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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作为唯一禁止 IVF 的国家，其
做法或已侵犯了基本的人权。

图片来源：J. ARGUEDAS/EPA/Corbis

欧洲蜜蜂带来的致命寄生虫感染了巴塔哥尼亚当地的大黄蜂,使其数量大幅下降。
图片来源:Carolina Morales

欧洲航天局接纳波兰为成员国

新华社电 总部设在巴黎的欧洲航天局日
前宣布，该机构已与波兰政府签署协议，接纳其
为欧航局第 圆园个成员国。
欧航局发布公报说，欧航局局长让原雅克·

多尔丹和波兰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帕夫拉克 9月
员猿日在波兰首都华沙签署协议接纳波兰。批准
文书交由法国政府保存后，波兰正式成为欧航
局成员国，并以成员国身份参加将于今年 员员月
举行的欧航局部长级会议。
欧航局表示，该机构与波兰的合作可以追溯

至 员怨怨源年，波兰成为首批与欧航局签署和平利用
外太空合作协议的东欧国家。圆园园苑年，欧航局与
波兰签署合作协议，接纳其成为欧航局合作国。
据欧航局介绍，波兰积极参与欧航局的多

项科研任务，在太阳轨道飞行器、环境观测卫
星、微重力、卫星导航覆盖服务等方面与欧航局
开展密切合作。
波兰加入后，欧航局成员国达到 圆园个。其

他成员国包括奥地利、爱尔兰、比利时、德国、丹
麦、法国、芬兰、荷兰、捷克、罗马尼亚、卢森堡、
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西班牙、希腊、意大利
和英国。 （黄涵）

美污染地块治理
也强调“秋后算账”

新华社电美国环保署 9月 员源日以“构成
重大公共健康风险”为由，将分布在多个州的 员圆
个地块纳入污染场地（通常称作“棕地”）国家优
先目录，使目录中的“棕地”数量达到 员远苑远块。
那些造成地块污染的企业或机构想一搬了

之，恐怕不那么容易。环保署说，该机构下一步将
确认哪些企业、机构或个人应对这些地块的污染
状况负责，然后要求他们支付清理费或自行清理；
如果无法确认责任方，美国政府将代为清理。
环保署助理署长马西·斯坦尼斯劳斯说：

“清理污染对美国社区的健康至关重要，富有成
效地利用清理过的土地将提升资产价值，创造
就业并提升经济。”
不过环保署也说，由于启动治理的政府资

金可能数年内才能到位，“棕地”周围的居民可
能仍不得不生活在潜在环境污染中。
“棕地”是国际上对城市中高污染、高耗能

企业搬迁后遗留下来的地块的统称。美国国会
员怨愿园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
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
金”，授权环保署对全国污染场地进行管理，并
为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场地
建立国家优先目录。
超级基金制度设立以来，列在国家优先目录

上的 猿远园块“棕地”已得到治理。而有关环境赔偿
法规和对已搬迁污染企业“秋后算账”的措施，也
大大促进了企业对环保的重视。 （任海军）

动态

姻美国科学促进会特供姻
科学此刻晕OW

欧洲人到达美洲新大陆时，他们给当地人带
来了麻疹、流感和天花。现在，历史又在蜜蜂的世
界里重演。欧洲蜜蜂以及它们携带的寄生虫涌
入南美洲，科学家指出，这些昆虫可能会摧毁当
地的本土大黄蜂。

生活在南美洲的大黄蜂中的女王蜂是世界
上最大的大黄蜂。这种蜂一旦分散开来便能够
覆盖巴塔哥尼亚数千公里的土地，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它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唯一大黄蜂物种。
但是，它们巨大的体形并没有保证自己的安全：
近年来这些本土蜂类的数量在急剧下降。

为何大黄蜂的数量大幅下降？
最近，研究人员将怀疑的目光聚焦在了欧洲

白尾黄蜂（ ）身上。1997年，这种蜜蜂首
次引入智利，用来为农作物授粉。但是，这些欧洲
蜜蜂从温室里逃了出来，开始在野外授粉。2006
年，研究人员注意到巴塔哥尼亚地区出现欧洲蜜
蜂，几乎同一时间，本地大黄蜂开始从这一地区
消失。

科学家们怀疑，这两件事情之间存在联系，

可能是一种由“欧洲入侵者”带入巴塔哥尼亚的
致命单细胞寄生虫毁灭了当地蜜蜂。在一项新
研究中，研究人员鉴别了巴塔哥尼亚 3种蜂———
本地蜜蜂， 和另一种欧洲蜜蜂———身
上的寄生虫，发现该寄生虫能够严重危害蜜蜂，
它会造成蜜蜂内脏感染，进而扩散到身体的其他
部分。这会对蜜蜂的行为产生影响，提高工蜂的
死亡率，以及阻碍新蜂巢的建立。相关研究成果
发表在《生物入侵》期刊上。

研究人员指出，一般而言，这种寄生虫在欧

洲蜜蜂中极为罕见，只有 1%至 8%的生活在欧洲
的白尾蜜蜂中找到了该寄生虫。但是，生活在巴
塔哥尼亚的欧洲蜜蜂体内却普遍存在这种寄生
虫———差不多一半的白尾蜜蜂和当地大黄蜂受
到感染。

不过，科学家还提到，南美大黄蜂的锐减不
能仅仅归因于寄生虫的肆虐。例如，欧洲蜜蜂和
当地蜜蜂彼此间争夺食物，也会造成物种数量的
下降。

（唐凤 译自 www.science.com，9月 17日）

日本计划研究香烟所有成分

新华社电 日本厚生劳动省日前决定在今
年内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按香烟品牌分析
其所含全部成分，并研讨对烟草生产商加强监
管的措施以及有关被动吸烟问题的对策。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香烟中除了焦油

和尼古丁外，还含有香料等多种添加物，厚生
劳动省计划研究香烟中的全部成分，分析这些
成分燃烧时的化学变化，以更准确地把握它们
对健康的影响，并在今后的对策中有所体现。

厚生劳动省 圆园园园年曾组织过一次香烟成
分调查，但当时只是测定了事先选定的约 猿园
种有害物质的含量。而此次调查将选择日本消
费量最大的约 员园个品牌的香烟，按品牌分析
这些香烟中的所有成分，包括此前一直不明确
的致癌物质等的含有率也被列入分析范围，所
得数据将对外公布。

心脏病患者
怀孕生育须加强照顾

新华社电 许多患有心脏病的女性都担心
病情是否会影响怀孕生子，一项最新研究显
示，患心脏病女性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安全
地怀孕和生育小孩，但有一个重要前提是要加
强对患者的照顾。
《欧洲心脏病学杂志》刊登报告说，一个国

际研究小组调查了 圆愿 个国家中 员园园园多名患
有心脏病的孕妇的资料。分析显示，虽然她们
在孕期的死亡率与普通孕妇群体相比要高很
多，但死亡率本身不高，只有约百分之一，绝大
多数人都能够安全地怀孕和生育。
在不同种类心脏病的患者中，心肌患有疾

病的孕妇在孕期死亡或出现健康问题的几率是
最高的。参与研究的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教授马
克·约翰逊说，这是因为她们的心脏在孕期需要
泵出比平时多 缘园豫的血液，这会对心肌造成很
大负担，如果心肌患有疾病就会导致许多问题。

而另一方面，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孕妇情
况往往较好，在孕期死亡或是出现其他健康问
题的几率较小。研究人员认为，这倒不是因为
先天性心脏病本身的影响小，而是由于从小就
知道病情的患者可能会一直得到较好的照顾，
减少了孕期风险。
另一项比较也佐证了对患心脏病的孕妇加

强照顾的重要性。在发展中国家，患有心脏病孕
妇死亡率达 猿援怨豫，而在发达国家只有 园援远豫；这些
患者腹中婴儿的死亡率在发展中国家为 远援缘豫，而
在发达国家只有 园援怨豫。这些数据说明患病孕妇所
享受医疗条件的不同会造成很大的区别。

据介绍，这项研究是全球首次对患心脏病
孕妇的大规模统计。研究人员总结说，绝大多
数患心脏病的孕妇都能够安全度过孕期并生
下小孩，但这个过程对孕妇身体状况进行密切
关注并加强照顾是非常重要的。 （黄堃）

国际空间站
三名宇航员顺利返回地球

新华社电俄罗斯飞行控制中心 9月 员苑日
宣布，国际空间站 猿名宇航员乘坐“联盟 栽酝粤原
园源酝”载人飞船，在哈萨克斯坦境内顺利着陆。

这次返回地球的是俄罗斯宇航员根纳季·
帕达尔卡、谢尔盖·列温和美国宇航员约瑟夫·
阿卡巴。为确保他们安全着陆，俄罗斯航空运输
署出动了 猿架飞机、员圆架直升机和 远辆搜救车
保驾护航。猿名宇航员在出舱后，先在搜救车上
接受医生检查，然后乘直升机前往哈萨克斯坦
卡拉甘达机场，再从那里转飞机返回莫斯科。

帕达尔卡、列温和阿卡巴在国际空间站期
间进行了一次太空行走，接收了一艘日本
匀栽灾原猿货运飞船和俄“联盟 栽酝粤原园缘酝”载人
飞船，并完成了 源园多项科学实验。
目前，新一批前往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已

经确定，俄罗斯宇航员奥列格·诺维茨基、叶夫
根尼·塔列尔金和美国宇航员凯文·福特计划
于 员园 月 员缘 日乘坐“联盟 栽酝粤原园远酝”飞船前
往空间站。 （贺颖骏）

大黄蜂的困境

本报讯（记者赵路）这或许算得上是一条靠
谱的“小道消息”———美国宇航局（NASA）的一
项旨在测量月球引力场的项目取得了首个成果，
表明月壳的厚度仅为之前预想的一半。

据《自然》杂志报道，在 9月 13 日于美国马
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 -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
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行星科学
家、NASA重力恢复与内部实验室（GRAIL）项目
的首席科学家 Maria Zuber，展示了一幅清晰的、
高分辨率的月球引力地图，该地图是利用今年 3
月到 6月之间由 GRAIL的两架探测器采集的数
据绘制而成的。
“与‘月亮女神’和‘月球勘探者’相比，我们的

分辨率要强上 3到 4倍。”Zuber表示———她所提
到的是之前绘制月球引力场的两项任务。NASA尚
未公开出版或发布 GRAIL的研究成果，因此 Zu-
ber也不便于向公众透露太多的内容。

然而她的谈话，以及研讨会与会者的那些激
动的表情，意味着随着 GRAIL的发现在未来几
周内公之于众，其对于科学家理解月球的起源和
早期进化将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作为 GRAIL的两架探测器，在 NASA的一
场竞赛中由小学生命名的 Ebb和 Flow 于 2011

年发射升空。第一架探测器于当年 12月 31日开
始围绕月球运转，而另一架则于第二天加入了这
一行列。今年 3月，它们开始详细绘图。这两架探
测器交换了无线电信号，记录了其相对位置的波
动，它们能够用来揭示因月球引力场变化而导致
的微弱加速和减速。

这项任务的平均海拔高度为 55千米，大大
低于重力恢复和气候实验（GRACE）———为了避
免大气摩擦而不得不飞得更高的一项类似的地
球引力测绘任务———所采用的轨道。偶尔，
GRAIL小组也会让探测器的海拔低于 20千米，
从而进一步改善数据的分辨率。Zuber说：“没有
什么比飞得低更重要。”

在此次研讨会上，Zuber向拥挤的听众出示
了 3项研究成果。首先，月壳似乎比之前想的要
薄。当月球地质学家第一次评估月壳的厚度时，
使用的数据来自由阿波罗号宇航员放置的地震
仪，并计算出月壳大约有 60千米厚。随后的分析
将其减少至 45千米。如今，Zuber说，GRAIL的
分析结果显示，月壳的平均厚度仅为 30千米。

这激起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卡耐基科学
研究所的行星科学家 Linda Elkins-Tanton 的兴
趣。她说：“月壳的厚度是一个令人惊讶且值得回

味的研究月球起源的线索。”
Elkins-Tanton表示，研究人员更感兴趣的

是由 GRAIL所发现的月壳厚度的变化，这是因
为科学家已经无法解释为什么与内侧月壳相比，
远端的月壳要更厚。假设平均厚度为 30千米，则
月壳的一些内侧区域可能出乎意料的薄，这将是
非常难以模拟的。

第二个发现是月球引力场的变化与其地形
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Zuber表示：“对我而
言，这才是最让我感到惊讶的地方。”这意味着月
球的引力场很有可能是被其表面深深的陨石坑
所控制，而非内部的构造。Zuber表示，与其他天
体相比，例如火星、金星和地球，地形与引力之间
的这种关系可能更适合于月球。“事实上它让你
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了解其他岩石行星。”

Zuber透露，第三个发现是 GRAIL无法证
实之前曾被假设存在于月球表面的一些更大且
更古老的撞击盆地。通过定义那些位于明显的陨
石坑下的可能构成更大的撞击盆地的区域，研究
月球表面的科学家试图解开有关小行星碰撞的
历史，此举不但能阐明月球的进化，同时还有助
于了解太阳系内部其他天体的情况。但 Zuber表
示，GRAIL并没有找到多少这样假设的盆地。

Zuber并没有讨论 GRAIL的一个最关键的
目标———了解月球深处的内部结构以及月核。印
第安纳州圣母大学的月球地质学家 Clive Neal
表示，这需要更多的时间，从而对数据进行更为
复杂的解析。Zuber说，来自 GRAIL的主要任务
的数据已经进行了处理和分析，这使任务的进程
提前了一年。

美月球引力测绘项目取得重要成果

月壳厚度或仅为 30千米

GRAIL并没有找到太多的假设中的古老撞
击盆地。 图片来源：NASA/JPL-Caltech/MIT

本报讯泛美人权法庭正在考虑，哥斯达黎
加———全球唯一全面禁止体外受精（IVF）的国

家———的相关禁令是否已经侵犯了基本的人权。设
立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市的这一法庭负责裁
判整个中美洲及南美洲侵犯人权的案件，它在上周
审理了反对哥斯达黎加此举的夫妇提出的上诉。

预计将于未来几个月出台的最终审理结果
很可能迫使哥斯达黎加取消它的禁令，并改进
IVF。然而科学家担心的是，如果这一禁令得到
支持，那么它将为与健康有关的法律开启一个糟
糕的先例，包括有人可能会为与人体有关的实验
设置一条禁令，例如药物实验。

世界卫生组织生殖健康与研究部发言人 Sh-
eryl Vanderpoel表示，尽管还有其他几个国家没有
监管 IVF，或实际上并不提供生育治疗，但哥斯达
黎加是唯一一个全面禁止此项治疗的国家。

IVF在 1995年至 2000年之间在哥斯达黎加

是合法的，但相关法律随后却被该国的立法法院
所取消。
“这个国家在解释生命权时犯了一个错误：

作为一个人那样看待受精卵，事实上，并非所有
的胚胎都能够变成新生儿。”该国在禁令颁布前
唯一提供 IVF服务的圣何塞市哥斯达黎加生育
研究所所长 Gerardo Escalante表示，“目前的形势
是歧视那些患有生育疾病的人，特别是那些没有
钱去国外治疗的人。”

体外受精（IVF）又称试管婴儿，是指分别将
卵子与精子取出后，置于试管内使其受精，再将
胚胎前体———受精卵移植回母体子宫内发育成
胎儿。试管婴儿是用人工方法让卵子和精子在体
外受精并进行早期胚胎发育，然后移植到母体子
宫内发育而诞生的婴儿。 （赵熙熙）

人权法庭审查唯一禁止试管婴儿的国家

选自美国 Science杂志袁
圆园12年 9月 7日出版 有机气溶胶在夜间增长

通过大气化学反应形成的有机气溶胶在夜
间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并会助力由燃烧化石性
燃料所产生的氮氧化物污染物。有机气溶胶占了
大气较低层中近半的小颗粒，因此它们对气候和
人类健康会有显著的影响。研究人员所了解的许
多有关有机气溶胶产生的情况来自受到控制的实
验室的试验，但现在 Andrew Rollins及其同事在
加利福尼亚贝克斯菲尔德上空对它们的自然浓度
进行了检测。他们的观察揭示了气溶胶的重要的
夜间增长模式，气溶胶会随着较高的氮氧化物浓
度而增加，并在有可与硝酸盐———这是形成有机
气溶胶的一个中间步骤———相互作用的高浓度有
机分子存在时降低。他们的发现提示，减少氮氧化
物排放———例如，通过使用燃烧较为清洁燃料的
汽车引擎———可帮助减少气溶胶的产生。

一种罕见但可治疗的自闭症形式

研究人员在一个叫做 BCKDK的基因上发现
了突变，这些突变看来导致了一种与癫痫和智力障
碍有关的罕见形式的自闭症。然而，这种特殊形式
的自闭症似乎在小鼠中是可被治疗的，这提示类似

的治疗可能也会令人类患者受益。Gaia Novarino
及其同事对两个有受到自闭症、癫痫和智力障碍影
响的孩子家族的外显子组———或基因组中的编码
区域———进行了测序。据研究人员披露，一个家族
为土耳其人血统而另外一个家族的祖先来自埃及；
这两个家族都在 BCKDK基因上表现出了相同的
失活突变。Novarino及其他研究人员接着在小鼠
身上进行了试验并发现，当 BCKDK失活时，这些
啮齿动物会出现诸如震颤、癫痫发作及后肢抱握瘫
软等神经系统异常。通过给那些 BCKDK缺乏的
小鼠提供富含支链氨基酸，或 BCAAs———这种氨
基酸因为 BCKDK突变而减少———研究人员能够
逆转那些异常中的某些情况。他们说，在病人中，富
含 BCAAs的饮食可帮助将血浆 BCAA水平正常
化。合起来看，这些结果提示，有可能确认由特定突
变———如那些在BCKD上的突变———引起的罕见
遗传性疾病的患者，并可通过对病人外显子组进行
测序及将个体基因与他们的基础生理学挂钩从而
朝着治疗的方向迈进。

人类基因组中
究竟有多少使我们成为人类

研究人员报告说，人类基因组中的一大片

与其他哺乳动物不相共有的部分受到了进化的
“约束”，这意味着这些区域可能对我们人类生
物学特有的方面而言是具有本质性的。人类基
因组的大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被转录，但其中只
有一部分是进行蛋白质编码或调控基因表达
的。余下的 DNA的功能及其对人类生物学的
必要性在大体上是未知的。 Lucas Ward 和
Manolis Kellis 在检查来自千人基因组和 EN-
CODE项目的资料时对那些与其他哺乳动物所
不相共有的人类基因组区域进行了研究。在这
些区域中的一个广泛范围的基因组成分看来处
于人类特有的进化约束之下，其中包括 4%的功
能仍然未知的基因组。这些成分具有生物化学
上的活性，即便它们不是直接与基因相关，且它
们显示出相对较低的序列多样性，提示有害变
异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通过“净化选择”被清
除了，而该“净化选择”存在于人类进化的演化
轨迹之内。

连接遗传变异与人类疾病

比较许多不同个人———他们中有些患病、
有些健康———基因组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大量
的与某些疾病相关的基因变异体。一项新的报

告将这一资讯整理成一幅更为完整的图像，即
这些变异体中有多少———这些变异体相对次
要且它们本身常常不会影响蛋白质序列———
促成了诸如多发性硬化、克隆氏病和心脏病。
Matthew Maurano 及其同事分析了在 EN-
CODE 项目、路线图表观基因组学计划及千人
基因组计划中所研究的数百个人类细胞和组
织样本。他们确认，许多非编码的、与疾病相关
的变异体位于调控性 DNA附近，调控性 DNA
是控制不同基因表达的体系的一部分。这些变
异体的调控角色对特定组织类型和发育阶段
表现出了特异性。这些发现为确认复杂的人类
疾病的遗传基础提供了一个框架。例如，研究
人员发现与诸如 I 型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
炎、克隆氏病及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的
DNA 序列变异中有 24.4%处于那些与一组特
殊的转录因子结合的位置之内，从而凸显了对
自身免疫性疾病而言重要的某调控网络的一
部分。Eric Schadt 和 Rui Chang在一则相关的
《观点栏目》中讨论了该研究，并提出，来自像
这种研究的见解可显著改善研究人员的构建
最能定义某种特定疾病的某种蛋白质的概况
或“生物标记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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