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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携带的
sasX基因能够遗传，并且能传播到其他菌株中。

图 片 来 源 ：K. LOUNATMAA/SCIENCE
PHOTO LIBRARY

动态

本报讯（记者唐凤）研究者们正在鉴别一种
可以提高耐抗生素类细菌中一些菌株毒性的基
因，以期望能够找到对抗超级细菌的秘密武器。

耐青霉素酶的半合成青霉素———甲氧西林
（methicillin）在 1959年应用于临床后曾有效地控
制了金黄色葡萄球菌（S. aureus）的感染。但是之后
不久，英国学者 Jevons就在 1961年首次发现了耐
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有超级病菌
之称的MRSA从发现至今感染几乎遍及全球，是
引起全球性医院内感染的重要致病菌之一。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性疾病研究院（NI-
AID）分子微生物学家 Michael Otto和同事们集
中研究了 MRSA种群中一种非常稀有的遗传元
素，以揭示 MRSA毒性的分子基础。

当研究者们确定名为 sasX的基因能够编码
一个固定在金黄色葡萄球菌表面的蛋白质时，他
们怀疑自己可能找到了一些可以增强该细菌传
染能力的东西。

果然，Otto 实验发现存在 sasX 的菌株会比
那些缺乏该基因的同类菌株更紧密地附在小鼠
的鼻腔内。除了呼吸感染之外，金黄色葡萄球菌

也会引起疖子和皮疹等皮肤感染。在这些类型
的感染中，含有 sasX的菌株也会对小鼠产生更
严重的损害。该研究结果发表在了本周的《自
然—医学》杂志上。

研究者们提到，促使细菌产生更强毒性的原
因之一是携带 sasX 的细菌会紧紧地聚合在一
起。“我们认为当这些细菌聚合在一起时，人体的
白细胞将更难吞噬或杀死它们。”Otto说。

另外，研究者还发现 sasX也会蔓延到其他
菌株。在 2003~2005年间采集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样本中，细菌携带的 sasX有 95%来自 ST239 菌
株。但是，在 2009~2011年间采集的样本中，这个
比例下降到了 72%。而且像其他很多基因一样，
sasX可以从一个菌株“跳”到另一个菌株，还能够
在世代中遗传。

虽然 sasX看似在亚洲更为流行，Otto 指出
该基因应该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们还没有在
其他地方发现 sasX，但是不代表一定没有，”Otto
说，“而且这些菌株有传播性，这将会导致一定的
危险性。”
“像所有好的研究报告一样，这项研究引申

出了很多附加问题。”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病理
学和基因医学部主任 James Musser认为。有时候
一方面能力的提升将会以另一方面能力的削弱
为代价，Musser 指出，如果 sasX 也能够削弱
MRSA的其他一些功能，那么这些携带 sasX的
菌株对医院来说可能依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它们
也许不会对那些能够更好地战胜传染病的健康
个体产生损害。

另一方面，sasX 可能在不同类型的 MRSA
中产生不同效果的毒性。“但是，我们不能通过利
用感染人群进行实验而得出答案，因此我们只能
观望。”Musser说。

有人认为，描绘 MRSA的最大毒性版本将
能帮助研究人员找到对抗该细菌的方法。迄今
为止，MRSA 并没有科学有效的疫苗，但是，
MRSA引起问题的范围已经大到足以引起人们
高度重视。2005年，在美国估计有 18650人死于
MRSA感染，已经超过了艾滋病的死亡人数。
“一旦找到能够增强细菌毒性的基因，就有

望研制出对抗它的疫苗。”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
心传染病医生 Frank Lowy提到。“到目前为止，

主要观点还是融合不同的与毒性有关的蛋白质
到单一疫苗中，”他说，“而 sasX有可能提供另一
个好的目标。”

多国致力推广地球日理念

新华社电 4 月 22 日是第 43 个世界地球
日，全球多国以各种活动形式向民众推广珍惜
资源、保护环境的理念。

美国历来比较重视地球日，纽约市就有大
大小小的各类环保活动和讲座配合地球日的
主题。

纽约市政府率先推出一项持续一个月的
大规模回收有毒有害家庭日常用品活动，目的
是加强市民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处理的意识，让
他们了解随便丢弃旧手机、旧电池、旧电视机
等旧电器，以及各种洗涤剂、化学制剂等都会对
环境产生危害。在纽约的法拉盛地区，市政府还
组织居民调查长岛海湾垂钓区的水质清洁度，学
习废品回收再利用知识。

一直非常重视环保的日本，也在 22 日当
天举行了多项地球日主题活动，其中规模最大
的一个在东京涩谷区的代代木公园举行，各种
生态用品、节能环保技术齐聚一堂，吸引大批
市民到场。

活动现场大大小小各类展位，从多个角度宣
传环保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比如一个名为“东
京油田 2017项目”的展位前就摆满一个个油桶，
这里正开展回收废弃食用油的宣传活动。工作人
员介绍说，他们力争在 2017年使东京的废弃食
用油实现完全回收，在东京创造出一个大油田。
利用废弃的食用油，不但能制作洗手液，还可制
作生物柴油供车辆使用。

地球日的理念在环境优美的南非也得到很
好的响应。南非政府和民间组织 22日在开普敦
发起“非洲绿色校园倡议”，号召全非洲的学校在
保护环境和遏止气候变暖方面发挥更重要作用。
为配合这一倡议，南非多所大学分别举办了相关
主题的讲座等活动，推广“绿色”理念。

据介绍，“非洲绿色校园倡议”将包含以下内
容：高等院校带头采取节能减排措施，如建设节
能和低排放的“绿色”建筑；增设环保课程，向学
生传授更多应对气候变暖的知识；帮助社会开发
“绿色”能源等。

南非高等教育与培训部长布莱德·恩齐曼
德在开普敦一个活动上发表讲话说，这一倡议
的启动表明，非洲国家不仅作出了保护环境和
应对全球变暖的承诺，而且正积极采取行动。

在英国，虽然没有举行大型的地球日主题
活动，但当地民众在生活中并不缺乏环保理念
的实践。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在伦敦摄政公
园池塘边搭起一个棚子，提供专门的望远镜供
人们观察水鸟，并用书籍海报宣传鸟类知识，
如果人们愿意，还可捐助一点零钱帮助保护鸟
类。

协会工作人员凯蒂·黑尔说，当天的活动
适逢地球日，虽然这项活动主要关注鸟类，但
其精神与地球日一致，都是倡导保护环境，让
人和动物能更好地共享地球这个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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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变暖
脚步未停

巴西库里蒂巴智能公交系统
为全球提供范本

新华社电大城市普遍面临人口膨胀、交通
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为寻找解决方案，位于
巴西南部的库里蒂巴从多方面入手，优化公共
资源配置。这其中，当地政府对公共交通这一城
市命脉的创新改革，成效尤其显著。库里蒂巴也
因此成为创建未来智能城市的先行地区。
库里蒂巴市公交系统在效率、舒适度和便

捷度方面已为全球公交系统设立新标杆。有人
计算过，当地公交网络每小时的客运量可与人
口翻倍的里约热内卢市的地铁客运量相当，所
需投资仅有地铁的百分之一。
便捷的公交系统让很多市民放弃自驾车出

行，当地私家车保有量超过 50万辆，但平日仅
有不到三成的车主选择自己开车上下班。
库里蒂巴还将无线通信技术运用到公交系

统中去，让运营效率进一步提高。近年来，管理
当局同无线通信方案提供商爱立信以及巴西最
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 灾蚤增燥公司合作，构建一个
新型智能公交系统。另外，库里蒂巴在全球范围
内率先采用以 猿郧无线通信为基础的公交解决
方案。目前，当地绝大部分公交车和公交站已通
过移动通信模块接入本地 猿郧网络。 （王帆）

埃及口蹄疫疫情不断蔓延

新华社电 埃及防疫部门最新统计显示，
埃及自 2月 26日暴发口蹄疫疫情以来，疫情
不断蔓延，目前共有约 8.03 万头牲畜感染口
蹄疫，死亡牲畜达 1.8 万多头，其中大部分为
牛犊。

埃及防疫服务总局官员阿卜杜勒·舒库尔 4
月 22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局已经向疫情较为
严重的 11个省份供应了 60万支新型口蹄疫疫
苗。这种新近研制的疫苗属国产疫苗，实验证明
该疫苗在预防 SAT2型口蹄疫病毒方面比此前
进口的疫苗更为有效。

他说，这批疫苗预计将生产 200万支，第一
批次的 60万支疫苗已率先投入使用。
据报道，此前埃及的口蹄疫疫情由Ａ型和

O 型病毒感染，而此次暴发的口蹄疫疫情由
SAT2型病毒感染，这在埃及还是首次。早前报
告显示，埃及西部省、代盖赫利耶省和亚历山大
省的口蹄疫感染率在全国居前三位。
口蹄疫是感染性极强的动物传染病，主要

以牛、猪为传播对象，绵羊和山羊同样可能感
染。 （陈聪李来房）

美官员表示愿在环境教育
领域与中国加强合作

新华社电 美国环境保护署署长莉萨·杰克
逊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环保署愿意通
过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多种途径和方式，与中
国加强在环境教育领域的合作。
她说：“在环境教育方面，美国环保署与中

国政府有着长久的合作。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
是省一级合作层面，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都已
是长期伙伴。”

杰克逊表示，美国环保署一直致力于在环
境教育方面举办国际合作课程和项目，愿意继
续与中国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不过，环保署期
待的国际合作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方式。“环
保署目前已开始注重通过社交媒体开展国际合
作，我们很高兴与我们的国际伙伴分享这些方
面的收获和经验。”
杰克逊说，希望通过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社

交媒体中的互动和思想碰撞，找到更多有关环
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郭爽）

对“全球变暖”这一观点持反对态度的人
提醒公众：世界气候并未变暖，至少，在过去
大约 10 年的时间里是这样的。然而，他们所
说的仅仅是大气层的情况。海洋学家们通过
对地球最大的热量储存库———海洋进行测量
之后，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上发表了他们
的研究报告。

该报告指出，在过去的 10年里，由温室效应
所导致的全球变暖正毫无疑问地快速进行着，
更不用提过去的半个世纪之间。被持续增加的
温室气体所截留的热量，有 93%进入了海洋，而
非大气层。因此，对于测量全球变暖来说，海洋
温度是最具综合说明意义的数据。

一群来自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科
学家修订和更新了他们近 10年来记录的温度观
测数据，这些数据反映了海平面以下 2000米海

水的温度情况。如图所示，图中带短竖线的红色
曲线表明，海平面以下 2000米的海水所储存的
热量在过去 20年间呈稳定上升的趋势。而在过
去的 50年里，海水表层温度上升的幅度如此之

大，以至于如果把这些热量累积起来的话，足以
使接近海平面的底层大气温度上升 36℃。
（郭勉愈译自 www.science.com，4 月 23

日）

超级细菌或遇“克星”
能够提高MRSA毒性的基因将提示未来疫苗的发展目标

红色曲线表明过去 20年表层海水温度呈稳定上升趋势。
图片来源：S. Levitus et al., Geophys. Res. Letts.;@AGU 2012

美国国家海洋研究计划遇冷
本报讯 日前，一直“躲藏”在美国国家海洋

和大气管理局（NOAA）“怀抱”中的国家海洋研
究计划（NURP）又遭遇另一个巨大障碍。

实际上，NURP 在美国政府方面一直遭受

冷遇。今年早些时候，奥巴马政府就提议取消
已经 32 岁“高龄”的 NURP。目前该计划拥有
大约 400万美元的预算。尽管深海研究者们一
直呼吁“拯救”NURP，但是美国众议院的一个
经费开支审查小组近日宣布他们也支持结束
该计划。

上周早些时候，一份伴随预算案同时公布
的报告指出，一个对 NOAA负责的拨款小组委
员会建议精简 NURP，并且将它归入到 NOAA
旗下的海洋勘探和研究（OER）办公室。报告还
提到将减少或者最多维持 NURP现有的潜艇和
水下机器人队伍。

目前尚不了解当 NURP并入到 OER 后将
保留多少预算。但是有预算报告声明：“NOAA
能够将财政拨款中的 400万美元用于巩固目前
在墨西哥湾和太平洋中部地区的伙伴关系。”有
人认为这些内容给了 NURP的两个总部设在夏
威夷大学和密西西比大学的中心一线希望（还
有两个中心分别设在阿拉斯加州和佛罗里达

州）。
很明显，政府预算希望保留部分 NURP项

目，设立在夏威夷大学的夏威夷海洋研究实验
室（HURL）主任 John Wiltshire说。同时他补充
道，报告还显示将集中力量支持自主式水下航
行器（AUV）项目———可以在水下自主运行的机
器人，这对 HURL来说没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因
为 HURL负责研发三个有人驾驶研究潜艇中的
两个，以及一个新的远程操作运载设备。而这对
负责研发 AUV的密西西比大学来说是一个好
消息。

其实，NURP 对改组和预算削减并不陌
生。近年来，它一直在大幅预算削减中踟蹰而
行———从近十年前的 1800 万美元到现在的 400
万美元。而当总统 2013年预算案打算将 NURP
整个砍掉时，深海研究者们开始了在立法者面前
的请愿行动。Wiltshire提到他也曾经与参议员们
谈到拯救NURP的部分项目，他同时也希望舆论
能够回到对该计划的认可上。 （张章）

NURP的潜艇正在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图片来源：Greg McFall, NOAA

英国设立海岸线预测研究新项目

英国日前批准一项关于预测英国海岸线未
来 100年变化状况的项目———iCoast项目，旨在
建立描述并预测海岸线沉积系统长期变化的新
方法以改进海浪泛滥和海岸侵蚀的长期风险管
理，项目为期 4年，经费总额为 290万英镑。项目
由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NERC）和英国环
境署（EA）共同资助。

iCoast将突破目前模型的限制，建立变化环
境下的海岸侵蚀行为预测模型。该预测模型将在
区域尺度范围内耦合应用，解决气候应力、沉积
物补给、地貌侵蚀和洪水带来的风险管理问题，
促进长期海岸工程及其管理的发展，为海岸管理
者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案。
而 iCoast 项目之所以将预测时限设定在

100年之久，科学家解释称，为应对气候变化的
挑战，在海浪泛滥和海岸侵蚀风险管理方面，必
须作出重大调整，即在管理尺度上必须强调在更
长的时间内（从十年到百年）对海岸线位置及其
结构变化进行研究和预测。 （郑文江）

科学家发现海洋新物种

最近，科学家们专门研究了新西兰附近海域
的一群被称为“弯齿钩虾”的亲缘关系较近的物

种，发现了该属的一个新物种，并证明了该属的
所有物种并非都来自同一个祖先，此发现对了解
该科的物种起源有重要意义。这项发现发表在
PLoS ONE杂志上。这是科学家第一次通过研究
弯齿钩虾属中物种的基因而不是其形态特征来
探寻属内成员之间的进化关系。研究小组发现，
该属物种之间的差异比他们之前预计的更大。据
此制作的“弯齿钩虾”的进化树显示，该属内还有
众多物种有待发现。
在这次调查中，研究者们还发现了一个新

种，该新种是近两年来在南半球发现的该科第 5
个新种。科学家惊奇地发现，新西兰附近海域弯
齿钩虾属的所有物种并非起源于同一个祖先。
“弯齿钩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地球其他区域
可能存在同样的进化方式，还有待于我们的深度
挖掘研究。
地球海洋中 80%是寒冷、黑暗、未探索的深

海。人类所知道的关于深海的知识还不如月球的
知识多。要了解深海，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郑文江）

研究表明某些先进炉灶的污染
可能会超过传统泥灶

科学家对先进炉灶和传统泥灶之间的污染
进行直接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一些先进炉灶有时

候会释放出更多的黑炭、粉尘、颗粒等有害物质，
这比传统泥灶或露天火灶更容易造成严重的健
康问题和环境污染。发展中国家将先进炉灶作为
解决污染问题的新希望，而这个报道引起了它们
的关注。该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ACS）
的《环境科学与技术》期刊上。

Abhishek Kar、Hafeez Rehman、Jennifer Bur-
ney以及其他同事共同研究发现，在南亚、非洲
和南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数亿人，由于日常生
活中的做饭、取暖和照明都要靠传统泥灶和石
炭燃烧，因而他们每天生活在煤烟、微尘之中。
如果把这些的烟尘深深吸入肺部，就会造成如
同吸烟一样的健康问题。此外，排放到大气中
的黑色烟尘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因素之一。

援助机构和政府一直在寻求传统炉灶、用
火取暖和照明的替代品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
一直将先进炉灶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先
进炉灶增强了空气流通，有些还具有太阳能供
电的风扇加强木材和其他燃料的燃烧程度，一
般具有更加洁净的特点。然而，到现在为止，缺
乏有效的现实生活中利用先进炉灶的数据来
证实它的优越性。

苏里亚项目（Project Surya）主要内容是量
化先进炉灶和清洁烹饪技术对人和环境的影
响，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在印度的
一个村庄中对真实的家庭作研究，针对 5 种样

式的先进炉灶和传统泥灶展开对比研究，测量
了每个炉灶的黑色煤烟的排放量。研究发现，
对传统炉灶加强了鼓风增加燃料燃烧程度比
任何其他先进炉灶清洁。然而，不同类型的先
进炉灶的黑炭浓度变化显著，而且相同的炉灶
一天内的浓度也是有变化的。出人意料的是一
些自然通风的先进炉灶，比传统泥灶偶尔会排
放更多的黑炭微尘。 （马翰青）

多个国际组织联合发布蓝碳政策计划

人类引发的大气和海洋碳排放是造成全球
气候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抑制气候变化意味着既
要消除大气和海洋的碳，又要避免产生新的碳排
放。蓝碳（Blue Carbon）是储存于滨海和海洋系统
的碳。与成熟的热带森林相比，红树林、海草和盐
沼等滨海生态系统能从海洋及大气中储存和转
移更多的碳。除南极洲外，滨海生态系统广布于
世界各地。而该系统也是地球上消失最快的自然
生态系统。

一旦丧失，它们将停止吸收 CO2，并将数
百年存贮的碳释放出来，成为气候变化新的碳
释放源。蓝碳计划由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国
际海洋委员会牵头，许多国家政府、科研院所、
非政府组织、沿海社区、政府间和国际机构等

都积极参与。国际蓝碳政策工作组是该计划的
一个组成部分。 （王勤花）

冰雪减少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由于全球变暖的影响，每年地球上水结冰
的区域正在缩小。波特兰州立大学 Andrew G.
Fountain 等科学家通过数十年的研究发现，目
前对生态系统的一些影响正在显现出来。这些
影响包括捕食者和猎物之间关系的紊乱，生态
系统中碳与营养成分流动的变化等。科学家发
现一些大型动物（如企鹅、北极熊）正在面临栖
息地的丧失。
该研究描述了很多地区降雪的减少如何

威胁穴居动物，如何使得植物根系更容易受到
损伤。由于生活在海冰下的硅藻是磷虾的主要
食物来源，海冰的消失引起了磷虾数量的下
降，从而对以磷虾为食的海鸟和哺乳动物产生
影响。而消失的海冰似乎出乎意料地减少了海
水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吸收。冰川的融化加重
了淡水水体的污染，而且使得淡水水体中营养
物质增加，融化的河冰带动了更多的碎屑向下
游移动。
研究人员认为，如果想获得生态系统对不断

变化的冰冻圈复杂、级联响应的充分认识，定点、
长期和跨学科的研究将是必不可少的。（郭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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