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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A1版）

放眼纳米未来

白春礼在会上强调，这次的竣工
验收并不是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建设工

作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要建成一个国家实验室
仍然任重而道远。

白春礼说，中科院在近期制定的
“十二五”规划中，已把纳米科技列入
重点支持的创新领域之一，将进一步

有效集成和优化整合资源，促进纳米
科技的原始创新和产业化应用。
同时，白春礼希望中科院和教育

部共同努力，把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建
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面向国
内外开放的纳米科学研究公共技术平

台和研究基地，成为纳米科技领域国
际交流与合作的中心和高级纳米科技
人才培养基地。

白春礼强调，在国家发展战略指
导下，通过“创新 2020”规划的实施，
希望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进一步加强科
技目标凝练，进一步加强学科交叉融
合，进一步加强中科院与北大、清华
的联合与合作，力争为我国纳米科技
自主创新能力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司长綦

成元在讲话中表示，由中科院和教育
部共建的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为纳米
科学技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公共平台，
促进了我国多学科交叉的前沿研究和
高新技术研发。
綦成元希望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继

续发扬创新精神，加强与国内外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为广大纳米科技
工作者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尽快发
展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综合性多
学科交叉研究中心，实现基础前沿研
究和高技术发展的新突破，在促进我
国纳米科技发展方面作出贡献。

（上接 A1 版）他表示，今天，地理学发
展应该关注以下方面：第一，要紧密围
绕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求。地
理学和综合科学考察都是研究地球表
面，这是人类居住和生息繁衍的地方，
这样的研究不可能脱离社会发展。同
时，地理学和综合考察工作都直接或
间接围绕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建设开
展，研究区域的资源环境条件，提出区
域经济发展方向和布局，从全国来说，
也是从全国区划空间角度，为生产的
发展指出方向。

第二，地理学与资源考察研究都
要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因此与

经济学科的联系就非常重要，应注重
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与经济学等学科
的密切结合。

第三，要在关注地方经济发展的
同时，重视区域环境问题。地理学本身
就是研究地带性规律，研究区域分异
规律。综合考察也是这样，根据地方的
条件，考虑地方的发展。现在回顾起
来，虽然过去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说
法，但在各个学科中比较起来，地理学
和综合考察确实走在前面，体现了把
环境和发展结合起来考虑的理念。

第四，要坚持开放合作，发扬良好
的协作精神。过去，地理学与资源考察

研究都非常注意开放合作地开展工作，
因为都涉及很多专业，是系统工程，不
可能仅依靠本单位的几个专业来做。今
后依然要注意组织协调与大学、其他科
研单位以及地方的合作，尤其是不能忽
视与地方的合作，这也是使很多工作能
够落到实处的重要措施。

在土壤环境修复等研究方面做出
突出工作的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
主任陈同斌表示，地理所有不少前辈一
直在关注土壤环境和土壤重金属污染
问题。从自己以及很多同仁的工作中，
他确实感到，地理学有非常好的服务于
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能力。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建设项目通过验收

六家代表印度顶级科学家的机
构（三家科学院以及一家农学院、一
家工程院和一家医学院）已经达成
了共识，一致同意支持一项存在争
议的计划———种植一种名为 Bt茄子
的转基因茄子品种。在今年的早些
时候，这一旨在培育出一种能够抵
御虫害的植物的计划在一场激烈的
公众意见咨询活动中遭遇了强烈的
抵制。一周后，环境部长 Jairam
Rames对 Bt茄子的批准和种植实施
了一项无限期的冻结。

Rames 随即请求印度的顶级科
研机构对此提出建议。而这六家机
构在声明中表示：
除了合理的怀疑，压倒性的意见

是现有的证据充分地表明，Bt 茄子
对于人类的食用是安全的，并且它
的环境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现在适
合批准在确定的邦的特定农田中种
植 Bt茄子。
这份报告的作者同时指出，一旦

Bt 茄子被允许在自然环境中种植，
应当对这种植物加以严格监控，他
们强调“转基因农作物并非是一种
万能药，但它们应当成为印度农业
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德里印度国家科学院院长、生
物物理学家 Mamannamama Vijayan
表示，这份声明代表了所有六家印
度科学机构第一次就一个单独问题
展开合作。他说，这份由六家印度科

学机构的负责人签署的报告“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力”，他补充说，禁令
可能很快将被解除。
（群芳 译自 www.science.com，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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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称的腿
可能让舞蝇感兴趣

本报讯 对人类来说，吸引力由我
们的容貌对称性所决定的，然而 9 月
22 日在线发表于《生物学快报》上的
一项研究却指出，不对称的腿有助于
一种新识别的名为 Empis jaschhofo原
rum的舞蝇的雄性吸引配偶。
研究人员仔细检查了从日本富

士山捕捉的 33 只雄蝇，同时发现其
中的 14 只生有一条膨胀的、像气球
一样的腿（如上图）。一种可能的解释
是寄生虫的存在，但是在研究小组解
剖的 10 只标本中却什么也没有发
现。实际上，研究人员推测，膨胀的腿
有助于从远处吸引雌性，因为已知其
他种类的舞蝇的腿在求偶和交配中
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群芳）

报告称美国将成
“肥胖大国”

新华社电 美国健康新闻网日前
报道，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遏制肥胖
症，到 圆园圆园年，苑缘豫的美国人将受肥
胖症困扰，美国将因此成为“肥胖大
国”。

报道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当天发表的一份报告说，
目前 苑园豫的美国人身体肥胖，按照目
前的发展趋势，美国将在未来 员园 年
内成为经合组织成员中“最肥胖的国
家”。报告还指出，目前全球最富裕国
家均受到人口肥胖问题困扰，而美国
的肥胖问题最为突出。
报告说，随着肥胖人口增加，美

国用于治疗与肥胖症有关疾病的费
用将大幅提高。在未来几年，肥胖症
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增加 圆至 猿
倍。
报告说，肥胖症还将缩短美国人

的平均寿命。与体重正常的人相比，
肥胖者的寿命将缩短 愿年至 员园年。
报告认为，造成美国肥胖人口增

加的主要原因是饮食方式不健康和
缺乏适度运动。 （高原）

日本机器人挑战
500公里长途跋涉

新华社电 日本松下公司近日发
表公报说，以该公司研发的以镍氢充
电电池为动力的小型类人型机器人
已经踏上了挑战东海道———从东京
到京都间约 缘园园公里长的征程。
东海道是日本江户时代修建的

从江户（现东京）到京都的大道，起点
位于江户日本桥，终点位于京都三条
大桥，沿途有 缘猿个驿站。松下公司希
望通过这项实验宣传其镍氢充电电
池“耘增燥造贼葬”的性能。
机器人 9 月 23 日上午从东京日

本桥出发，它以 员圆 节“耘增燥造贼葬”缘 号充
电电池为动力。机器人被设计成拉着
排子车行走的旅客形象，它与车共长
约 源园 厘米，宽 员缘厘米，高约 圆园 厘
米，重约 员公斤，时速 圆至 猿公里。机
器人将通过神奈川县和静冈县等地，
员员月中旬到达京都三条大桥，途中它
将穿越箱根山顶等难关。松下公司职
员沿途手持红外线仪器在后面跟踪，
每天充一次电。挑战的实况通过互联
网直播。
这是松下公司以“耘增燥造贼葬”系列

电池为动力的机器人发起的第三次
挑战。圆园园愿 年，以“耘增燥造贼葬”为动
力的机器人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成功
登顶大峡谷 缘园园 多米高的峭壁，去
年则跑完了法国勒芒 圆源 小时耐力赛
的全程。 （蓝建中）

格陵兰岛冰盖
正以百年最快速度融化

新华社电 据丹麦媒体日前报
道，美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发现，丹
麦格陵兰岛上的永久性冰盖正在以
近百年以来最快的速度融化，尤其是
在夏季。
《贝林时报》报道说，美国洛斯阿

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气候学家默尼
尔德说，今年夏天格陵兰岛融化的冰
盖体积高达 缘源园立方公里，比正常年
份高出 圆缘豫到 缘园豫。
默尼尔德说，在最近 员园 年到 员圆

年，格陵兰岛夏季气温逐年上升。计
算显示，目前夏季融化的冰盖体积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迅速融化的冰层
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也会给地势较
低的国家和地区带来危险。
默尼尔德指出，员怨苑圆年夏天格陵

兰岛只有 员苑豫的冰盖融化，而今年夏
天这个比例高达 缘圆豫。

世界最大海上风力
发电站在英国投入运营

新华社电 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风力
发电站日前在英国投入运营，这使英国
风力发电总装机容量突破 缘园 亿瓦，成
为该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道路上的一个
里程碑。
这个风力发电站由瑞士电力企业

瓦滕法尔集团承建，耗时两年建成，将
至少运营 圆缘年。它位于英国北海萨尼
特岛附近，离海岸约 员圆公里，安装有
员园园台高约 员员缘米的风力发电机，分布
在 猿缘平方公里的海域里，装机容量为
猿园园兆瓦，能为 圆园万户家庭提供电力。
该风力发电站投入运营后，使英国

陆上和海上风力总发电能力足以支持
猿园园万户家庭用电。英国能源大臣克里
斯·休恩在参加揭幕仪式时称赞这项工
程是一个“惊人的成就”。
英国可再生能源协会首席执行官

玛丽亚·麦卡弗里说，这对英国的风电
产业甚至可再生能源产业来说都是一
个里程碑。由于风电的迅猛发展，可再
生能源在英国电力构成中的比例已经
从 圆园园圆 年的约 圆豫上升到现在的约
员园豫。按这种速度发展，英国提出的到
圆园圆园年实现 猿园豫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
源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渊黄堃冤

日本研究人员发现
世界上最古老的鳗鱼

新华社电 日本研究人员日前在日
本鱼类学会会议上宣布，他们在西太平
洋帕劳群岛的海底洞窟中发现了一种
保留着约 圆亿年前恐龙时代原始形态
的鳗鱼新品种。这种鳗鱼中的“活化石”
将有助于弄清鳗鱼的起源。
这种鳗鱼是海洋生物学家坂上治

郎等人于去年 猿月在帕劳群岛海域一
处水深数十米的海底洞窟中发现的，共
捕捉了 怨条。
这种鳗鱼的成鱼呈黑褐色，最大的

体长约 圆园厘米，与一般的鳗鱼相比，脊
椎骨的数目较少，体型短粗，还拥有独
立的尾鳍，与约 苑园园园万年前的鳗鱼化
石相比拥有更原始的特征。
千叶县立中央博物馆首席研究员

宫正树对这些鳗鱼线粒体 阅晕粤（脱氧
核糖核酸）进行分析时发现，它们不属
于现在鳗鲡目 员怨个科中的任何一科，
是一个新品种。调查这种鳗鱼的进化过
程后，研究人员发现它生活在距今约 圆
亿年前的中生代三叠纪后期到侏罗纪
前期。 （蓝建中）

美药管局限制
糖尿病药物文迪雅使用

新华社电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日前宣布，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
糖尿病药物文迪雅今后只能用于两类
人群：无法通过使用其他药物控制血糖
的域型糖尿病患者以及目前正在使用
文迪雅且效果良好的患者。
美国药管局当天还要求葛兰素史

克公司召集独立科学家，再次评估其一
项临床试验中有关文迪雅风险的关键
内容，这项临床试验主要研究文迪雅及
糖尿病标准药物与心血管疾病的关联。
美国药管局同时要求葛兰素史克公司
停止进行一项临床测试，这项临床测试
的目的是比较文迪雅和日本武田制药
公司的糖尿病药物艾可拓的优劣。
美国药管局局长马格丽特·汉伯格当

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局仔细权衡使用
文迪雅的利弊后，决定采取上述保护消费
者的行动。美国药管局要求医生今后为患
者开药时验证患者是否符合使用文迪雅
的条件，患者则必须阅读有关文迪雅可能
导致心血管疾病的陈述并承认他们理解
这种风险。美国药管局认为，这将大幅度
限制文迪雅的使用范围。 （任海军）

印度科学领袖
支持转基因茄子

印度民众抗议种植 Bt茄子。

英美科学家培育出整合酶结晶
该成果具有带来更好艾滋病治疗方法的潜力

本报讯 科学家在对抗艾滋病病
毒（HIV）的战斗中取得了重要的进
步。根据日前发表于《自然》杂志上的
一项研究，来自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
院和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培
育出一种可以揭示被称为整合酶结构
的结晶———整合酶被发现于逆转录酶
病毒，如艾滋病病毒中。科学家相信，
这一寻觅了 20多年的成果具有带来
更好治疗方法的潜力。

当艾滋病病毒传染给人类时，它
利用整合酶将其基因信息复制到后者
的 DNA（脱氧核糖核酸）上。在该项研
究之前，很多科学家都曾尝试揭示绑
定病毒 DNA的整合酶的三维结构，但
均未成功。

最新的针对艾滋病病毒的抗逆转
录酶病毒药物是通过封闭整合酶发
挥效用的，但是科学家并不能确切
地了解这些药物是如何工作以及如
何能够缓解病情的。研究人员只能
通过获得高质量的结晶来确定这种

分子体系的结构。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科学家利用

从被称为原型泡沫病毒（PFV）的逆转
录酶病毒中获得的一种整合酶培养结
晶。基于对 PFV整合酶及其功能的了
解，研究人员断定，它和艾滋病病毒整
合酶非常相似。
在长达 4年的研究过程中，科学

家进行了 4万多次试验，他们从中只
培养出了 7种结晶。而仅仅有一种高
质量的结晶可以确定三维结构。
参与该项研究的伦敦理工学院的

Peter Cherepanov博士说：“这是一个真
正令人惊奇的事情。当着手进行研究
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计划非常困
难，很久之前其他人已经尝试过很多
的方法并且放弃了。”

Cherepanov补充说：“因此这需要
从头开始。我们以寻找一种更加能够
经得住结晶考验的艾滋病病毒整合酶
模型开始。尽管经历了很多次失败的
尝试，我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在实验室培养了结晶之后，研究人员
利用位于英国牛津郡金刚石光源的巨
型同步加速器收集这些结晶的 X 射
线衍射数据，这使得他们可以确定其
长期寻求的结构。
研究人员将结晶浸入抑制整合酶

药物雷特格韦（也被称为艾生特）和
Elvitegravir溶液中，第一次观察到这些
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如何绑定整合酶
并使其失去活性。该研究揭示出逆转
录酶病毒整合酶具有与较早前研究所
预测的完全不同的结构。
该整合酶结构的可用性意味着研

究人员开始完全了解现有的抑制整合
酶药物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如何改进
它们，如何阻止艾滋病病毒对其产生
抗药性。
为了建立生产性感染，艾滋病病

毒必须嵌入一个 DNA，进而将其基因
信息复制到宿主细胞染色体中。强制
整合是逆转录酶病毒复制的特点，并
且定义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感染，该细

胞将变成前病毒 DNA的永久载体。与
整合、DNA分裂以及链转录有关的起
催化作用的活动是病毒衍生酶整合酶
实现的。
研究人员发现，逆转录酶病毒整

合酶在结构上和体系原理上是与多种
酶相关的，包括细菌和真核转座酶、V
(D)J 重组酶 RAG1/2、核糖核酸酶 H
以及起催化作用的 RNA（核糖核酸）
诱导沉默复合体(RISC)子单元。
研究人员指出，3种基本逆转录酶

之一的整合酶是一种重要的药物靶
标。精心挑选的艾滋病病毒整合酶抑
制剂是非常有效的抗病毒药。虽然整
合的很多方面依旧是神秘的，然而很
显然，它严重依赖保护病毒 cDNA的
细胞体系，并将其运送到细胞核里面，
引导其进入一个转录活跃区域，最终
修复整合媒介。
已经证明数种细胞蛋白质参与艾

滋病病毒整合，其中一些与整合酶蛋
白质具有物理相互作用。一种人类染

色体相关蛋白质晶状体上皮源性生长
因子（LEDGF）是艾滋病病毒整合酶在
人类细胞内的主要因子。

这个转录因子结合艾滋病病毒整
合酶，调节其酶活性，阻碍病毒蛋白质
到达核染色质，并且促成慢病毒在转
录单元内整合的特性。研究人员认为，
这种重要的相互作用可能提供了重新
锁定慢病毒整合与创造更安全的携带
者基因疗法的关键。 （群芳）

英美科学家成功培育出整合酶结晶。
（图片提供：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新华社电 北京时间 9月 圆缘日 员猿
时 圆猿 分，载着 猿 名宇航员的“联盟
栽酝粤原员愿”飞船的返回舱，在哈萨克斯
坦中部草原平安着陆。依据最新消息，
这艘飞船曾因 圆源日的一个技术故障
而推迟一天返回地球。

俄地面飞行控制中心发布的消息
说，飞船返回舱在哈萨克斯坦中部城
市阿尔卡雷克东南方向约 猿缘 公里的
预定地点实现了软着陆。搜索队的医
学专家经检查认为，舱内俄宇航员斯
克沃尔佐夫、科尔尼延科和美国女宇

航员考德威尔·戴森的健康状况令人
满意。

圆源日，已在国际空间站内驻守约半
年的这 猿名宇航员，按预定日程进入与
空间站对接飞行的“联盟 栽酝粤原员愿”飞
船，准备返航。但是这艘载人飞船上的
一台电脑忽然收到一个信号，显示在空
间站舱门关闭后，对接口失去了密封
性。如果对接口“漏气”，将威胁飞船内
宇航员的安全。于是，飞船内的宇航员
重新进入空间站，开始查找问题。

据俄航天署署长佩尔米诺夫介

绍，与对接有关的一个螺栓断裂导致
了上述故障，但地面专家和空间站内
的宇航员密切协作，在最短时间内排
除了故障。飞船返航时间因此推迟至
圆缘日。
在国际空间站期间，这 猿位宇航

员和他们的 猿名同事共同迎接了 圆架
美国航天飞机和 猿 艘俄货运飞船，为
空间站安装了俄罗斯制造的“黎明”号
小型实验舱。他们还开展了数十项科
学实验，其中包括记录果蝇 阅晕粤结构
在太空中的自我修复能力，通过观测

宇宙中子流在凝胶记录器中留下的气
泡研究长期太空飞行对人体的影响，
观测飞船脱离时所喷射的物质对空间
站太阳能电池板和舷窗的影响，以及
涉及地壳活动、地球大气二氧化碳浓
度、宇航员心理生理特点等课题的 源猿
项实验。
按计划，接替这 猿人的另外 猿 名

来自俄罗斯和美国的宇航员，将于 员园
月 愿日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发射
场启程，再赴国际空间站，执行为期约
半年的考察任务。

俄载人飞船平安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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