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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科学本身的培训，MyH2O（中国水质地图平台）会更注重团队

整体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意识以及综合战略思考方面的培训发展，为每
一个参与者“赋能”，帮助他们找到参与的价值。

热词

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近日报道，
该所博士梁昆与加拿大、韩国珊瑚化石专家合
作，在中国鄂尔多斯盆地南缘的桃曲坡剖面泾
河组中部发现了已知最早的镣珊瑚化石。

该物种的主要特征是具有长而蜿蜒的链，
且链与链之间的连接处极少，代表了镣珊瑚属
早期演化形态特征。相关文章已经在国际古生
物学期刊 在线发表。

科研人员介绍，鄂尔多斯盆地南缘发育保
存较好的晚奥陶世生物礁，是研究奥陶纪生物
大辐射的经典区域。镣珊瑚是构成生物礁的重
要分子，它由许多横切面呈椭圆形、圆形或其
他形状的个体组成独特的链状排列，是全球广
泛分布的代表性横板珊瑚。

最早镣珊瑚化石

中国有句俗话叫“无债一身
轻”，这句话把负债与身体感受联系
到了一起。最近，中国的心理学家发
现，负债与身体沉重感之间真的有
关联。

过去已有的文献研究表明，身
体沉重感会影响人对物理世界的知
觉判断。比如，负重的个体会将山坡
判断为更陡峭、将距离判断得更远，
对环境更易作出极端的判断。此外，
个体对自身心理资源的感知也会影
响其对物理世界的知觉判断。

通常来说，心理资源的减少会
影响人对环境的知觉判断，它的模
式与物理沉重负担影响知觉判断的
模式是一致的。例如，有研究者发
现，负有秘密的人群会将山坡判断
为更加陡峭，从而支持了“秘密使人
感到沉重”这一假设。与之相似的，
负债体验作为一种心理感受，也会
导致心理资源的减少。而关于负债
体验是否会导致人的知觉判断产生
与负重体验相似的变化，还缺乏实
验证据。

中科院心理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李纾研
究组为了验证负债与身体沉重感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一系列实验。首先，研究人员让受试者回忆
自己曾经欠过的尚未偿还的最大一笔金钱债或
者尚未偿还的最大的一笔人情债。结果发现，与
没有回忆负债的人群相比，那些回忆了金钱债或
人情债的受试者会作出与负重体验一致的知觉
判断模式。比如，把物体扔得更远、把一段距离知
觉得更远或者把山坡判断得更加陡峭等。

另外，研究人员还调查了负有助学贷款的
大学生这一真实负债人群。结果发现，相比于没
有负债的大学生，负有助学贷款的大学生体验
到更高的主观知觉体重。

这项心理学研究第一次提供了负债与人的
知觉判断之间联系的证据，证明负债会使人产生
类似于负重的心理感受。此外，研究人员认为，这
项研究成果还可以帮助理解不同文化下人们对
负债看法的差异。比如美国人不喜储蓄，大都是
月光族；而中国人的储蓄率却异常高，因为中国
人不喜欠债。这项研究可以帮助理解中国人对负
债的态度，未来也可进一步考察不同文化下由负
债驱动的不同行为模式。 （朱香整理）

无
债
真
的
﹃
一
身
轻
﹄

读心有术

：为农村水质安全“发声”
本报记者胡珉琦

你的家乡在农村吗？你关注农村的水吗？最
近，MyH2O 水信息平台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暑
期招募最新一期的“吾水计划”测水调研活动。

这是一个为有待改善的水质地区对接净
水资源的公益组织，三年来，MyH2O 培养了
许多高校志愿者团队前往农村地区，走访村
落，进行深度调研，获取真实可靠的水资源信
息，以期汇成一张中国农村的水信息大网。

95 支队伍，23个省份，1000多个村庄

孟祥晖是一名东南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大
三的学生，pH、TDS、COD、氨氮、硝酸盐是他
在实验室中常接触的水质检测指标。让他没
想到的是，他的第一次实地测量竟然是在遥
远的新疆。

去年暑期，他和东南大学、河海大学还有
塔里木大学的志愿者一起，深入南疆喀什麦
盖提县调研农村饮用水现状。在整整一周的
时间里，他们走访了 50 多户村民进行调研，
收回了 42 份水样和问卷。

每份水样的检测需要花费 40 分钟时间，
孟祥晖不得不每天工作到深夜。他尝遍所有
水样，有咸腥味，有金属锈蚀味，静置一段时
间，还能明显地看到许多沉淀物。而检测的结
果也证实了孟祥晖的“感受”。

在后续的分析报告中，他认为，当地的污
水和垃圾处理不充分，管道陈旧，以及水源本
身存在的不利条件，是构成饮用水质量问题
的主要原因。

这是孟祥晖第一次直观感受在发展落后
的农村地区净水设施的简陋和稀缺，但同时，
当地村民对这样一次调研活动的支持，也让
他意识到，村民们希望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

像孟祥晖参与的志愿者团队，在过去三
年里已经在全国 56 所高校征集了 95 支队
伍，包括了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
学等。

志愿者们利用寒暑假时间，监测了上海、
北京、天津、新疆、青海、甘肃等 23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 1000 多个村庄的饮用水水质
情况，总共获得了 2952 份有效的水样检测信
息和 87 份详细的水质调研报告。同时，他们
还得到了 413 份入户健康调研问卷，3499 份
中小学生饮水健康意识问卷，以及 352 份少
数民族居民净水需求问卷。

而这些活动，正是在 MyH2O 的指导和
协助下完成的。志愿者团队通过入户访谈、调
查问卷等方式，深入调研农户的饮水现状和

习惯，向当地人了解人和水、人与自然的故
事，并产出一份完整的社区水质报告以及净
水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2016 年 6 月，在第三期高
校水质监测项目中，正是其中一个志愿者团
队的调研结果，使得云南保山市 4 所小学与
一家上海的净水公司完成对接，获得了 13 台
净水设备，改善了近 1000 名师生在学校的饮
用水条件。

连接农村与水资源提供方

建立 MyH2O 的想法，2014 年诞生在
MIT（麻省理工学院）的创新课堂上。当时它
的发起人、执行总监任晓媛还只是一名 MIT
的在校研究生，正在攻读环境工程、科技政策
双硕士学位。她希望通过构建一个更加开放
的水安全信息平台，让所有农村人都能喝上
安全的水。

之所以对水资源问题格外关注，是源于
任晓媛在研究生阶段的实习经历。几乎每个
假期，她都会前往印度，走恒河，问水葬，了解
那里的工业污染，还去当地农村做调研，品尝
每家每户的井。她曾经研究分析了印度庞大
的卫生饮用水健康数据系统，可她遗憾地认
识到，那些数据并没有得到真正有价值的利

用，而来自那个边缘化人群的需求也从未被
外界所听到，因为他们缺乏发声的途径。

“这就导致，拥有饮水安全资源的企业组
织机构对农村水资源的现状以及改变的需求
一无所知，也就不可能有优质的解决方案和
资源流入农村。”

一直以来，我国国内农村的用水安全问
题同样长期得不到关注，任晓媛希望 MyH2O
能起到一个桥梁作用，获取并传达国内最真
实的农村水质数据和故事，从而打破信息壁
垒，对接可以有效解决问题的资源和方案。

2015 年，MyH2O 建立之初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发展社群。MyH2O 水信息平台是基于公
众参与为基础的，任晓媛认为，它的核心是“在
地人讲在地事”。通过招募在地社群，进行水质
监测、健康调研以及净水需求探索等研究，提升
团队对当地水环境问题的认知，从而产生关注、
帮助解决当地水环境问题的责任感，同时也更
理解和认同 MyH2O 的价值理念和愿景，才能
逐渐形成持续而稳定的工作团队。

截至今年初，已有包含四川大学、兰州大
学等 16 个团队加入了 MyH2O 水信息平台
社群，并与周边农村地区建立稳定常规的监
测网络。

接下去，MyH2O 需要做的是如何通过数
据可视化，让信息发挥出应有的价值。2017 年

MyH2O 筹备搭建的“MyH2O 水信息地图平
台”已经在近日上线测试。

参与调研活动的团队可以通过该平台报
名参与测水任务，上传原始检测数据、数据分
析可视化成果和测水故事，并且追踪团队自
己的行程与足迹。收集总结数据后，团队可以
上传对社区整体的净水评估报告。同时，资源
方可以通过平台了解这些农村水安全的详细
信息、净水评估报告和建议。

任晓媛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地
图平台的功能还在进一步扩展和完善中。“希
望未来地图平台的数据能够更具有指向性，
为潜在的资源提供方展现他们所关注的农村
地区更多的环境以及人文信息，让双方的需
求能够最大程度地匹配。”

此外，她还提到，MyH2O 也会通过在地
社群向净水第三方提供定制调研服务，其中
包括水质与水环境数据收集、净水服务对接
等，从而辅助第三方了解农村需求并设计有
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将净水方案落实到户。

为每一个参与者“赋能”

任何一项外来者参与的社区项目，如果
脱离了生活在社区的人，就变成了一种“掠
夺”。因此，MyH2O 看重的是一个信息交互、
共享的过程。团队首先要倾听他们的故事，然
后基于大家共同的理解，把他们真实的声音
展示给社会。同时提升当地人的环境意识，引
导他们去共同发掘饮用水安全隐患，拥有为
自己发声的意愿。

任晓媛说，平台目前还处于数据积累的
阶段，对于志愿者团队的培训主要集中在田
野调研实践培训以及测水过程和工具培训。
但多个团队在实践过程中已经自发地意识到
与社区产生连接，回馈社区的重要性。

比如，在每一期的农村水质调研活动中，
除了饮用水质常规检测和入户调研，团队会
通过联系当地的小学开展以水质为主题的环
境教育课程活动。

目前，MyH2O 正在开发一套围绕小学生
的接受和认知能力的与水相关的互动环境课
程，通过 9 个模块，包括整体的水环境到家庭
污水和个人饮水习惯等，让当地学生对家乡
的“水”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和了解。

除了科学本身的培训，MyH2O 会更注重
团队整体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意识，以及综合
战略思考方面的培训发展，为每一个参与者

“赋能”，帮助他们找到参与的价值。

从海洋生物中获取健康长寿“密码”
姻本报记者 黄辛 通讯员 李东

珊瑚、海绵、海龟等海洋生物能活几百年，
为何它们的长寿不伴随疾病疼痛，始终健康？
它们健康长寿的奥秘是什么？人类可以从中学
到什么？

前不久，在历经近两年的太平洋珊瑚礁研
究项目的法国科考帆船 Tara 号停靠上海之
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举行了
一场题为“人类健康与衰老：自然的启示”的科
学研讨会，会议聚焦生物多样性研究，尤其是
海洋生物生态系统多样性在衰老生物医学研
究中的重要意义。

对衰老本质知之甚少

人口老龄化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问
题，如何让人们健康地活到老，而不是饱受疾
病痛苦，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衰老？很多研究都认
为，衰老及其相关疾病是基因、表观遗传、生活
方式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过程降
低了机体适应环境改变的能力。但人们对衰老
的本质知之甚少。

不过，近年来，涌现出越来越多有趣的特
殊生物老年学研究，尤其是从海洋生物（包括
珊瑚、海绵、河蚌以及鱼类）研究中发现了复杂
的进化现象和机制，控制组织发育、重塑、再
生、损伤、修复和衰老。

专家表示，认识海洋生物超长寿命和抗逆
性的通路，在衰老领域以及对抗年龄相关病变
的转化研究中具有重要潜能。

“神秘的海洋生物或许正在揭示某些健康
原理。”瑞金医院中法生命科学和基因组学中心
主任、上海“血液学和癌症”国际实验室团队负
责人陆一鸣介绍，海葵、珊瑚等都能健康生存几
百年，且具有控制组织发育、重塑、再生、损伤、
修复和衰老的能力，它们是长寿、可再生的。

目前，中法医学专家正在联手对此类海洋
生物的染色体端粒进行研究，或将找到影响肿
瘤与衰老的信号通路，从而研发海洋生物新药
造福人类。

尝试从端粒结构入手

随后，陆一鸣对他们研究的“病理性衰

老”的概念进行了深入解读，“它不同于机体
在全生命周期内必然发生的生理性变化，而
主要由于疾病导致的衰老，如临床上多发的
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病、心力衰竭等”。这些
疾病对患者的健康、生活质量乃至家庭都带
来负担与打击，“即便不断发展的临床医学
可治疗、缓解疾病症状，若我们无法阐明致
病机制，依旧无法从根源上进行攻克”。

预期寿命的延长是衡量医疗保健制度
的最佳指标之一。然而，长寿带来的与衰老
相关疾病，包括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等患
病率上升，增加了医疗保健支出。因此，认识
衰老相关疾病的发病机制，促进老年人健康
衰老，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

法国尼斯大学癌症与衰老研究所所长、
上海“血液学和癌症”国际实验室团队的法
方负责人 Eric GISON 教授说，我们生存在
一个充满应激损伤的环境，例如太阳的紫外
线辐射，介导 DNA 损伤引起皮肤变化；细胞
维持正常功能时产生化学物质，导致 DNA
和其他重要分子降解。特别是烟草成瘾，环
境污染以及摄入富含油脂和糖的食物可能
会加重应激损伤等，造成环境和生活方式相

关的有害因素，导致过度应激损伤，引发早
老性疾病和与衰老相关病理损伤，诸如肌肉
萎缩、心血管疾病或神经退行性疾病。

“我们尝试从珊瑚礁等海洋生物的染色
体端粒结构中揭示其对衰老与肿瘤的影响
机制，从而开展创新药物筛选实验。”瑞金医
院“血液学和癌症”国际实验室团队负责人
之一叶静表示。

寻求临床转化应用前景

什么是端粒？“它位于染色体末端，是确
保线性染色体基因组稳定的重要组成成分。
2009 年的诺贝尔奖已阐明，端粒状态的改变
会加速细胞衰老进程，影响干细胞的生物功
能和引发包括癌症在内的众多疾病。”

叶静打了个比方：“在大多数正常体细
胞中，端粒长度被誉为调节体细胞寿命的分
子时钟。人体细胞在胚胎发育成熟后，时钟
就开始倒计时，线性染色体随着 DNA 复制
次数的增加而缩短，从而影响干细胞更新、
人体组织再生。”通俗而言，随着年龄增长、
环境、应激等，会加速端粒缩短，导致衰老。

“珊瑚对外界应激反应的适应和恢复能
力很强，珊瑚等海洋生物是否存在独特的端
粒属性？”叶静表示，本次 Tara 科考船从太平
洋深海区采样大量珊瑚礁等标本，便于从端
粒角度探索海洋生物健康长寿的机制及潜
在的临床转化应用前景。

科学家希望从中找到“珊瑚能活几百
年，大多数人只能活几十年”的秘密，并以海
洋生物为基础，找到抵御人类病理性衰老的
药物，对人类生命健康有所助益。

肿瘤也是与年龄呈正相关的疾病，目前
课题组的研究方向之一便是筛选可调控端
粒的药物抗击癌症。

“TRF2 是关键的端粒蛋白成分，研究发
现在不同类型的肿瘤细胞中 TRF2 过表达，
我们正在以 TRF2 为靶点筛选发现新的抗癌
和抗衰老化合物。”陆一鸣表示，“下一步，我
们设想在重症监护室对心血管疾病与脑血
管意外患者，或癌症、器官衰竭、组织变性等
老年病进行临床研究，尽快让研究结果造福
人类。”

近日，法国克莱蒙费朗大学研究团队发
现，孩子们天生精力旺盛，抗疲劳能力堪比
铁人三项选手———更“可怕”的是，他们恢复
体力的速度还比专业运动员要快。

该研究召集 12 名从事铁人三项、自行车
或长跑的国家级男性运动员，与 12 名平均年
龄为 10 岁半的男孩相比较，又招募 12 名极少
从事剧烈运动的男性成年人参与研究。三组人
员分别作两组 7 秒钟自行车冲刺骑行，然后连
续 30 秒尽快蹬自行车。运动结束后，研究人员
分别记录他们的心跳和乳酸水平。（乳酸是运
动产生的副产品，会导致肌肉疲劳。）

结果发现，孩子们不容易被骑行运动累
倒，与专业运动员的疲劳程度相当。他们分析，
这或许因为孩子们个头较小，肌肉离心脏泵出
的富含氧气血液较近，能更有效利用氧气。孩
子额外的能量来自慢肌纤维，而这种肌肉组织
收缩较慢，保护孩子免于因过度运动受伤。

该项目负责人解释说，孩子们更多动用
有氧新陈代谢，因而在高强度运动中比较不
容易感到疲劳。另一方面，他们也能更快从身
体疲劳中恢复，甚至可以恢复得比受过训练
的成年耐力运动员快。

孩子抗疲劳能力

测水调研活动现场

近日，“天眼”FAST（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
望远镜）首次发现毫秒脉冲星，并得到国际
认证，这是 FAST 继发现脉冲星之后的另一
重要成果。新发现的脉冲星 J0318+0253 自转
周期 5.19 毫秒，根据色散估算距离地球约
4000 光年，由 FAST 使用超宽带接收机进行
一小时跟踪观测发现，是至今发现的射电流
量最弱的高能毫秒脉冲星之一。

毫秒脉冲星是每秒自转上百次的特殊中
子星，对其研究不仅有望对理解中子星演
化、奇异物质状态起到重要作用，而且稳定
的毫秒脉冲星是低频引力波探针。脉冲星搜
索是进行引力波探测研究的基础，脉冲星计
时阵是观测超大质量双黑洞发出的引力波最
有效的方法。脉冲星计时阵依赖数十颗计时
性质良好的毫秒脉冲星，其样本的扩大、性
能的提高起始于脉冲星搜索。此次 FAST 首
次发现毫秒脉冲星，展示了 FAST 对国际低
频引力波探测作出实质贡献的潜力。FAST
项目组已经策划的 FAST 多科学目标同时巡
天规划将发现大量毫秒脉冲星，大幅度提高
脉冲星阵探测引力波的灵敏度。

毫秒脉冲星

近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研
究员 Udayan Umapathi 与他的同事一起，为
一个名为“可编程水滴”的项目不断努力。这
个想法简单来说就是精确控制水滴，沿着轨
道移动它们，并合并它们或使它们变形。

这 可 以 通 过 一 种 称 为 电 润 湿（elec-
trowetting）的技术来实现，该技术允许使用电
场来操纵电介质材料。Umapathi 解释说：“我
们正在努力实现使用我们的系统创建动力学
装置的目标，在这里我们可以编排数百个甚
至数千个水滴的运动。想象一下，数千个水
滴在一起跳舞，难道不会让人着迷吗？”

水滴可以携带生物和化学物质。因此，
研究团队也希望通过程序控制它们，然后通
过一段代码执行化学和生物学实验，而无须
碰触任何手动工具。

或许《水形物语》中艾丽莎用手指在玻璃
上控制水滴的奇幻场景，在不久的将来将借
助这一技术成为现实。

“可编程水滴”

（北绛整理）

拥有几百年寿命的珊瑚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