可通过调节基因表达和酶活
性，影响酯型儿茶素的合成量，从
而对茶叶苦涩味进行调控。
黄酮醇也属于多酚类物质，在
茶叶中主要以糖苷形式存在，影响
茶叶的涩味。课题组通过对一百多
个茶树类黄酮糖基转移酶基因进行
筛选和系统进化分析，得到两个可
能编码黄酮醇转移酶的基因
CsUGT78A14 和 CsUGT78A15，
经过原核表达和酶学分析，验证了
这两个基因分别编码黄酮醇葡糖糖
苷转移酶和黄酮醇半乳糖苷转移

酶，且参与茶叶黄酮醇糖苷化反
应。这也是茶叶研究中首次报道黄
酮醇糖苷转移酶，进一步揭示了茶
叶涩味成分的形成机理。
另外，长期以来，业界一直认
为，多酚类物质的合成积累主要在
茶树地上部分，根部仅含有微量多
酚类物质。课题组利用分离纯化和
鉴定技术研究发现，茶树根中实际
含有约 8%的多酚类化合物，主要
以聚合形式存在。这表明茶树酚类
物质的合成积累，存在显著的组织
器官特异性差异，这种差异来自于
关键基因的差异性表达。这项研究
为全面解析茶叶苦涩味形成机理提
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上述系列研究成果，进一步揭
示了茶树多酚类物质合成机理和在
不同器官的分布形式，为多酚类物
质含量调控，并进而调控茶叶苦涩
味，同时为高品质茶树品种选育、
茶叶综合利用、产业增收增效等提
供了基础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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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科普：
横撇竖捺是智慧
黄蔚

4 月 6 日发射的我国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把 6000 余枚小鼠早期胚胎带上了太
空，在太空中顺利完成从 2 细胞到囊胚的全程发育。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实现哺乳动物胚胎在
太空发育。
资料图片

在于，在发射前 32 小时，便将小鼠
胚胎安置到卫星上，这几十个小
时，对胚胎发育来说已然是段漫长
的时间，“二细胞的胚胎，还没上
天就早已开始发育了”。
第三阶段就是实践十号的这次
搭载。为了这次实验，
研究人员历经
10 年，
用了几万枚胚胎做了上百次的
实验。现在，
他们终于在地面上看到
了小鼠胚胎在太空发育的照片。
与上次太空实验相比，这次实
验在技术上又有巨大进步。一是中
科院上海技术物理所研制了优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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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升空后重新开始发育。
据了解，卫星近期将会返回地
面。科学家们将把收回的样本快速
送到实验室，进一步作细胞生物学
和分子生物学的分析，判断太空环
境是促进还是抑制了胚胎的发育及
其机理。
“希望这些小鼠胚胎能安全度
过回归地球的艰难旅程，我们将立
刻把它们运回实验室进行全方位分
析研究，与地面对照实验结果比
对，分析胚胎形态变化，进行基因
蛋白监测，筛选出影响太空哺乳动

物早期胚胎发育的相关基因。”段
恩奎说，希望能为未来人类太空活
动中生殖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他同时指出，
人类能否在太空繁
衍等谜团需要通过一系列严格的科
学实验来一步一步解开，
哺乳动物早
期胚胎能够在太空实现发育只是解
开人类太空繁衍众多谜团的第一步。
“这次实验的成功标志着人类
空间探索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
小鼠胚胎发育的一小步，却是整个
人 类 繁 殖 技术的一次巨 大飞跃，”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薛人望教授表
示，除了用于未来进一步研究人类
在太空中的繁殖技术以外，本次试
验中研发的胚胎密闭培养体系还可
用于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不孕不育
夫妇提供试管婴儿的服务，因为这
些国家的人们难以获得那些高精尖
的胚胎培养仪器。
“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
是段恩奎教授及其团队在过去十年
间 不 懈 努 力、辛勤耕耘的结 果，”
加拿大 UBC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
学） 医学院一位副院长表示，这项
成果不仅影响巨大，而且对于拓展
繁殖生物学的新前沿以及促进人类
健康福祉均有深远意义。
实践十号主要的科学目标是利
用太空中微重力等特殊环境，开展
涉及微重力流体物理、微重力燃
烧、空间材料科学、空间辐射效
应、重力生物效应、空间生物技术
6 大领域的 19 项科学实验，研究在
微重力条件和空间辐射条件下物质
运动及生命活动的规律。该卫星总
设计寿命 15 天，届时将利用返回式
卫星技术按预定程序返回地球。卫
星返回后，科学家将对发育了的小
鼠胚胎进行进一步的实验分析。
（本报综合报道）

环评,务必坚守的第一关
包存宽
央视新闻频道 4 月 17 日报道
了江苏常州外国语学校学生疑似
因地下水和土壤污染患病的事
件。尽管目前具体情况还有待进
一步的调查，但是从专业角度分
析，可以从中发现我国土壤污染
防治相关法规的空白、监管链条
中相关环节的失守、人群健康风
险评估的缺失等诸多问题，而作
为污染防治的第一道防线——环
评，也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
环境影响评价是我国预防污
染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可以说
是卡住污染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
可近年来，因环评诱发的环境群
体性事件以及环评中涉及的不当
利益输送等问题屡见报端。此次
央视报道的常州污染事件中暴露
出来的一些漏洞，也应是环评制
度改革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首先，环评不能仅限于立项
阶段，应在企业的引入和退出两
个阶段都进行环评。根据环评制
度的相关规定，类似于核设施和
矿产资源的开发，在核设施选址
或拿到采矿证前需要环评，核设
施退役和矿坑闭坑前也同样需要
提交环评报告，可以说核设施建
设运行和矿产资源开采的全过程
都置于环评监管之中。然而，对
于化工类等具有重大污染隐患的
项目，却没有相关的全程环评，
仅局限于项目立项阶段进行环
评，而对企业关闭或搬迁前后的
环境影响缺乏评估，这就给土地
再用或后来者埋下环境污染隐患。
其次，针对本身就是环境敏
感目标的建设项目，相应的环评
思路要调整。例如学校本身对周
边的环境影响较小，因此按当前
的环评管理要求，仅需就学校对
周边的环境影响进行一般性的分
析、预测和评价，编制环评报告
表即可。然而，这恰恰忽视了

“学校”作为环境敏感点、环境保
护重点目标，必须要就周边现有
或潜在的污染源对于学校的不良
影响做重点评估。比如，针对常
州外国语学校的环评，就应将学
校对面的几个化工厂遗留土地作
为重点，并照着这个思路开展周
边现有及潜在污染源对学校不良
环境影响的详细评价。可以说，
当前的环评思路，在处理周边可
能存在历史遗留污染的环境敏感
点或环境重点保护目标时，缺乏
灵活性。
最后，污染防治工程或生态
修复工程也需要进行环评。本次
事件中提及的化工厂遗留土地目
前正在进行土壤修复，以后将建
成生态公园。但据央视报道，学
生正是在这一修复过程中出现了
健康问题。照此推论，修复工程
本身也可能会成为一个重大污染
源，而这类工程却恰恰没有要求
开展环评。由于在学校正式入驻
后并没有学生受害的报道，而在
修复工程启动后集中出现了健康
问题，也就是说长年隐藏的污染
在修复工程的短时间内一下子释
放。这类现象造成的健康威胁比
日常的慢性污染要强数倍。因
此，这类项目今后也应进行环
评。
环评作为防范环境污染的第
一道防线，地位之重、责任之大
不言自明。任何一项制度设计都
需要不断优化，反复接受“问
题”的打磨，在不断的实践中日
臻完善，但笔者还是希望包括环
评在内的环境管理制度设计中能
多一些未雨绸缪，每一次的进
步，不能都以人的生命健康为代
价。
（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
工程系教授，本文为作者科学网
博客）

在日前中国科协举办的学术建设会议上，中
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的一席话引起了大家的共
鸣，他深有感触地说，在我国真正愿意做科普又
能做好科普的科学家太少了，因为都知道科普做
得再好也评不上院士，什么时候有科研做得好又
坚持做科普的科学家评上了院士，中国青少年科
普教育就真正迎来了春天。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原中
国科技馆馆长李象益从事了 22 年的科研，后来
转身做科普。在他眼中，从科研科普的对比来
讲，科普不同于科研，科普非常泛。科学家往往
是解题者而不是命题者，科学传播者要学会给科
学家命题，让他们去解答，科学家对号入座后会
更感兴趣，便会参与其中。他说“自己从事科普
工作这么多年，真是从科普盲变成科普迷了，深
更半夜我也不睡觉，总想着给人家出点儿什么主
意。”这是一名老科学家的心声，他自己长期参
与其中，感觉到参与科普非常有价值。
与发达国际进行横向对比来看，美国从青少
年教育开始，就让孩子们尽早地接触科学家，接
触科学过程。不像我们的孩子，有的学了数理化
还不知道将来怎么用。科普，要第一时间提高青
少年的科学素养，不仅仅是传播科学知识，更重
要的是传播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的丰富的科学思
想和科学方法，甚至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所焕发
出来的科学精神。正因为如此，在国外，青少年
学生找一位哪怕是从没打过交道的科学家请教科
普问题，不像在国内这样高不可攀，被拒绝的概
率比较高。
进入 21 世纪，各项科学事业飞速发展。比
如和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基础科学，像我们
都知道的引力波、暗物质，包括食品安全中的转
基因，环境安全中的土壤、空气和水污染等问
题，老百姓也非常关心，如果权威专家和相关部
门不及时主动站出来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老
百姓也会从网上找各种说法，结果是真假难辨。
一撇一捺是练书法的基本功，如果我们不从
一撇一捺开始扎扎实实练习，不但出不来书法
家，更出不来人人热爱书法的良好氛围。搞科普
工作同样如此，大科学的科学传播离不开科学
家，科学传播者紧密跟进国家发展战略，发学术
文章固然重要，但搞科研不仅仅是为了发文章、
升
教授评院士，
说到底还是为了社会公众的福祉和青
少年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够从青少年的科普做起，
发挥科学家们和科研机构、
高等学校的智慧优势，
扎扎实实，一步步地引导公众，科学传播会更为繁
荣，也会加强和科学家们的紧密联系，促进科学家
出更优秀的成果。同时，
社会上各种不负责任的黑
科技流言就会减少，
才能避免产生误导科学的社会
恐慌，
我们的科学传播普及才会天朗气清。

前沿资讯

2016 世界生命
科学大会将办

本报讯 （未言） 记者日前从中国科协获悉，
为促进我国生命科学实现跨越式创新发展，展示
我国科学家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实力和创新性成
果，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推动国际间的交流合
作，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将举办
2016 世界生命科学大会。
本次大会于 2016 年 11 月 1-3 日在国家会议
中心（北京）举行，
以
“健康、
农业、
环境”
为主题，
由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
体、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承办。大会主席由全国
政协副主席、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韩启德院士和
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加州理工学
院前院长 David Baltimore（戴维·巴尔的摩）教
授共同担任。
大会将围绕生命科学、医药卫生、农业及环
境等领域安排大会特邀报告、学术专题报告、政
策法规及伦理研讨，举办青年科学家论坛、女科
学家论坛、科学墙报交流、高科技展览、科普专
题报告及展示、青少年科学素养大赛 （生命科学
领域） 等丰富多彩的学术、科普及展示活动，全
方位展示世界生命科学前沿进展及我国生命科学
所取得的成果。

《中国科技人力资源
发展研究报告》发布
本报讯 （记者 黄蔚） 近日，《中国科技
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 （2014） ——科技人力
资源与政策变迁》 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出
版发行。
报告指出，我国仍然保持世界科技人力资源
第一大国的地位。截至 2014 年底，我国科技人力
资源总量约为8114万人，
其中符合
“资格”
定义的科
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 7621 万人。从 2014 年我国
科技人力资源的年龄结构来看，
“29岁以下”
的科技
工作者是我国现有科技人力资源的主体；
从学科结
构来看，
2012-2014年本科层次和研究生层次理工
农医类新增科技人力资源占新增总量的比例分别
为 93%和 59%，
且以工科数量为最多；
从学历结构
看，
2014 年我国博士、硕士、本科、专科科技人力资
源所占比例分别0.8%、
4.7%、
37%和57.5%，
20122014年新增科技人力资源中，
本科及以上学历层次
科技人力资源数量已经超过专科层次，
一定程度上
表明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质量正在逐步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