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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极深地下科学和工程学实验室示
意图。 图片来源：斯坦福地下实验室。

在非洲乌干达基巴莱国家公园
的热带雨林中，一只年轻的雌性黑
猩猩好像“收养”了一根树枝。它将
树枝紧紧抱在怀中，并且走到哪儿
就带到哪儿。
这是人们首次在野生动物世界

中发现这种行为。在一项新的研究
中，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怀抱树枝的
行为可能类似于人类儿童玩洋娃
娃。研究人员还观察到，这种行为在
雌性黑猩猩中要常见得多，因此他
们认为有些针对特定性别的行为是
出自本能的。
观察黑猩猩可是件苦差事。美国

哈佛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 Richard
Wrangham 和他的同事每天要花上
12个小时的时间，在浓密的雨林里
追踪一个由 68 只黑猩猩组成的族
群，并且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得蹲伏
在植被后面。
在研究期间，他们大约观察到了

300次黑猩猩捡树枝的行为。在这些
行为中，有 40%的时候，它们把树枝
抱在臂弯里或腹部和大腿形成的空
间里，尽管其他时候它们只是用树
枝来戳弄大树或者彼此打架。
超过 75%怀抱树枝的行为发生

在雌性黑猩猩身上，研究者将这一
结果在线发表在 12 月 20 日出版的
《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上。
研究人员还发现，雌性黑猩猩将树
枝作为工具的几率是雄性黑猩猩的
10倍以上，这是人们首次发现了两
个性别之间如此大的差距。

Wrangham说，黑猩猩怀抱树枝
的行为让他想起了女孩玩洋娃娃游
戏的样子。由于当了母亲的黑猩猩
从不玩树枝，因此年轻的黑猩猩可
能并非是从自己的母亲那里学到的
这种行为。与之恰恰相反，这种行为
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由于黑猩猩和人类在演化上的

亲缘关系，Wrangham 认为人类儿童
玩洋娃娃以及其他针对特定性别的

行为可能也是出于本能。
但 Rebecca Jordan-Young 觉得

Wrangham 的结论演绎得过头了，她
是美国纽约市巴纳德学院的一名社
会医疗科学家，主攻性、性别等方面
的研究。Jordan-Young并不认为人们
从这项研究中能够对性别之间天生
的差异进行全面的解释。她说研究
人员不能排除雌性黑猩猩怀抱树枝
的行为是从其他同龄雌性的行为中

模仿的可能性。这也许是黑猩猩文
化里的一种“时尚”。
除此之外，Jordan-Young还质疑

论文作者将携带洋娃娃的行为置于
重要地位的必要性。她说，令人感兴
趣的只有雌性黑猩猩比雄性更多地
使用工具这一事实，但这一结果并
没有占据整个研究的首要位置。
（丁佳 译自 www.science.com，

12月 26日）

姻美国科学促进会特供姻
科学此刻杂糟蚤藻灶糟藻 晕燥憎

探 索 美国家科学委员会否决国家科学基金会提议

极深地下实验室建造可能由能源部接管

英研究者在一根头发上
刻出元素周期表

新华社电 英国研究人员最近在
一根头发上刻出了完整的已知化学
元素周期表。雕刻者说，这是其已知
最小的元素周期表。
英国诺丁汉大学日前发布公报

说，该校纳米科技中心的研究人员使
用粒子流作为“刻刀”，在电子显微镜
下将含有 员员园 多个已知化学元素的
完整周期表刻在了一根头发上。这个
元素周期表的长度为 愿怨援远苑 微米，宽
度为 源远援猿怨微米。在常用的约手掌大
小的便签上，可以容纳数百万个这样
大小的元素周期表。
这根头发来自诺丁汉大学教授

马丁·波利亚科夫，纳米科技中心的
研究人员兼“雕刻师”是他的朋友。研
究者在头发上刻完元素周期表后，将
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波利亚科夫。
波利亚科夫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向人
们展示先进的纳米科技，在头发上刻
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比较有趣，可以使
人们对纳米科技更感兴趣。 渊黄堃冤

日本培育出像小鸟一样
鸣叫的“歌唱鼠”

新华社电 日本大阪大学的科研
人员日前报告说，他们借助基因技术
培育出一种独特的小鼠，这种小鼠能
像小鸟“歌唱”一样发出叫声。

这项研究由大阪大学生命机能
研究科教授八木健等人开展，他们用
基因经过改造的小鼠做实验，当它们
繁殖到第三代时，出现了一只会像鸟
儿一样“歌唱”的小鼠。研究人员给它
取名为“歌唱鼠”。
这只“歌唱鼠”的喉咙部位比同

类要稍微窄一些，这一生理特性和鸟
鸣般的叫声都能遗传给后代。
研究者指出，当普通小鼠感到疼

痛时，会发出“吱吱”的叫声，但在大
多数情况下这种叫声是人耳听不到
的超声波。而“歌唱鼠”叫声的音域在
人耳能够听到的范围内，且“歌唱鼠”
在诞生后 圆 至 远 个月的青春期鸣叫
得最为频繁。
目前，日本研究者已培育出上百

只“歌唱鼠”，他们希望这项研究能有
助于揭示人类语言进化过程。
早先曾有科研人员以鸣禽为研

究对象，试图揭示人类语言的起源。
研究结果显示，这些鸟能把不同叫声
组合成类似人类的语言结构，以一定
“语法”规则串联起来，从而形成“歌
唱”。
与鸟类相比，老鼠是更好的研究

对象，它们是哺乳动物，大脑结构和
其他生理特征更接近于人类。

德发现一种药可阻碍
艾滋病病毒在体内增殖

新华社电 德国研究人员日前报
告说，他们发现一种进入临床试验阶
段的新药可有效阻碍艾滋病病毒在
早期感染者体内增殖，并有助于研发
其他抗病毒药物。

这种代号为 灾陨砸原缘苑远 的药物由
总部位于德国汉诺威的 灾陨砸韵 制药
公司开发。在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
对 员愿 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连续 员园
天注射这种药。这是这些感染者首次
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在治疗
期间他们不使用其他抗艾滋病药物。
结果发现，这些志愿者血液中的艾滋
病病毒总量可减少 怨缘豫。
参与研究的德国乌尔姆大学医

院专家弗兰克·基希霍夫解释说，
灾陨砸原缘苑远 通过阻止艾滋病病毒附着
人体免疫细胞而发挥作用。艾滋病病
毒侵袭人体免疫细胞的过程有点像
船只靠岸，病毒细胞会抛出“锚”———
即融膜肽勾住人体细胞。而 灾陨砸原缘苑远
可以“抱”住艾滋病病毒抛出的“锚”，
阻止它嵌入人体细胞膜，从而使病毒
无法入侵细胞。

研究人员说，由于艾滋病病毒与
流行性感冒、腮腺炎、乙肝、丙肝病毒
以及埃博拉病毒等同属包膜病毒，
灾陨砸原缘苑远的疗效表明，或许将来可以
利用它研发抵抗上述其他病毒的药
物。
研究人员说，虽然临床试验结果

非常乐观，并且与抗艾滋病传统药物
相比，灾陨砸原缘苑远 的副作用较小，但它
也存在许多需要改进之处。因为
灾陨砸原缘苑远 是一种肽，其价格非常昂
贵，并且只能通过静脉注射方式给
药，使用起来不太方便。这些不足有
待深入研究加以解决。

国际组织呼吁全面禁止
单一成分青蒿素类抗疟药
新华社电“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组

织日前在日内瓦呼吁国际社会重视疟
疾抗药性的威胁，全面禁止生产和销
售单一成分的青蒿素类抗疟疾药物，
避免青蒿素类药物失去抗疟作用。
“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组织执行主

任阿娃·考塞克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
指出，目前复方青蒿素类药物是治疗
疟疾的最佳药物。如果在治疗中使用
单一成分的青蒿素类药物，将导致疟
原虫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使人类丧
失抗击疟疾的“最有力武器”。
她说，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重

视疟疾抗药性的危险，国际社会也正
在尽一切努力禁止单一成分青蒿素类
抗疟疾药物的生产和销售。

2010 年 5 月，“遏制疟疾伙伴关
系”召集疟疾疫情国举行卫生部长会
议，与会者签署协议，一致同意禁止单
一成分的青蒿素类药物在市场上销
售。全球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也
提出，任何继续生产、销售单一成分青
蒿素类抗疟药物的制药企业将丧失全
球基金的药物订单。
然而，目前全球仍有近 40 家制药

企业在生产单一成分青蒿素类抗疟药
物，这些药物还在一些非洲国家的市
场上销售。
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疾病，多

由蚊子传播，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发
病较多。疟疾症状包括发热、头痛、呕
吐等，严重时可引起死亡。氯喹和磺胺
多辛－乙胺嘧啶等曾是抗疟疾的特效
药，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疟原虫对
其产生抗药性。此后，青蒿素类药物逐
渐在全球抗疟疾斗争中扮演主角。

2009 年 2月，世界卫生组织曾确
认，泰国、柬埔寨边境地区一些患者体
内的疟原虫对青蒿素类药物产生抗药
性，这为世界疟疾防治工作敲响了警
钟。
“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由世界卫生

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 1998 年创立，该
组织致力于筹款支持疟疾疫情国实现
控制和消除疟疾的目标。（王昭刘洋）

黑猩猩
玩玩具吗？

阴本报记者 王丹红 /编译报道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SB）是国

家科学基金会（NSF）的主管机构。据
新出版的《科学》杂志报道，今年 11月
30 日，NSB 否决了 NSF 要求在 2011
年为极深地下科学和工程实验室增加
8.75亿美元的提案。该实验室计划建
造在南达科他州一座废弃的金矿上，
由 NSF和美国能源部共同建造。但如
今，实验室建设的重任可能要由能源
部来承担了。

建造地下实验室的主要目的是屏
蔽宇宙射线对实验的干扰，研究极罕
见的核物理过程，如开展粒子物理、天
体物理和宇宙学等实验。意大利、日本
和中国均建造了巨大的地下实验室。
美国极深地下科学和工程实验室的建
造也是出于类似目的。

霍姆斯特金矿原是一个废弃的金
矿，美国的科学家们希望将它改造为

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实验室：位于地下
2250米深的巨大空间能容纳大型物理
实验装置，并将产生革命性的结果，如
寻找神奇的暗物质颗粒、模糊物质和
反物质界线的一种射线；实验室也为
地球物理学家和微生物学家提供进入
地球内部的罕见机会。
然而，霍姆斯特极深地下实验室

的建造却一路坎坷。2001年，研究人
员努力说服国会拨专款，防止这座金
矿在被关闭后充水，但国会没有同意。
2007 年 7 月，NSF 在经过竞争后，选
择霍姆斯特金矿作为实验室地址；
2009年 9月，NSB同意拨款 2900万美
元用于实验室的初步设计。但这笔钱
并没有支付相关的运作费用，因为金
矿的水泵必须不断抽水以保持部分地
方的干燥。

今年 3月，南达科他州批准了 540
万美元的运作经费，这笔费用可至
2011 年 5 月。NSF 和研究团队申请

190万美元经费帮助度过困难时期，直
至 NSB在明年底评估完设计方案，基
金会还希望委员会能在明年春天时提
供额外的 1000万美元。

然而，NSB 却认为，目前的方案
“不可接受”。委员会主席、俄勒冈州立
大学海洋生物学家马克·阿尔伯特说，
委员会成员拒绝了两个机构分担责任
和成本的方案。

在目前这种管理模式下，NSF 将
承担实验室 4.8 亿美元的基础建设费
用，而能源部只负责实验室最大实验
装置———粒子探测器的领导工作，该
粒子探测器名为“长基线中微子实
验”，重达 2万公吨，费用至少为 6.6
亿美元。该实验将捕获从能源部费米
国家加速器实验室中飞出的中微子，
并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中费米国家实验
室的旗舰项目。

NSB成员质疑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的建造是否符合 NSF 的使命，因为

NSF一般情况下只建造望远镜这样的
科学仪器。阿尔伯特说：“我们是一个
科学机构，不是任务机构、设备机构或
大型基础设施机构。”相反，能源部科
学办公室则支持了一个国家实验室系
统和用户设备，这是能源部的使命所
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
开尔文·拉斯克是地下实验室设计小
组负责人，他说：“我们将继续与国家
科学委员会、国家基金会和能源部对
话，在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同时也保持
项目的动能。”

然而，NSF 数学和物理学部主任
爱德华·赛德尔则表示，经过 10年的
抗争，建造地下实验室设施的战役进
入了一片未知领域。一个明确的问题
是，NSF 将负责支持地下实验室建造
好以后的实验。

如今，极深地下实验室的支持者
们将希望寄托于能源部。能源部看似

也愿意挽救这个多难的项目。能源部
科学办公室负责人威廉·布林克曼表
示：“我们还没有作任何决定，但我们
正试图不让在这个项目上付出的所有
努力白费。”

玩过家家。一只雌性黑猩猩拿着一根树枝，把它当做了自己的宝宝。

科学快讯

年度突破院第一个量子机械
在今年之前，所有的人造物体的

移动都遵循经典力学的法则。然而，在
今年 3月，一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
精巧的装置，其运动方式只能够用量
子力学来描述（量子力学是一组支配
细小如分子、原子及亚原子颗粒的运
动行为的法则）。

为了表彰他们的实验在概念上的

创新、独创性以及它的众多的潜在用
途，《科学》杂志称这一发现为 2010年
最重大的科学进展。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物理学

家 Andrew Cleland 与 John Martinis 设
计了这一机械———一个人们可用肉眼
看到的极其细小的金属半导体桨状
物，并巧妙地使它按照量子规范做舞
蹈动作。
首先，研究人员将该桨状物冷却

至其“基态”（即其最低的量子力学所
允许的能态，这是物理学家长期以来
所追求的目标）。
接下来，他们将该装置的能量提

高一个量子以产生一种纯粹的量子力
学的运动状态。他们甚至设法将该装
置同时进入到两种状态之中，因此该
装置实际上同时会有一点振动及很大
的振动，这种奇怪的现象在量子力学
的奇怪法则中是允许出现的。
《科学》杂志及其发行机构（即

AAAS，美国科学促进会）承认，这一首
创的量子机械是 2010年的年度突破。
它们还将过去的这一年中的另外 9个
重要的科学成就汇编成今年的十大成
就。该榜单将出现在《科学》杂志 2010
年 12 月 17 日刊的一个新闻专版之
中。
此外，《科学》杂志的新闻作者和

编辑还挑选了最耀眼的 10 个改变 21
世纪科学版图的“10年洞见”。

数码化书籍开拓了
野文化经济学冶的领域
想象一下，一个人如果阅读每

一本出版过的书，究竟可以获取多

少资讯？
尽管要读那样多的书对任何一个

人都是不可能的，但一组研究人员已
经将 5195769册书数码化（这大约占
所有出版过的书总量的 4%），而他们
的计算分析为人们描绘出了一个相当
生动的有关世界在过去的数百年中是
如何变化的画面。

Jean-Baptiste Michel 及其同事将
这一实验称作“文化经济学”。他们说，
他们的研究可为形形色色的领域提供
资讯，这些领域包括语法的演化、集体
的记忆、技术的采纳、对名声的追求、
审查制度的效果以及历史流行病学
等———在此仅略举一二。
这一特别的研究组成员选择将焦

点放在 1800~2000年间的英语语言的
变化上。他们追踪的有文化变迁（如战
争和奴隶制）是如何和语言学的变化
（或者说我们用来描绘这些文化变迁
的字词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Michel及其同事所分析的英语字
比任何字典中所含的字都要多；他们
发现某些字随着时间从我们的词汇表
中消失了，而另外有些字则慢慢变得
流行起来。

他们还通过测定某人名字的出现
频率来追踪一个人的名声，他们确认，
人们现在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出
名，但他们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快
地被人忘却。
同样地，通过分析字词和名字在

不同时期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出现情
况，研究人员能够迅速地发现镇压的
模式（例如，在纳粹德国），并显示了在
将来可用来快速发现审查制度受害者
的策略。

最后，Michel 及其同事猜测，类似
的文化经济学调查可披露疾病、内战、
性别斗争、饮食、科学与宗教的趋
势———同样地，这也只是略举一二而
已。

解码孩童时期的脑癌

一项新的对髓母细胞瘤所做的基
因组的分析报告说，孩童时期的脑肿
瘤的基因突变比成人肿瘤的基因突变
要少。

髓母细胞瘤是一种主要影响孩子
的脑肿瘤。在人类的肿瘤中找到反复
出现的基因变化可对了解某种特定类
型肿瘤是如何出现的有所帮助，并在
理想的情况下会激发人们产生有效治
疗的想法。但到目前为止，这种“癌
症基因组学”的策略仅应用于成年人
的癌症。

如今，D.Williams Parsons 及其同
事对出现在髓母细胞瘤中的基因变异
进行了编目登记。髓母细胞瘤是孩童
时期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恶性肿
瘤。这些肿瘤位于小脑，而小脑是脑
中控制平衡和其他复杂运动功能的部
分。科学家们不确定是什么引起髓母
细胞瘤的生长，但目前的研究聚焦于
某些可能有关的遗传学通路。在本研
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 88 个孩童时
期的肿瘤，他们发现这些肿瘤中的基
因改变要比那些通常影响成人的实心
肿瘤中的基因改变要少 5~10 倍。在
最常变异的基因中包括了两个编码酶
的基因，这些酶催化的反应是组蛋白
的甲基化 （组蛋白是在细胞核中
DNA 所缠绕的蛋白） 以及影响对脑

正常发育至关重要的信号转导通路的
基因。

旧与新的必不可少的基因

传统观念告诉我们，那些对我们
的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基因，也是
那些最古老而且在进化中得以保存的
基因；但是这一观念在本星期被一则
有关果蝇的研究彻底颠覆。

该研究披露，在所有基因中大约
有三分之一的基因是必不可少的，而
这与它们在何时被并入到基因组中没
有关系。

Sidi Chen 及其同事比对了 12 种
密切相关的果蝇品种的基因组并发现
了 195个初期的编码蛋白基因，它们
在大约 300 万至 3500 万年间逐步地
进入到果蝇的基因组中。研究人员发
现，这些在进化上属于新的基因中，足
足有三分之一已经成为果蝇生活所必
不可少的基因。

据 Chen 及其同事披露，从果蝇的
基因组中删除这些基因会导致诸如器
官形成和图形等不同的细胞和发育上
的缺陷。在蛹期和幼虫期的果蝇对丧
失这些基因显得特别敏感，因为在这
些时期，失去这些基因常常会导致死
亡。

研究人员说，现在看来，与古老基
因相比，有相同比例的新的基因对我
们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的发现
意味着新的基因为了参与某种生物的
发育而会频繁且快速地演化出必需的
功能。
（本栏目文章由美国科学促进会独

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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