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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决定黑猩猩是否聪明

本报讯聪明的黑猩猩通常也有聪明的后代，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认为，这体现了遗传因素对智
力的影响。近日，在线发表于《当代生物学》杂志的
一项研究为进一步弄清人类智力的进化以及基因
和心智能力的关系提供了线索。

美国亚特兰大市佐治亚州立大学心理学家
William Hopkins 领导的团队测试了 99 只年龄在
9~54 岁之间的黑猩猩，其中的大多数拥有共同的
祖先———生活在耶基斯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
的黑猩猩。黑猩猩面临一系列认知挑战，包括记住
食物在一个旋转物体中的位置、跟随研究员的目
光、用工具解决问题。

后续的统计分析显示，在不同的黑猩猩个体
间的表现差异中，有一半是由于遗传因素。

就人类而言，约 30%的儿童智力可以用基因
解释；对不太容易受到环境影响的成人，这一数据
约为 70%。并未参与该研究的荷兰阿姆斯特丹自
由大学行为遗传学家 Danielle Posthuma 表示，这
些数据和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黑猩猩的智力遗传性
研究所得的结论有一致性。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生物学家 Rasmus
Nielsen 说：“这个研究来得太晚了。过去有大量关
注人类智力遗传性的研究，但很少有涉及与我们
最近的‘亲戚’的研究。”

Nielsen 估计，深入了解黑猩猩智力的研究也
会遭遇和人类智力研究相类似的困难，例如评估
黑猩猩生长环境对智力的影响，或者当其还是胎
儿时，其他接触因素导致的影响。Nielsen 表示，比
较野生黑猩猩和圈养黑猩猩的智力遗传性的差异
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Hopkins 的团队目前计划进行重复试验，研
究对象是来自另一个生长环境的黑猩猩———这样
确保和耶基斯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黑猩猩
存在显著的基因差异。他希望确定和智力有关的
特定基因。研究人员已经获得了成功的开端：在 1
月发表于《科技报告》的文章中，Hopkins 和同事发
现，更擅长处理社交线索的黑猩猩存在某种特定
的基因（被称作 AVPR1A）变异，AVPR1A 被认为
和人类的社会行为有关。 （段融）

老年人营养不良易痴呆

新华社电俗话说，粗茶淡饭保平安。老年人
往往倾向于饮食清淡。而日本一项调查显示，如果
老年人血检项目中红细胞数、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俗称“好胆固醇”）值、白蛋白值偏低，其患老年
痴呆的风险会比较高。

东京都健康长寿医疗中心研究所研究员谷口
优率领的研究小组，对居住在群马县和新潟县的
1149 名 70 岁以上老人的生活状况和健康状态进
行了调查。将那些被怀疑已患上老年痴呆的老人
排除后，研究人员对其中的 873 人进行了平均 2.7
年的跟踪调查。

研究人员将老人们按照调查开始时的红细胞
数、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值、白蛋白值分为“低”

“普通”和“高”三组，调查这三项指标与此后认知
能力变化的关系。他们发现，上述数值低的一组老
人，与数值高的一组老人相比，前者认知能力降低
的风险是后者的 2 至 3 倍。 （蓝建中）

英国 2014年
法恩伯勒国际航展开幕

新华社电英国 2014 年法恩伯勒国际航空展
近日在位于伦敦西南的小镇法恩伯勒拉开帷幕。

英国首相卡梅伦出席航展开幕式，并宣布了
价值 11 亿英镑（约合 19 亿美元）的国防开支细
节。其中包括在无人机、特种部队以及收集全球反
恐情报等方面的资金数目。卡梅伦说，拥有“现代
化、技术性、先进和灵活的部队”是保护英国国家
利益的“国家必需”。航展组织者、法恩伯勒国际公
司首席执行官肖恩·奥姆罗德说，航展首日的大笔
订单“反映了大家期盼已久的乐观情绪和经济增
长的态势”。 （张滨阳刘石磊）

本报讯 数百万年前，向西流动的河水在穿
越今天巴西北部时出现逆转，进而向着大西洋奔
流而去，于是亚马逊流域诞生。之前有研究认为，
深埋于南美大陆地下的火热黏性岩流的逐渐变
化触发了水流逆转。但新计算机模型显示，河水

“大转弯”可能是发生在地表更常见的地质过程
“惹的祸”———尤其是沉积物持续侵蚀、活动和沉
积消磨了不断发展的安第斯山脉。

巴西圣保罗大学地球物理学家 Victor Sacek
表示，安第斯山脉位于南美洲西海岸内陆边缘地
区。该山脉中间部分在约 6500 万年前开始发展，
而山脉北部则在数百万年后才开始上升。但野外
考察显示，直到约 1000 万年前，亚马逊河并非目
前的形态。在此以前，落入亚马逊盆地的大多数
降雨向西流入若干湖泊中———这些湖泊沿着安
第斯山东部边缘形成，然后向北经由河道流入加
勒比海。由古老排水模型向现代结构转变导致的
地质过程一直处于热烈讨论中。

Sacek 表示，在山脉发展挤压地球外壳的巨

大重量下降时，安第斯山东部湖群在一个长水槽
中形成。但出于某些原因，数百万年来，水槽下方
地形缓慢上升，而湖泊则逐渐让位于面积堪比埃
及甚至更大的湿地。之后，地形进一步上升，湿地
也完全消失。之前有科学家提出，地幔中熔化物
质循环出现的变化，将安第斯山东部地区向上挤
压，因此改变了排水模型。

但新研究则将责任归咎于更“世俗”的因素：
侵蚀。Sacek 开发出一种计算机模型，其涵盖了安
第斯山脉发展、该地区地壳弯曲性以及气候因
素。（例如，随着山脉上升，它们截断了更多湿润
气流，并获得更大降雨量，这些反过来增加了侵
蚀程度。）

Sacek 提到，该模型模拟了过去 4000 万年中
南美地形的演变，这一时间始于安第斯山脉中部
诞生之后、东部侧翼上升之前。

研究人员在《地球与行星科学通讯》上在线
报告指出，模拟结果再现了地质记录中的许多证
据。最初，由于山脉挤压地壳形成水槽的速度快

于沉积物的填充速度，湖群形成于安第斯山东
部。然后，地势下沉速度减慢，安第斯山剥落的沉
积物不断积累，并逐渐填满湖群，然后地形升得
更高。最后，仅山脉东部的地形变得比亚马逊盆
地东部地形更高，这种变化开始于约 1000 万年
前，它为从安第斯山向大西洋提供了一个向下的
斜坡。

“侵蚀和沉积是强劲的势力。”法国傅立叶大
学地球物理学家 Jean Braun 说。Sacek 的模型显
示这些过程解释了南美洲北部的地质记录，他补
充道：“他们在正确的时间做了这些。”研究人员
还发现，每年被带到亚马逊河口然后被抛入海洋
的沉积物的数量可能在逐渐增加。“这是该模型
的一个很不错的预测。”Braun 说。

另一方面，Sacek 承认，该模型无法有效预测
大面积湿地（1600 万年前 ~1050 万年前形成于亚
马逊盆地中部）的尺寸、形状和持久性。但他注意
到，该地区地下的地幔循环变化可能在地形演变
中起了次要作用。Sacek 将试着把此类过程纳入

其未来地形模拟版本中，以便更好地解释地形是
如何演变的。 （张章）

动态

开采常用于现代电子产品中的稀有金属会
对环境造成很大破坏，尤其是二氧化碳造成的大
气污染。但总体来说，谈及金属对全球变暖的影
响，传统元素铁和铝要对此负主要责任。这是《公
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本周的一项针对 63 种金
属的综合环境分析得出的概要之一。铁（Fe）和合
金钢是最“脏”的一类金属，造成了工业二氧化碳
排放量的 30%。排在第二名的是铝（Al），占二氧
化碳排放量的 2%。位列第三的是钙（Ca，这一结
果可能出乎读者的意料），作为一种碱土金属，开
采钙是用于生产生石灰———水泥的一种成分。消

耗能量最多的工序往往不是将岩石挖出地表的
过程，而是提炼矿石。

总的说来，生产金属消耗了世界能源的 9.5%。
其他和生产有关的环境损害（例如酸性矿排水）
也和这些常见金属分不开。该研究的独特之处在

于，它梳理分析了每种元素的环境影响———尽管
很多元素在开采或处理过程中被组合在一起。这
份详细的分析有助于工程师设计更利于环境的
产品。

（段歆涔 译自 www.science.com，7 月 16 日）

气候变化
铁“驱动”

姻美国科学促进会特供姻
科学此刻晕OW

侵蚀、沉积让水流“急转弯”

新模型揭秘亚马逊河倒灌原因

图片来源：PHILIP MUSS

饥饿母亲或在后代 DNA 中烙下印记

本报讯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如果一只怀孕的
老鼠一直处于饥饿状态中，将会影响到雄性后代的
精子，进而对孙辈的健康造成影响。该研究提供了
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母鼠孕期所处的环境能够改变
幼鼠的 DNA 表达，而这种改变会传递下去。

已经有一系列的研究表明，环境压力对胎儿
健康的影响能够经由胎儿传给第三代。例如，1944
年，处于二战期间的荷兰孕妇所生的孩子及孙辈

在体型上会偏瘦小，且易于患肥胖症和糖尿病。动
物研究也证实了环境压力确实存在影响，例如研
究者将怀孕的老鼠置于有毒化学物质附近，导致
一些老鼠患上不孕症或在行为上发生改变并一直
延续了好几代———这些都不是基因突变能够解释
的。

一些科学家怀疑这种影响之所以能够传递下
去，是由于表观遗传变异，即 DNA 发生了化学改
质，使得一些基因被关闭或打开。一个由英国剑桥
大学遗传学家 Anne Ferguson-Smith 和美国哈佛
大学医学院糖尿病研究员 Mary-Elizabeth Patti 共
同领导的小组通过研究由营养不良的老鼠所繁衍
的两代老鼠后代的 DNA 证实了表观遗传变异的
观点。

该研究小组选取了处于妊娠期最后一周的老
鼠（雄性胚胎的原始精子在这一期间会被消除并重
新整合）作为实验对象，只为其提供所需卡路里总
量一半的食物。营养不良导致老鼠后代以及第三代
的体重过轻，且容易患糖尿病。

接下来，该小组检查了由营养不良的母鼠所
繁衍的雄性后代的精子 DNA。研究者将其与对照
组的雄性精子 DNA 对比后发现，前者精子中的化
学标记例如甲基原子团的含量较少。而甲基原子团

与新陈代谢密切相关，对过度肥胖和糖尿病有重要
影响。此外，甲基原子团的改变还会对一些身体组
织造成影响。

尽管营养不良老鼠的孙辈胚胎组织也会发生
相似的基因表达改变，然而这些组织中的 DNA 却
不会发生同样的甲基化差异。这意味着祖辈受环境
压力影响而发生的改变最终会消失，该小组将这一
结果在线发表于近日的 《科学》杂志。Fergu-
son-Smith 认为，发生在子辈老鼠精子上的甲基化
差异会对孙辈老鼠的胚胎造成影响，但这种影响不
会一直存在，因此不能将它与孙辈老鼠的疾病直接
挂钩。她说：“甲基化标记并不是一种长期记忆，不
会一代代传递下去。”

哥伦比亚大学遗传学家 Timothy Bestor 认为
该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该研
究使用的并不是近亲繁殖的老鼠，而是具有不同基
因的老鼠。尽管这样做能够让实验更加贴近人类社
会的现实，但也会引发新问题，即在营养不良的情
况下，只有特殊基因组合的老鼠才能生存下来。
Bestor 认为，因为基因同样也会改变对照组老鼠的
甲基化模式，所以这些基因差异可以归因于精子
DNA 的甲基化模式的不同，而不是营养不良直接
改变了甲基化模式。 （段歆涔）

1944 年，“荷兰饥饿之冬”对当时出生的胎儿
造成了健康影响。 图片来源：荷兰国家档案馆

吸食大麻损伤大脑反馈回路

本报讯 吸大麻会带给你美妙的感觉，但长
时间吸食大麻却会起到反效果。科学家已经发
现，大麻吸食者的大脑对化学品多巴胺（负责制
造愉快和奖励的感觉）反应不那么强烈。由于对
多巴胺反应迟钝，重度大麻吸食者可能过着一种

“云里雾里”的生活。
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华盛顿州和乌拉圭，

大麻已经“高调”合法化。然而，针对大麻的科学
研究还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大麻包含很多化学成
分，但科学家未能完全弄清这些成分如何相互作
用并产生何种影响。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大麻
的非合法性也给相关研究设置了障碍。

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
究所所长 Nora Volkow 决定仔细研究大麻滥用
者的大脑。她和团队关注到另一种药：哌醋甲
酯，一种用于增加大脑中多巴胺分泌的兴奋
剂。研究人员让 24 名大麻吸食者服用哌醋甲
酯，且实验对照组中也包含相同数量的大麻吸
食者。

脑成像显示，服药后，两组对象分泌出等量的
额外多巴胺。但控制组的人表现出心率增快、血压
升高、焦躁不安或兴奋等症状。而吸食大麻者却没
有上述表现，他们的反应很迟钝，以至于 Volkow
不得不反复核查给其服用的哌醋甲酯是否过期。

生理反应的缺失意味着大麻吸食者的大脑反
馈回路可能受到了损伤，Volkow 的团队将这一结
论在线报告于近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和可卡因滥用者及酗酒者不同，大麻吸食者
似乎会产生和不服用毒品者相等数量的多巴胺，
但他们的大脑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物质。
并未参与该研究的迈阿密市佛罗里达国际大学
神经心理学家认为，这种“短路”也许是研究大麻
上瘾的一个关键机制。 （段融）

移植嗅觉细胞治疗神经损伤
有待商榷

本报讯 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女性为了治疗神
经损伤，曾于 8 年前将嗅觉器官的干细胞移植到
脊髓处。之后，她因为难以忍受不断增加的疼痛，
不得不再一次接受手术治疗。根据《新科学家》的
报道，造成患者身体不适的病因在于，鼻部分泌
黏液的组织已经生长到 3 厘米长。尽管该肿瘤是
良性的，但医生仍需要在手术结束后持续跟踪患
者的身体康复情况。 （段融）

全球水信息系统
新增污水数据库

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对水资源
的需求将激增。新兴的城市不仅会增加对水资源的
利用，并且需要更多、更高质量的粮食来满足城市
的需求。数百万农民已经开始利用城市污水在城市
周边地区种植作物来响应这一新的现实。污水是一
种常年水源，并且营养丰富，如果能够安全利用，将
是一种高生产力资源。但是至今仍缺少有关城市污
水的相关数据，比如多少城市污水能够被利用或者
实际上用于生产的污水量是多少。为了弥补这一空
白，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IWMI）和 CGIAR 水、
土地和生态系统研究计划合作建立了污水数据库，
并纳入到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 AQUASTAT
全球水信息系统中。

与其他已有的关注于设施覆盖率或污染负
荷的污水和卫生设施数据库相比，AQUASTAT
的污水数据库则关注于城市污水的数量。这将有
助于促进将这些数据整合到不同国家现有的水

资源和水利用账户中。IWMI 和 FAO 还在整合
有关城市污水产生、收集、处理、排放或在农业中
直接利用方面的信息。 （熊永兰）

飞机运输或为美洛杉矶污染主因

近日，《环境科学与技术》杂志在线发表题为
《来自国际机场的排放使下风向 10 公里内的颗
粒物浓度增加 4 倍》的文章指出，大量飞机运输
比高速公路交通更能导致洛杉矶更多的颗粒物
污染，而且其影响将从机场持续至 10 英里外。

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研究
人员利用可以覆盖更大区域的检测车辆测量了
洛杉矶国际机场（LAX）下风向粒子数（PN）浓度
的空间分布。LAX 污染物的排放对空气质量的
影响范围比以往机场研究报道的更远。研究人员
测量到，在一个面积约 60 平方公里的区域往下
风向扩展至 16 公里处，白天的多数时候，PN 浓
度至少比未受到影响的基准浓度增加 2 倍。而扩
展到 8~10 公里处时 PN 浓度将增加 4~5 倍。在

盛行西风期间，PN 最大浓度出现在东部，即飞机
喷射轨迹的下风向，在下风向的 8 公里处，PN 浓
度超过 75000 粒子 / 立方厘米，高于洛杉矶高速
公路的平均 PN 浓度。在罕见的北风期间，影响
面积仍然很大，但方向转移到机场的南部。根据
其他研究者对来自当地高速公路的 PN 浓度的
结论，研究人员估计，该研究的测量值相当于
280~790 公里高速公路交通的排放。作为参考，
洛杉矶的高速公路总长度为 1500 公里。这些结
果表明，机场的排放是洛杉矶 PN 浓度的主要来
源，其程度与整个城市的高速公路网络相同。同
时，空气质量受主要机场影响的区域可能被严重
低估。 （廖琴）

缺水城市数量少于以往估计

近日出版的《全球环境变化》杂志上刊登的
一篇题为《城市星球之水：城市化和城市水基础
设施的范围》的文章指出，全球人口超过 75 万的
城市中，仅 25%的城市接近其饮用水资源的极

限，远小于之前估计的 40%的城市数量。
城市的增长使其对淡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

大，但是对全球大城市的水资源状况还从未进行过
评估。该研究首次对全球大城市的水资源进行了调
查。调查发现，以前的全球水文模型忽略了城市水
基础设施从而大大高估了城市的水压力。大城市
78%±3%的水来源于地表水，但地表水水源距离城
市通常比较远。累积而言，大城市每天运输 5.04 亿
立方米水的距离为 2.7 万±0.38 万公里，并且城市
水源的上游集水面积占到全球陆地表面积的 41%。
尽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但是全球仍有 1/4 的拥有
4.8 万亿±0.7 万亿美元经济活动的城市因为地理
环境和财政方面的限制而面临水压力，缺乏对水基
础设施的财政投入使得贫穷城市面临更大的水压
力。因此，这些城市水源的战略管理对于全球经济
的未来至关重要。 （熊永兰）

人类活动增加河流生态系统盐度

近日，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根据最新的

一项研究发现，全美许多溪流的含盐量较高，这
可能是人类活动导致水中所溶解的固体物质的
浓度升高。河水盐分过高会对生态环境、农业、生
活和工业用水产生不利影响。

该研究发现，在全美约 13%的河流中溶解性总
固体的浓度可能超过 500mg/L，而这也是美国二级
饮用水标准（非强制性标准）。全美所有的溪流每年
溶解的固体总量约 2.70 亿吨，其中约 71%来自于岩
石和土壤的风化作用，14%来自于道路融雪除冰
剂，10%来自于农业灌溉、施肥等活动以及 5%来自
于城市的土地利用变化。河流的盐度升高所导致的
环境和经济损失值得关注。例如，科罗拉多河流域
也存在盐化问题，估计每年过高的盐分造成的经济
损失超过 3.3 亿美元。盐分过高同样影响对水的净
化处理，人们不得不采用新技术设备（如逆渗透设
备），这就提高了饮用水的净化成本。

目前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程
度，同时也缺乏过高盐分对河流生态系统影响的
相关资料。所以，该项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以应
对全球变化可能会加剧河水盐化问题。 （唐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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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地球表面的侵蚀和其他地质过程有
助解释亚马逊河倒灌的原因。 图片来源：NA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