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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唐凤
3月底，由 23位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

询委员会（NSABB）成员组成的顾问小组在花费
两天时间进行重新审定后决定，建议美国政府允
许两篇饱受争议的研究论文经修改后全文发表
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
“修改后论文的完整性没有受到影响，保留

了几乎所有的细节，我们研究小组非常乐意接受
NSABB的这一新决定。”论文的作者之一 Ron
Fouchier教授向《中国科学报》透露。

但是，本是科学研究，缘何惊动政府？

细节“雪藏”

这是两篇有关如何让禽流感病毒 H5N1在
哺乳动物之间“更好”地传播的科学研究。而这两
篇论文能否自由发表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争论
的范围也从是否应该控制敏感科研成果的发布，
扩展到合成生命的道德伦理问题。有人认为，病
毒一旦外泄，将导致全球上百万人死亡，从而引
发了科学道德方面的强烈争议和巨大反响。
事件源于 2011年年底，荷兰伊拉兹马斯医学

中心的Ron Fouchier研究小组和美国威斯康星大
学 Yoshihiro Kawaoka小组分别在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NIH）的资助下研究发现，对 H5N1禽流
感病毒进行几处基因改造，可以生产出一种新的
禽流感病毒亚株。这种新的病毒亚株能在雪貂中
传播，因此也有可能在人类之间迅速传播。
两篇论文一经提交便引起科学界和社会各

界的轩然大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H5N1

禽流感病毒自从 2003年记录在案以来，共发生
596名感染病例，造成 350人死亡，致死率过半。

然而，荷、美两篇研究论文却显示，只要对
H5N1禽流感病毒进行小小的基因调整，就能让
它们更容易传染。
接受两篇论文的《自然》和《科学》对是否发

表论文深感头疼，为此，将相关研究报告提交给
了NSABB寻求建议。

于是，西方当代科学历史上鲜有记录的一幕
出现了。

经过探讨，NSABB衡量了相关禽流感研究
的利弊，成员一致投票建议两个研究小组对论文
进行修改，关键细节不予刊发。美国政府也把这
一结论当成了其官方立场。

该委员会在《自然》和《科学》上公布了一项
声明，肯定了两个团队的研究对公共健康和科学
研究的重要意义，但也指出，“存在正在增长的风
险，同样的科学研究有可能会被有意地滥用，其
后果是灾难性的”。

NSABB主席保罗·凯姆指出：“我不能想象
出比这种病毒更可怕的致病源，与它相比，就连
炭疽也显得微不足道。”
《自然》和《科学》杂志经过慎重考虑，表示支

持NSABB的建议。
《科学》主编布鲁斯·艾伯茨讲述了杂志社里

发生的震动。杂志内部就此事宜进行了多次讨
论，光是电话会议就已经超过了 25次。

虽然，《自然》表示尊重 NSABB，但主编菲利
普·坎贝尔却认为这一建议“前所未有”。他坚持，
研究人员获知其他人员的研究细节对公共卫生
至关重要。

激烈辩论

这一决定一石激起千层浪。
有科学家表示支持。“将一个致命的病毒变

成一个高传染性的致命病毒是一个坏主意，”匹
兹堡大学生物安全中心主任托马斯·英格雷斯比
认为，“在有些情况下，我认为关于科学界的公开
原则是必须有例外的。”

当然，两个研究小组对这一决议极为不满，
认为论文发表后对于全世界科学家更好地研究
禽流感病毒的变异和传染规律非常有价值。“这
项研究对于促进科学发展和公众健康是十分重
要的，因此需要出版。”Fouchier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
更多的科学家也对政府干涉科研发表表示

愤怒，认为这破坏了科学界的基本规矩。
“实验室改造的病毒几乎不可能造成可以在

人群中广泛传播的疾病，认为人类可以重复自然
界发生的物种进化和自然选择，是人类科学最典
型的傲慢与偏见。”哥伦比亚大学病毒学家

Vincent Racaniello对 NSABB的决议极为不满，
他将NSABB正式宣布上述决议的 2011年 12月
20日称为“科学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WHO也召集专家对此进行讨论，结论是两
篇论文应该全文发表。“延迟的全文发表给公共
健康带来的益处大过急切的部分发表。”
艾伯茨在 2012年 2月中旬的美国科学促进

会温哥华会议上也声称，虽然尊重政府的建议，
但是，科学家和卫生官员有权获取最新信息，在
没有可靠的机制以确保他们能及时获取信息的
情况下，《科学》一贯的立场是全文发表。
随后不久的 2月 29日，美国微生物学会紧急

召开关于生物防御和新兴疾病会议，资深科学家
仍赞同对发表论文有争议的研究结果采取措施。
作为研究者之一的 Fouchier出面对自己的

研究进行了辩护。
他提到实验在一个 BSL-3级、负压、经高效

空气过滤的实验室内进行，所有研究都在 3级生
物安全柜和 3级隔离装置内进行，很多条件与
BSL-4实验室很接近。

Fouchier还认为在主流媒体的报道里存在
两个误区。一是“此疾病传播迅速”。他说：“如果
推论其传播效率，这些病毒传播情况达不到大流
行水平或季节性流感病毒水平。”二是“如果这些
病毒被泄漏出来，将是高度致死性的”。“如果将
高剂量病毒直接注射到雪貂的肺里，它们大约在
3天内死掉，确实是高致死性的。”Fouchier说，
“但是如果雪貂通过鼻腔接触这些病毒，通常根
本不会生病。或者可能会有一点流感症状，但不
会死掉。”
而 Kawaoka 明确表示不同意 NSABB 删减

草稿的决定，并在《自然》的一篇评论中写道：“在
科学共同体争论这种研究的风险和发表问题的
时候，我主张应该继续迫切地进行高致病性禽流
感病毒的传染研究。”

尘埃初定

除了科学界、伦理界、政界发表声明外，公众
也纷纷表达自己的立场。
有媒体评论指出，真正需要担忧的，既不是

政府部门限制发表敏感信息的动议，也不是科学

上迅猛的进步，或者伦理学家深度的关切，而是
他们彼此之间自说自话，不倾听对方。
随着各方争论的不断深化，《自然》发布消息

称，NSABB 终于在 3月 29 日～30 日发表声明
表示，美国政府允许全文发表两篇论文。
声明提到，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召集

NSABB专家检查两篇论文中关于病毒在雪貂中
传染的部分内容的修改情况。经过慎重审议，
NSABB一致同意修改后的 Kawaoka草稿可以全
文发表，并以 12∶6的比例，同意发表修改后的
Fouchier论文的数据、方法论和结论部分。
但是，NSABB依然表示，作为一般原则，它

将大力支持不受限制的研究信息传播，除非该信
息能被直接滥用，进而对公众健康和社会安全构
成重大风险。修改后的数据不会提供足够的信息
以至于被立刻滥用，从而危害到国家安全，因此
支持发表。

Fouchier表示，现在的草稿包含一些附加内
容和解释，所以并不容易产生误解。“我们没有删
掉很多细节，这很令人高兴。”Fouchier告诉《中
国科学报》记者。
《自然》表示将尽快发表。
但是，卫生和人类服务部秘书 Kathleen Se-

belius表示，美国政府没有义务遵循NSABB的
建议，但是这份建议毫无疑问是极有分量的。

日本开发出紫外线照射下
可转化为液态的材料

新华社电通常情况下，固体被加热到一定温
度就会转变成液态，液体被冷却到一定温度就会
变成固态。而日本科学家新研发的一种固体材料
在紫外线照射下会变成液体，再用可见光照射就
能变回固体，不需要改变环境温度。

这种可在室温状态下依靠光照反复液化和
固化的光反应性新材料由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
究所纳米系统研究部门的科学家研发，在世界上
尚属首创。

根据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日前发布的
新闻公报，这种粉末状材料是以糖醇为骨架，组
合多个偶氮基的液晶性物质。因为偶氮苯是已知
的可在光照射下变换形状的物质，所以研究人员
用偶氮基来充当新材料的光反应性部位。用中心
波长 猿远缘纳米的紫外线照射这种新材料，材料逐
渐从黄色变成橘色，同时慢慢液化，最终完全变
成液体。再用中心波长 缘员园纳米的可见光照射，
液体颜色会重新恢复黄色，同时固化。这种液化
和固化能够反复进行。

公报说，新材料可望拥有多种多样的用途，其
中之一就是能够反复黏合和脱离的光反应黏合
剂。研究人员将液化后的新材料夹入两块玻璃板
之间，透过玻璃用可见光照射使其固化，之后进行
抗拉抗剪强度测试，发现每平方厘米黏合面能抗
大约 缘公斤的拉力。再用紫外线使黏合剂液化，发
现抗拉抗剪强度下降到不足原先的千分之六。

本项研究相关论文已发表在德国科学期刊
《高级材料》的网络版上。

报告称美多数州
没有“未雨绸缪”应对水问题

新华社电美国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日前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将给美国带来诸多与水
相关的深远问题，但美国只有约 圆园豫的州制订了详
细的应对计划，约 远园豫的州则几乎毫无准备。

这份名为《各州气候和水准备计划评估》的
报告认为，气候变化给美国带来的水问题包括更
剧烈、频繁的风暴、大量降水、海平面升高、水温
升高以及干旱事件频发等。报告预计，在气候变
化影响下，美国近 怨园豫的州可能会面临更频繁、
剧烈的风暴和洪水事件，近 猿远个州面临潜在的
水资源供应不足挑战。从中可以看出，一些州因
会同时面临风暴、洪水和水资源不足问题。

美国共分为 缘园个州及首都哥伦比亚特区。
报告将各州的应对准备分为 源个等级，其中加利
福尼亚、马里兰、纽约、宾夕法尼亚等 怨个州制订
了全面的适应计划，属于最高等级，而佛罗里达、
新墨西哥、弗吉尼亚、得克萨斯等 圆怨个州则几乎
没有采取应对措施。

报告呼吁各州采取行动减少发电厂、车辆及
其他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在提高能效领
域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全面评估本州的潜
在气候变化影响，制订全面适应计划并支持计划
的实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水和气候项目主任
史蒂夫·弗莱施表示，不断升高的气温和更多的
极端天气事件正影响着美国的家庭、美国人的健
康，消耗着美国人的财富。他认为，在气候变化问
题上，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在还来得及的时
候及早制订适应计划。 （任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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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麦哲伦望远镜
向 NSF说“再见”

科学家发现
决定植物“个头”的机制

新华社电日本一项新研究发现，植物体内
几种蛋白质的结合程度决定了植物的“身高”。
这一发现有望帮助提高农作物生产率。
植物会为适应环境而控制自己的高度，此

前研究已知，“耘砸耘悦栽粤”蛋白质作为一种受体，
与植物的高度有关，但其发挥作用的机制一直
未能探明。

日本奈良尖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研究
人员在美国新一期《国家科学院学报》网络版
上报告说，他们使用拟南芥，研究了在其茎部
内皮细胞中产生的“耘孕云蕴源”和“耘孕云蕴远”这两种
蛋白质，结果发现这两种蛋白质与“耘砸耘悦栽粤”
蛋白质结合后，拟南芥的“身高”会迅速增加，
如果这两种蛋白质出现缺陷，拟南芥“个头”会
明显偏矮。
生物体内存在决定其特性的“开关”，如同

钥匙插入锁孔才能打开锁一般，细胞受体只有
与配位体相配合才能发挥作用。研究人员发现
这两种蛋白质就是与植物长高有关的配位体。
研究人员说，通过阻碍或者促进这两种蛋白质
发挥作用，有望开发出不通过转基因也可控制
农作物高度的技术，从而提高其生产率。

（蓝建中）

美航天局延长多个
太空探测器任务期

新华社电美国航天局日前决定，将“开普
勒”太空望远镜、“斯皮策”红外探测太空望远镜
以及欧航局“普朗克”探测器美国部分的任务期
分别延长。

美国航天局表示，搜寻类地行星的“开普
勒”的任务期原定为 猿年半，今年 怨月即将结
束，此次将延长 源年至 圆园员远年 怨月 猿园日；“斯皮
策”的任务期将延长两年至 圆园员源年，届时项目
团队可以再度提出延长申请；“普朗克”项目美
国部分的任务期将延长一年。
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天文学首席科学

家迈克尔·沃纳表示，任务期的延长意味着科
学家可以继续利用“普朗克”研究宇宙的起源，
利用“斯皮策”研究星系、恒星、行星、彗星以及
小行星，而“开普勒”可以确定类似太阳系的恒
星系中究竟有多少比例的类地行星可能适合
生命。
“开普勒”于 圆园园怨年 猿月 苑日发射升空，是

世界上首个专门用于搜寻太阳系外类地行星的
航天器，它通过观测行星“凌日”现象在天鹅座
和天琴座的大约 员园 万个恒星系中搜寻与地球
类似的行星。

作为美国航天局四大天文观测平台之一，
“斯皮策”于 圆园园猿 年 愿 月升空，是人类送入太
空的最大红外望远镜，其任务期最初只有两年
半。“斯皮策”的红外探测灵敏度极高，与光学
天文观测设备相比，它的“红外眼”能够穿透尘
埃、气体，探测到茫茫宇宙中比较难感知到的
天体。
“普朗克”是宇宙辐射探测器，圆园园怨年 缘 月

升空。目前科学界普遍认为，宇宙诞生于距今
员猿苑 亿年前的大爆炸，作为大爆炸的“余烬”，
微波背景辐射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宇宙空间。
“普朗克”的探测结果将有助于科学家研究早
期宇宙形成和物质起源的奥秘。美国航天局负
责“普朗克”项目的数据中心及低频设备的运
行。 （任海军）

近 10年来，美国的两所大学联盟一直在进
行着一场建造陆基望远镜的竞赛———一旦建
成，这两部望远镜都要比迄今最大的光学望远
镜大数倍。

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主持的联盟计划在夏威
夷建造“30 米望远镜”（TMT），而由卡内基天文
台、亚利桑那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率领的另一
联盟则打算在智利建造一个直径 28 米的“巨
兽”，名为大麦哲伦望远镜（GMT）。

日前，造价 7亿美元的 GMT的背后团队已
经决定不向美国政府寻求任何的财政援助而修
建这架巨型望远镜。这一决定使得斥资 10亿美
元的 TMT计划成为联邦资助的唯一竞争者，从
而让美国政府能够在未来为其买单。

之前尽管这两个联盟都会从私人以及国际
合作伙伴那里筹措资金，但它们也希望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NSF）能够慷慨解囊。

TMT委员会成员 Richard Ellis表示，该研究
团队正在对一份提议进行收尾工作，并计划于 4
月 16 日的最后期限递交给 NSF以申请相关的

资助。
与此同时，GMT委员会却选择了退出。4月

2日，GMT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它将放
弃申请。GMT委员会主席 Wendy Freedman 在
写给 NSF 天文科学部门主任 Jim Ulvestad 的信

中写道：“经过审慎的思考，GMT委员会已决定
不再继续向 NSF申请资助，转而通过培育同美
国社会以及我们的国际伙伴之间的关系来发展
我们的计划。”

（赵熙熙 译自 www.science.com）

别坏了科学界的规矩
禽流感论文引发公共安全与信息公开之争

科学家研制出等离子体手电
不依赖外部电源，可有效杀菌

大麦哲伦望远镜已经在智利破土动工。 图片来源：Francisco Figueroa/GMTO

本报讯 在医院杀死有害细菌是一件难
事，而在野外，这就更是一个大问题了。如今，
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便携式“手电”，能够发
出冷等离子体射线，从而在几分钟之内杀死
细菌。

医学家一直对等离子体抱有很大的期望。
这种放电产生的由自由电子和离子构成的气
体已经被证明能够破坏病原体，帮助愈合伤
口，以及有选择地杀死癌细胞。科学家对于等
离子体的工作机制尚未完全搞清，但它似乎能
够在空气中产生一种所谓的活性氧。这些高活
性分子能够氧化细胞膜并损伤脱氧核糖核酸
（DNA）。

研究人员正在对等离子体设备进行临床
测试，旨在搞清它们是否能够安全地使用。但
这些设备原型却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它们
要么需要额外的电源以提供放电所需的数千

伏特的电量，要么需要外部的气体供给以维持
等离子体的数量。这些缺陷使得等离子体设备
很难在紧急呼叫、自然灾害响应，或军事行动
中加以应用。

如今，由中国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卢新培率
领的一个研究团队相信，他们研制的一种新装
置能够克服这些缺陷。研究人员将这种设备原
型称为等离子体手电，它由一个普通的 12 伏
特电池提供能量，并且在露天作业，没有气体
供给。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手提设备在哪里都
可以使用。研究小组成员之一、澳大利亚林德
菲尔德市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
的 Kostya Ostrikov 说：“该设备只需要非常低
的能量，即便断开墙壁电源也能够产生等离
子体。”

为了对这种装置进行测试，研究人员培育

了粪肠球菌（ ）厚膜，这种细
菌已知能够感染牙根管，并且耐高温和抗生
素。

研究人员同时利用一些生物膜作为对照
组，之后用这种等离子体手电在 5 毫米的距离
对这些样品进行了 5 分钟的照射。最后，研究
人员又用两种荧光溶液对全部样品进行了标
记———其中绿色溶液用来标记活细胞，而红色
溶液则用来标记死细胞。

结果表明，对照组依然是绿色的，而粪肠
球菌样本几乎都变成了红色。研究人员日前在
《物理学杂志 D：应用物理》网络版上报告了这
一研究成果。

与其他医疗设备一样，等离子体手电还必
须经历严格的临床测试。但 Ostrikov 表示，除
了使其更小并优化效率外，等离子体手电几乎
已是商业设备了。 （赵熙熙）

等离子体手电能够在几分钟里杀死细菌。
图片来源：《物理学杂志 D：应用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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