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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破解大型钻石形成之谜。
图片来源：Nemesis Internatonal DMCC

近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三次
缔约方大会在坎昆举行。大会临近尾声的一天
深夜 11 时多，会议现场依然坐满了来自 19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代表，他们唇枪舌剑讨论
着公约中每一个微小细节。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这次国际性的大
会上几乎难觅西方新闻媒体的身影。直至大会
结束，可供取阅的会议材料还剩下不少，各个国
家展台外的问询者也寥寥无几。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方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简称气候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
约》。这是两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近些年，气
候变化以及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突出，每年的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都会得到媒体空前关注，尤
其是西方媒体十分活跃，主流媒体几乎悉数到

齐，参与报道的记者人数也规模可观。
然而，同样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大会，为何没有了他们的身影，甚至网
上都找不到西方媒体对大会的报道？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物多样性问题专家
徐靖认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已经超
过 190 个，但美国至今仍不是。究其原因，是因
为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会增加美国的国际负
担，其生物技术产业会受到一些限制，也需要和
其他国家分享生物多样性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收
益，这显然不符合一些美国企业的利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与会专家说，《生物多
样性公约》比较倾向于维护土著和地方社区的
权益，这和美国政府立场不一致。因此，美国主
流媒体不愿多关注生物多样性大会。

墨西哥国家基因资源中心研究员路易斯·

古斯曼说，气候公约中涉及的温室气体排放主
要来自发达国家，而《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拥有
资源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在西方国家中
前者会比后者有更大的受关注程度。

实际上，生物多样性同气候变化一样，事关
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生物多样性丧失的
地区都在发展中国家，且为贫困地区，要保护这
些地区的生物多样性需要全球发达国家的资
金、技术投入和支持。古斯曼说，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应该共同担负起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责
任，西方媒体理应给予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国际
大会更多关注。

埃及环境部生物多样性咨询顾问穆斯塔
法·富达对记者说，《生物多样性公约》目前受到
的关注程度远不及气候公约，一个原因还在于
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更明显，气候公约对各

方利益的影响也更直接。
菲律宾环境和自然资源部生物多样性管理

局官员内尔马利·利塔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往
往有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发达国家需要利
用这些资源，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
进行补偿，并担负起更大责任。

良好的全球生态是人类的共同利益诉求。
鼓舞 70 亿人都提高环保意识，为了惠及后代而
积极行动起来，需要全球媒体的参与。记者采访
到的多位与会人士都认为，对这一问题发达国
家媒体不能“选择性失语”。

在本次大会上，中国获得了 2020 年《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办权。一些当
地的媒体人士对记者说，期待着今后有关生物
多样性大会的报道能越来越丰富，有更多媒体
参与。 （新华社记者倪瑞捷、杨骏）

抗生素耐药性
或在 2017 年大爆发

本报讯 一个巨大的威胁正笼罩在人们头上。
2017 年，很多人可能会开始死于普通细菌感染。

随着抗生素耐药性的增加，淋病和尿路感染
等疾病变得愈发不可治愈。随着全球明年达到一
个新的临界点，这一形势将更加严峻。

“我们即将走到这一步：全世界农场动物消耗
的抗生素超过人类。”英国爱丁堡大学的 Mark
Woolhouse 说。

这意味着更多的耐药性细菌，它们将会构成
一大威胁。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称，畜牧业一
直以来存在使用抗生素带来的风险，现在这一风
险已经被接受。

例如，黏菌素是一种在动物中用得比人多的
药物。它是当前针对一些人类感染的唯一抗生素，
然而黏菌素耐药性已经出现，并于 2015 年在全世
界扩散。欧洲药品管理局称黏菌素细菌耐药性可
能是在牲畜中产生的。事实上，一些欧洲国家可以
轻而易举地使抗生素用量缩减至 1/25。

联合国大会呼吁各国合理利用抗生素，但却
并未给出具体的实施策略，如禁止使用补充性牲
畜增长剂，而非抵抗炎症，后者会导致耐药性。

至少 FAO 等机构在呼吁改变，Woolhouse
说。比如在一些国家，对肉类需求的增长导致牲
畜生产和耐药性同时飙升。因此迫切需要推动相
关进展找到保持动物健康的方法，尤其是在那些
肉类产量增速飞快而选择性比较少的贫困国家。

（晋楠）

美国禁用医用有粉手套

新华社电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近日宣布，
在全美禁用医用有粉手套，原因是这些手套会给
医生和患者带来“不合理与切实的”的健康风险。

美药管局当天发表声明说，这一禁令适用于
有粉外科手术手套和有粉外科手术检查手套等，
但不包括有粉辐射防护手套，原因是美国市场上
没有这种手套。

医用手套分为无粉和有粉两种，其中有粉手
套让医生戴脱更方便一些，但美药管局认为它有
较大的危害性。比如，天然乳胶手套使用的气雾化
粉末可能会引起呼吸道过敏。医用有粉手套使用
的粉末还与一系列严重副作用有关联，如伤口炎
症、手术后伤口粘连等。

美药管局说，现在的医用无粉手套的保护性
与灵活性和有粉手套相似，但没有粉末带来的风
险，不会危害公众健康。 （林小春）

切尔诺贝利隔离区
将建太阳能电站

新华社电 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隔
离区管理局近日宣布，即日起开始进行“切尔诺
贝利太阳能电站”建设项目所需土地的全球招
标活动。

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隔离区管理
局在官网发布公告说，本次是首批建设用地招
标活动，共 1172 公顷土地，将用于太阳能电站
的一期工程。公告说，乌政府欢迎境内外投资者
积极投标，并优先考虑在光伏电站建设和运营
方面有经验的专业公司。投标截止日为 2017 年
1 月 1 日。

切尔诺贝利太阳能电站项目是乌政府专门
制定的大型能源项目，旨在合理利用切尔诺贝
利核电站事故隔离区内的闲置土地和输变电基
础设施，总占地面积为 2500 公顷。项目所在区
域位于曾发生爆炸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4 号机
组反应堆以南 10 公里、核辐射指数已达正常水
平的地块。据初步估计，项目发电规模将达 1200
兆瓦（120 万千瓦），建成后每年可带来 1.2 亿到
1.3 亿欧元的收入。根据目前的太阳能发电技
术，１ 兆瓦发电规模的太阳能板大约需要建设
用地两公顷。

今年 10 月，乌生态和自然资源部部长谢梅
拉克向外界透露，乌方正同两家中国公司———中
国成套工程有限公司和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商讨参与该项目事宜。上述两家中国公司也已公
开表示有兴趣联手参与此项目，并计划投资 10
亿美元。

1986 年 4 月 26 日，位于乌克兰北部靠近白
俄罗斯边境的原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4 号机组
反应堆突然发生爆炸，造成 30 人当场死亡，逾 8
吨强辐射物泄漏。这起事故使核电站周围 6 万多
平方公里土地受到污染，320 多万人不同程度受
到核辐射侵害，成为迄今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历史
上最严重的事故。

目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隔离区内的大片土
地的核辐射值已恢复正常。今年 7 月，乌议会通过
法律修订了针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隔离区内经济
社会活动的法规，为开发隔离区扫除了障碍。11
月 29 日，覆盖在 4 号机组反应堆上的新掩体也已
正式竣工，为进一步控制和消除核污染影响创造
了条件。 （钟忠陈俊锋）

本报讯 地球上一些最珍贵的钻石往往清澈
透亮、极其罕见，并且通常都非常大。研究人员
一直想搞清这些钻石是如何形成的，但通常很
难实现，因为它们往往都待在人们的无名指上，
而不是显微镜下。如今，对钻石内部的瑕疵进行
的一项新的分析提供了首个直接证据，表明这
些价值连城的石头是在地表下数百公里的液态
金属中“修炼而成”的。这项发现将能帮助推进
认识地球的深部环境。

并未参与该项研究的加拿大埃德蒙顿市阿
尔伯塔大学地球化学家 Graham Pearson 表示，之
前的研究曾暗示了这一场景，但它们是不确定
的。他说，新的研究“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为这些
钻石在哪里形成提供了一个解释”。

科学家此次研究的钻石属于所谓的二型钻
石。此类钻石含氮量很低，因此非常清澈。科学
家很少能够获得这样的钻石。然而纽约市美国
宝石学院（GIA）地质学家 Evan Smith 和这项研
究的其他作者却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GIA 每天都是处理数以千计的钻石，其中就包

括一些大型的价值不菲的石头。
Smith 和同事分析了 53 颗这样的钻石，特

别是它们的内含物———包裹在钻石中的杂质。
长期以来，许多这样的小斑点被认为是由少量
石墨（与钻石一样，是碳的另一种形式）形成的，
因此会被珠宝商切下并扔掉。但在这 53 颗钻石
中，有 38 颗（约为 72%）的内含物是由石墨包裹
的富含金属的矿物质构成的，其中还含有铁和
镍的合金。

这些内含物中的其他物质还包括氢和甲烷，
这意味着这些内容物曾经是铁、镍、碳、硫和各种
微量元素的熔融混合物。研究人员在 12 月 15 日
出版的《科学》杂志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

而其他 15 颗钻石中的内容物则包含有石
榴石等硅酸盐矿物质。这是一个信号，表明这些
钻石是在地表下 360 公里至 750 公里的深度形
成的，这是因为当压力高于地表下 750 公里时，
石榴石是不稳定的。随后，这些钻石通过科学家
至今尚未完全搞清的过程随着火山喷发被带到
了地球表面。而这些火山喷发留下的管状沉积

物———被称为金伯利岩———是大多数钻石的最
终来源。

钻石的一个特点是在生长过程中会把一些
周围物质包裹在内。由于钻石是纯碳物质，非常
稳定，包裹在其中的物质几乎不太可能跟外界
物质发生反应，因而保留了钻石形成时周围环
境的特征。从包裹物主要成分为铁来看，大型钻
石应该是在液态金属环境中形成的，这与小型
钻石的形成环境完全不同。

研究人员据此认为，大型钻石在地球内部
形成的深度要比绝大多数钻石深得多，它们的
形成深度可能是在地下 360 公里到 750 公里，而
其他天然钻石一般是在地下 150 公里至 200 公
里深度形成的。

天然钻石可分为一型钻石与二型钻石。两
者主要区别是氮含量，二型钻石的纯度特别高，
氮杂质极少，这种钻石只占天然钻石的 2%。

新发现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型钻石基本是二
型钻石，这是因为大型钻石在液态金属环境中
形成，而氮会被金属吸收，所以大型钻石纯度也

较高。而绝大多数钻石可能在硅酸盐环境中通
过其他化学反应形成，所以地下 150 公里至 200
公里处形成的钻石容易包裹更多的氮，纯度相
对较低。

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卡内基科学研究所地球化学家 Steven Shirey
表示：“这是一个最小的物质能够告诉我们这颗
行星最大的故事的典型例子。” （赵熙熙）

科学家破解稀有钻石形成之谜
有助推进对地球深部环境的认识

动态

本报讯 物理学家利用放射性冷却过程将地
球表面的热量排入太空，从而实现了破纪录水
平的降温。美国斯坦福达学 Zhen Chen 及同事
使热辐射源的温度比周围的空气温度降低了
42.2℃。该设备的设计目的是使其排放的热量比
吸收的热量更高。

“实现高性能冷却的关键是将你希望冷却的
物体与外层空间相联系，并使其与周围环境相分
离。”Chen 说。研究人员将辐射源放置在真空室
内，使其与周围大气隔绝，并切断了来自传导或对
流的任何热量，因为这些会导致辐射源温度升高。
来自辐射源的热量从真空室顶部特殊设计的窗户
上辐射而出，然后被导向空中。

地球大气层能让 8~13 毫米的热辐射波段
穿过它进入外太空，但大多数物体以不同波长
释放热量。这台斯坦福辐射源经过特别设计，如
此一来它释放的大部分热量位于这一阈值内，
这意味着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热量可以直接
进入太空，而非被大气层弹回。

在将空气泵出真空室的半小时内，该散热
器的温度剧减 40℃，低于周围的空气。在接下来
的 24 小时内，它比空气温度平均降低 37℃。当
暴露在太阳下并使温度达到最高峰时，其温度
降低达到最高值 42.2℃。此前的辐射冷却尝试
最多使温度降低 20℃，除非辐射源位于更高的
海拔或是低湿度的情况下。 （冯维维）

未来空调或将热量排入太空

麻醉可能伤害幼儿大脑

新华社电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近日警告
说，孕妇或儿童多次或长时间（超过 3 个小时）使
用全身麻醉或镇静药物，可能会伤害孕妇所怀胎
儿或 3 岁以下儿童的大脑。

美药管局在综合评估了一系列科学研究后，
发布了这一警告。该机构也指出，一次性、时间相
对较短的全身麻醉或镇静药物则不太可能给孩
子的行为或学习能力带来负面影响。

美药管局药品评估和研究中心主任珍妮
特·伍德科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许多情况下，
使用麻醉或镇静药物是必要的，因此使用的潜
在危害与不使用的风险必须放在一起认真加
以权衡。为了更好地告诉公众相关风险，该机
构将要求在麻醉或镇静药物的标签上增加警
告信息。

美药管局援引的动物研究显示，多次或长时
间使用全身麻醉或镇静药物超过 3 小时会导致
大脑损失大量神经细胞，这可能会对行为或学习
能力造成长期的不利影响。而一些针对儿童开展
的研究也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支持。

美药管局从 1999 年开始调查全身麻醉或镇
静药物对儿童大脑发育的不利影响，并与国际麻
醉研究协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为这一领域的
研究提供资助。 （林小春）

黑客从 10 亿雅虎账户中
窃走私人信息

本报讯 雅虎公司称黑客在 2013 年发生的
一次网络攻击中窃走了超过 10 亿用户的账户信
息。这家技术巨头称，涉及的数据包括“姓名、邮
件地址、电话号码、出生日期以及哈希密码”，此
外还有安全问题和答案，但该公司表示，财务信
息如银行卡细节并未泄密。

“雅虎已经识别了与某些用户账户相关的数
据安全问题。”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雅虎已
经采取步骤保护用户账户，并正在与执法机关密
切合作。”

现在，雅虎已被美国电讯公司威瑞森接管，
后者认为上次的攻击与今年 9 月报道的该公司
发生的另一次网络攻击“不同”，后一次攻击发生
在 2014 年年底，涉及到 5 亿用户账户。

此次新披露的黑客攻击来自一项法律调查，
执法机关向该公司提供了一份文件，称第三方表
示，这些数据来自雅虎。

“我们在外部司法专家协助下分析了这些资
料，发现它是雅虎用户的信息。”该公司称，“基于
司法专家对这些数据的进一步分析，雅虎认为未
经授权的第三方在 2013 年 8 月窃取了超过 10
亿用户的信息。”

雅虎用户被建议修改密码和安全答案，并仔
细查看其账户的可疑之处。该公司表示，如果用
户在使用同样的证书，他们应该改变其他网络服
务的密码和安全答案。

雅虎还称，如果用户认为一封邮件有可疑的
地方，他们应该避免点击或下载相关附件，“审慎
对待探听私人信息的主动沟通”。 （晋楠）

是时候逆转生物钟了———明年人们将会见
证首位绝经后女性通过自己的卵子诞生婴儿。

今年年初，希腊雅典一家生育诊所宣称逆
转了一群患者的绝经期。该团队向女性卵巢
内注入了提取自她们血液的富血小板血浆。
这种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骨关节损伤，其目的
是让干细胞发挥作用，不过它是否真能起作
用却不清楚。

该团队称，他们设法让患者的卵子受精。
他们计划尽快植入这些胚胎，如果胚胎能够正
常发育，明年可能会诞生一批婴儿。该疗法还
在美国纽约和埃及的两家诊所进行。

绝经母亲可能还有其他选择路径。一些团

队正在尝试让来自年轻女性的线粒体重新激
活她们的卵子。线粒体提供了一个细胞的能
量，研究人员希望在提供更年轻的能量之后，
绝经女性的卵细胞依然能够很好地分化，产生
较少的基因错误。

另一个途径可能是提取女性卵巢的干细
胞，将其在实验室内培养成熟。

如果这种方法可行，它将能让任何年龄的

女性产生年轻的卵子。
目前，关于这种卵巢干细胞是否存在仍存

在激烈争论。
但这并未阻止全球研究团队和诊所设法

寻找、催熟以及让它们受精。很多工作都在悄
悄地进行，直到出现一例成功怀孕或生产的案
例人们才有可能知道，而这可能会在 2017 年
发生。 （冯维维）

绝经母亲
有望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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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为何对生物多样性大会“视而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