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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
《2012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近期发布了《2012
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
这份报告改进了估算方法，从膳食能量供

应分布的角度提出了世界营养不良人口新的
估算数量和比例。此外，报告还分析了经济增
长对减轻营养不良问题的作用。报告主要内容
如下：

2010～2012年，全球约有营养不良人口 8.7
亿人，即全球约有 15%的人口目前处于营养不良
状态，数量依然很高，其中绝大多数（约有 8.5
亿）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从 1990年以来，全球在减少饥饿方面取得

的进展比以前认为的更加明显。然而，取得的大
多数进展都是在 2007/08年以前实现的，从那以
后，全球在减少饥饿方面取得的进展已经放缓，
趋于停滞。
修订后的结果表明，如果采取适当的行动逆

转 2007/08年以后的缓慢步伐，那么到 2015年，
使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人口减半的千年发展目
标（MDG）是可以实现的。
尽管今年粮农组织在估计营养不良人口方

法方面有显著改善，但仍须进一步的改进和更好
的数据来反映粮食价格和其他经济冲击带来的
影响。因此，营养不良估计数据没有充分反映
2007/08年粮价暴涨和 2009年以来一些国家经
济增长放缓对饥饿状况的影响，更不用说近来的
价格上涨。
为了实现通过经济增长提高最贫困人口

的营养状况，贫困人口必须参与到增长的过程
中：经济增长需要贫困人口的参与和实现；贫
困人口需要额外的收入来改善其膳食的数量
和质量，改善健康服务；政府需要利用额外的
公共资源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造福于贫
困者和饥饿者。
农业增长对减少饥饿和营养不良尤为有效。

经济增长和农业增长应是“营养敏感”的。增长需
要通过促进贫困者膳食多样化，改进安全饮用水
的获取和卫生状况，改善医疗服务，增进消费者
对合理营养和儿童护理实践的认识，以及有针对
性地补充严重缺乏的微量元素等途径，来获得更
好的营养效果。反过来，良好的营养也是促进经
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社会保障是加快减少饥饿的关键。为了加
快减少饥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需要采取果
断的有明确目标的行动。 （唐果媛）

澳大利亚发布新一轮
“填补研究缺口”研究战略资助目标

澳大利亚农林渔业部（DAFF）发布了新一轮
“填补研究缺口（FtRG）———指导澳大利亚未来应
对气候变化的农业研究投资战略”的资助目标。
FtRG是澳大利亚低碳农业未来研究计划的一部
分，将投资 2.01亿澳元支持新兴减排技术、策略以
及创新管理措施的研究，以减少土地部门的温室气
体排放、固碳并改善可持续农业实践。2012年上半
年，澳大利亚政府批准了第一轮 FtRG计划资助的
58个项目，资助总额为 0.47亿澳元。下半年，又发
布了第二轮 FtRG资助目标，具体如下：
为土地管理者提供选择措施，在降低排放的

同时提高盈利和生产力；
增进对气候变化对特定行业影响的认识，以

及增进对采取减缓和适应措施的利益的理解；
开发灵活的方法管理农业系统中的土地和水

资源，支持土地管理者进行明智的资源决策，包括
财务和人力资源管理；
考虑未来气候变化对生产的影响，开发有助

于提高资源效率以及能保持行业生存能力的技术；
在减排和农业适应策略方面形成一个国家和

国际层面的知识共同体。

为实现上述目标，该研究战略鼓励研究项目
和行业间的合作与协调，并鼓励研究人员、土地管
理人员、行业与政府机构间的交流。 （张博）

美国“可持续农业优胜奖”获得者的
可持续生产方式

前不久，美国环保局（EPA）将“太平洋西南地
区 2012可持续农业优胜奖”颁发给了有机核桃农
场———狄克逊岭农场的创办人Russ Lester。该农场
采取了许多可持续实践措施，有效地保护了空气、
水和土地，充分证明了有机农业和农业的自给自
足，并且推动这一能力向整个农业界扩散。

从可再生能源生产到水保护和减少包装，
Dixon Ridge农场已经成为加利福尼亚农业产业
可持续生产的领导者。其采取的可持续生产措施
主要包括：1. 利用核桃壳的沼气发电机生产能
源，生产的这些能源满足了农场对电力和丙烷的
需求；2. 在屋顶上安装了 3500平方英尺的太阳
能电池板，并且计划进一步增加；3.采用低耕和
免耕的方法，不但降低了废气排放还减少了化石
燃料的使用；4.综合利用堆肥、碎裂核桃剪枝、覆
盖种植和病害综合治理实践进行施肥和病害管
理，不使用合成肥料和化学杀虫剂；5.在核桃装

运中使用可持续包装，例如，100%使用再生牛皮
纸板，而非通常用于工业的漂白板。通过采取这
些可持续实践措施，Dixon Ridge农场一直以来
都保持盈利。 （袁建霞）

日研究人员发现水稻防御反应与
内质网应激响应的互作机制

日本研究人员在内质网（ER）应激响应和水稻
抗胁迫防御反应的互作机制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内质网内环境的稳定是实现内质网功能的基本条
件，因此，真核生物细胞中 ER应激响应与其行使
正常功能之间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该项研究发现，ER应激反应能诱导编码内质

网质量控制（ERQC）相关伴侣蛋白基因及编码转
录因子OsWRKY45基因（OsWRKY45在水杨酸
介导的防御反应中发挥中心作用）的上调表达和部
分病程相关蛋白（PR）基因的下调表达，但其中大
多数 ER应激响应基因的表达调控可被水杨酸响
应所抑制。
进一步研究推测，SA响应可能是利用在 ER

应激响应中积累的OsWRKY45蛋白来激活植物
体内的防御反应。该研究对于了解植物复杂的防
御响应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杨艳萍）

环球科技参考
国家科学图书馆供稿

亚历克斯也能弄清楚大量关于数字的事情。
对于人来说，这也许并不稀奇，但是，亚历克

斯是一只非洲灰鹦鹉。死于 5年前的这只灰鹦鹉
十分聪明，能够使用英文单词，因此很有名气。

而在前不久公布的一项实验中，科学家表
示，亚历克斯除了会单词以外，还有另一个“惊
人”的能力———能够正确推断出基数词和序数词
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表示，除了人类以外，之前
没有发现任何一种物种拥有这种能力。相关研究
成果发表在新一期的《认知》期刊上。

在英语中，数词分为基数词和序数词两
类。学习了基数词———表示数目精确值的
词——— 1 到 6 之后，科学家又教给亚历克斯 7
和 8 的序数词———表示一个数字在列表中的
位置顺序的词。与此同时，亚历克斯了解到 6

比 7 小，7 又比 8 小。
不过，研究人员并没有教给亚历克斯 7和 8

的基数词是什么，但是，对这只鹦鹉进行测试时，
亚历克斯高分过关。它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推理
能力，例如，听到“7”就知道这意味着 6加 1。

研究人员将这些实验录制成了视频，在短片
中，哈佛大学的比较心理学家 Irene Pepperberg
让亚历克斯从一堆彩色的积木中挑出一些，并让
其数量等于 7。

（唐凤 译自 www.science.com，11月 5日）

世卫与气象组织共同发布
《健康与气候图集》

新华社电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近日
在日内瓦共同发布《健康与气候图集》，阐述气候
变化和公众健康之间的关系，提供如何使用天气
和气候信息维护公众健康的实例。
该图集汇集了众多图表，让读者一目了然地

看到气候变化和各种极端灾害对人们健康造成的
影响。图集显示，在一些地区，随着天气和气候环
境的变化，疟疾、登革热、脑膜炎和霍乱等传染病
发病率在不同季节可相差 员园园多倍，在不同年度
也大不一样，因此加强疾病流行国家的气候服务
有助于预测流行病的暴发、强度和持续时间。
目前极端高温预计每 圆园年发生一次，到本世

纪中叶可能平均每 圆年至 缘年就会发生一次；同
时，全世界生活在城市中的老人人数将是现在的
近 源倍，在 圆园缘园年达到 员源亿，而他们也是最易中
暑的人群之一。该图集指出，卫生和气象部门之间
的合作可以促进在出现极端天气时采取措施更好
地保护相应人群。
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该书为政策制定者进行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通过更好地利用气候和天气信息，对相关国家提
出预警，可提高它们应对与气候相关疾病的能力。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雅罗说，气象界与卫生

界加强合作极为重要，这能确保在国际、国家和地
方各级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中参照最新的以及准确
和适用的天气与气候信息。
该图集是在世界气象大会特别届会上发布

的，本次届会着重讨论全球气候服务框架草案的
结构和实施工作。
这一框架是世界气象组织主导的联合国全系

统行动，目的是更好地提供气候服务，造福社会，
尤其是造福最脆弱人群。卫生领域是四大重点之
一，另外三项重点是食品安全、水管理和减轻灾害
风险。 （吴陈王昭）

沙特新发现
8例甲型 H1N1流感

新华社电据沙特阿拉伯媒体 员员月 源日报道，
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家医院新发现 愿 名甲型
匀员晕员流感病例。目前，院方已采取隔离等措施防
止疫情扩散。

沙特《阿拉伯新闻报》报道说，患者是在一家
名为“阿勒阿迈勒”的医院被发现的，其中包括 圆
名住院病人和 远名医护人员。另外，医院里还发现
了 圆苑名疑似病例，其中包括 源名护士。目前他们
均已被隔离。

报道说，医院已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戴口
罩和采取预防措施，很多在休假的医生已被召回。
今年 怨月，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发现了两名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这两人都曾在沙特逗留。在
近期结束的麦加朝觐活动中，来自全球各地的数
百万穆斯林齐聚当地。沙特在活动结束后宣布，朝
觐期间没有传染病疫情发生。 （王波）

动态

印尼发现
红毛猩猩感染埃博拉病毒

新华社电 印度尼西亚研究人员在加里
曼丹岛的红毛猩猩体内发现埃博拉病毒。研
究人员目前推测是野猪将这一病毒传染给红
毛猩猩，因此将在近期对当地一些野猪进行
血清检查。
据《雅加达邮报》11 月 猿 日报道，印尼亚

逸朗加大学禽流感及动物传染病研究中心研
究人员说，他们在 圆园园缘 年 员圆 月至 圆园园远 年 员圆
月间，从 猿缘猿 只健康红毛猩猩体内提取血清
样本，由于当时缺乏研究条件，这些血清被冷
冻储藏，直至去年才取出检查。
结果显示，血清样本中，有 远缘 份对埃博

拉病毒检测呈阳性，此外，还有 远 份检测出与
埃博拉病毒相似的马尔堡病毒。
研究人员说，远缘 份受感染血清中有 远园份

中的病毒形态与在非洲发现的埃博拉病毒相
似，只有 缘份血清中的埃博拉病毒与亚洲地
区发现的相似。研究人员目前推测是野猪将
这一病毒传染给红毛猩猩，因此将在近期对
当地一些野猪进行血清检查。
埃博拉病毒通常由血液和其他体液传

播，可以通过接触传染，传播速度很快。这种
病毒是人类迄今所发现致死率最高的病毒之
一，目前尚无有效疗法。 （周檬）

格陵兰岛岩石
见证地球早期演变

新华社电 法国和丹麦研究人员日前在
格陵兰岛发现钕 员源圆 同位素丰度较低的古老
岩石，而此前该地区曾发现钕 员源圆 同位素丰
度过高的岩石，这种高低“丰度”共同支持了
地球诞生初期是一片“岩浆海洋”的观点。
有观点认为，地球形成于大约 源远 亿年

前，在其诞生后的数亿年间，地球上是一片
“岩浆海洋”。随着岩浆慢慢冷却结晶，化学成
分各异的地层逐渐形成，地壳和大陆也随之
出现。
根据这一假说，在“岩浆海洋”状态下许

多元素的同位素都会融入岩浆，它们在全球
的分布应该是连续的，在不同地区的同一地
层中，同位素的总体丰度也应大致相当。假如
某地区一个地层“区块”的某种同位素丰度明
显较高，则该地层其他“区块”的这种同位素
丰度应相应较低，从而使这一地区该地层的
上述丰度值总体上与其他地区同一地层的丰
度值大体相当。
钕 员源圆 同位素由放射性同位素钐 员源远 分

解形成，其在地球上所有岩石中的丰度基本
相同。这里所说的“丰度”是指钕 员源圆 在钐 员源远
分解而成的所有同位素当中的所占比例。

圆园园猿年，法国研究人员首次在格陵兰岛
西南部形成于 猿园 多亿年前的岩石中测出丰
度过量的钕 员源圆 同位素。那么根据“岩浆海
洋”假说，在格陵兰岛历史同样久远的某地层
“区块”中钕 员源圆同位素的丰度应相应较低，
从而使格陵兰岛这一地层的该同位素总体丰
度与地球上其他区域大体相同。多年来，研究
人员一直按这一思路在格陵兰岛展开考察。
不久前，由法国和丹麦研究人员组成的考

察队运用热电离质谱检测法，对格陵兰岛伊苏
亚山脉的岩石标本进行极为精细的分析，终于
测出一些形成于 猿园 多亿年前的岩石中钕 员源圆
同位素的丰度较正常值低百万分之 员园援远，印证
了此前的探索思路，从一个侧面支持了地球形
成初期是一片“岩浆海洋”的假说。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发现有助于完善地

球初期演变阶段的内部动力学模型。（黄涵）

本报讯（记者唐凤）日前，美国宇航局
（NASA）的“好奇”号火星车首次分析了火星的大
气成分，不过未发现其中含有甲烷。

开始实验时，人们明显能够感受到“好奇”号
地面项目科学家的紧张情绪。在持续了数月的每
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一直在询问关于“好奇”号
火星大气成分分析的相关情况，“真的有甲烷
吗？”

地球大气中 90％以上的甲烷由活体有机物
制造，即使“好奇”号只发现了十亿分之一（ppb）
的甲烷，也意味着生命有机会在这里扎根。因此，
希望发现火星生命线索的科学家们对火星大气
中含有甲烷充满期待。但“好奇”号“火星样本分
析”设备的首次分析结果令他们十分失望。
“这次我们没找到‘火星人’。”NASA喷气推

进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可调谐激光分光计（TLS）
———用于分析火星甲烷的设备———负责人
Christopher Webster说。他报告称，根据 4次分析
结果，他只能说，有 95%的可能，火星含有 0 ppb
到 5 ppb的甲烷。

这样一来，甲烷浓度范围只排除了解释
2003年天文学家在地球上观测到的火星甲烷喷
涌的一种可能性。科学家此前通过地面和太空设
备在火星大气中发现过甲烷，但浓度非常低，约
为亿分之一至亿分之五。2006年有报告称，科学
家又观测到一次更大的甲烷喷发，但之后再没有
相关发现。

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 Malynda Chizek 建造
了一个大气模型，用以计算太阳紫外线辐射多快
能摧毁火星上的甲烷。在一次实验中，她模拟了
假如每年都发生像 2003年观察到的那样的甲烷
喷涌——— 一个现实情景是如果火星的春天释放
出冰川中或者地下细菌制造的甲烷———会发生
什么。在这些条件下，模拟结果显示，“好奇”号应
当发现 20 ppb到 35 ppb的甲烷。

不过，其他情景仍然在实验当中。当然，2003
年的甲烷喷涌可能是一个世纪仅有的一次。或者
2003年的观察值出现了错误，一些来自于火山
喷发或富含有机物的宇宙尘埃受紫外线照射产
生的甲烷在空气中久久徘徊。

不过“好奇”号项目科学家认为，目前在火星
上的这个名为“岩巢”的地点未观测到甲烷并不
意味着此前发现有误，因为甲烷可能在不同时间
积聚于不同地点。“虽然，我们尚未（在火星大气
中）发现甲烷。”Webster说，“不过在接下来的几
个月我们仍将继续搜寻，火星有可能给我们带来
惊奇。”

此外，如果火星上的甲烷并非由生物制造，
那么它们的来源有可能是彗星撞击、星际尘埃受
紫外线照射侵蚀、水和岩石的相互作用等，而光
化学反应、地表吸收可以消除甲烷。研究人员认
为，火星甲烷应该“沉降”得很迅速，这意味着如
果在火星大气中发现甲烷，其形成时间应该不会
很久远。
《科学》杂志在线报道称，“好奇”号依然有机

会解答每个人关于火星甲烷的疑问。Webster希
望，之后“好奇”号采集的样品中的甲烷浓度能达
到 100ppt（万亿分之一）。这需要时间，他说：“请
耐心等待。”
“好奇”号目前仍位于“岩巢”，随后它将前往

“格莱内尔格”地区——— 一个三种地形交会的区
域。科研人员希望“好奇”号能在这一区域对岩石
进行取样和分析。

“报告，没发现火星人！”
“好奇”号火星车首次探寻甲烷未果

姻美国科学促进会特供姻
科学此刻晕OW

非洲灰鹦鹉亚历克斯能够正确推断出基数词和序数词两者之间的关系。 图片来源：scienceworld

高血压损害大脑时间或早于预期
本报讯 发表在《柳叶刀—神经病学》期刊上

的一项新研究称，不受控制的高血压最早在中年
早期就能破坏患者大脑的结构和功能。这项研究
首次识别了年龄低至 40岁的人因为高血压而导
致的大脑结构损伤。

正常的血压是收缩压———高压———低于
120，而舒张压———低压———低于 80。前高血压
范围是高压在 120到 139之间，而低压在 80到
89之间。血压分别高于 140和 90被认为是高血
压。目前，血压升高影响着大约 5000万美国人，
高血压与 62%的脑血管疾病风险如缺血性中风
相关联，并且与 49%的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联，
是美国死亡率单一最大风险因素。

之前的研究已经证实，血压升高与脑损伤风

险增加和脑萎缩之间有联系，结果会导致认知降
低和罹患痴呆可能性增加，这让高血压成为老年
认知衰退的一个重要的、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并
且，有证据表明，降低中年和老年早期的血压可
以帮助预防老年认知衰退和痴呆。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阿尔茨海默氏症中
心主任、神经病学教授 Charles DeCarli及其同事，
研究了 579名受试者的血压等资料，在 2009年，他
们的平均年龄是 39岁。而其血压是以两位医生记
录的血压的平均数加以衡量的。该研究的受试者被
分为正常血压组、前高血压组和高血压组。

研究人员使用磁共振成像，利用对白质损伤
和灰质体积的各种测量来确定受试者的大脑健
康状况。这些测量包括部分各向异性成像和弥散

张量成像，揭示出了白质内部组织结构的微小状
况，展示出了细微的组织损伤。研究人员还检查
了白质高信号以及灰质密度，然后把这些成像研
究结合起来得出了一个全局测量结果，从而比较
了 3组研究受试者的大脑健康。

结果发现，正常个体和高血压个体之间的额
叶部分各向异性的区域相差 6.5%，而大脑额叶
灰质密度减少了 9%。

研究人员指出，这些证据表明，高血压和前
高血压个体在 40多岁的时候表现出加速的大脑
衰老，包括大脑白质的结构完整性和灰质体积的
受损，这提示脑血管损伤“在一生中潜伏地发展，
有可辨别的效应”。不过作者没有提出造成这种
损伤的机制。 （张章）

“好奇”号火星车将继续寻找甲烷。
图片来源：NASA/JPL-Caltech

小鹦鹉不简单
能说话会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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