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特雷斯
在国际消除贫困日上致辞

据新华社电 10月 17日是国际消除贫困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此发表致辞，强
调从新冠疫情中复苏必须具有变革性、包容
性和可持续性。

古特雷斯表示，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在 20
年里首次不降反升。

新冠疫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破坏，
去年大约 1.2亿人陷入贫困。复苏不均衡正在
加剧南北差距。

他说，在世界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团结却
不见踪影。疫苗分配不平等，病毒产生新的变
异并大肆传播，在世界范围内新增数百万死
亡病例。

古特雷斯认为，需要以三管齐下的办法
推动全球复苏。
首先，复苏必须是变革性的，不能再回

到疫情前已存在的导致贫困长期存在的结
构性缺陷和不平等状态。
其次，复苏必须是包容性的。复苏不均

衡正在使很多人掉队，使边缘群体更加脆
弱，使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遥不可及。性别
不平等和财富悬殊现象必须改变。

再次，复苏必须是可持续的，因为我们
需要建立一个有韧性、低碳和净零排放的
世界。
古特雷斯呼吁世人携起手来，消除贫困，

建立一个正义、有尊严、机会平等的世界。
（尚绪谦）

《自然—医学》

研究揭示中低收入国家
育龄妇女贫血患病率

美国华盛顿大学 Simon I. Hay 课题组揭
示 2000 年至 2018 年中低收入国家育龄妇女
的贫血患病率。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自
然—医学》。

研究人员对 82 个中低收入国家育龄妇
女 （15~49 岁） 的 贫 血 患 病 率 进 行 了
2000~2018年的地理空间估计，按严重程度对
贫血进行分层，并将结果汇总到与政策相关
的行政和国家层面。此外，研究人员还提供了
国家以下级别的差异分析，用于全面概述这
些国家内贫血患病率的不平等情况，并预测
实现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营养目标的进展，即在
2030年前将贫血减少一半。
研究结果表明，中低收入国家总体贫血患

病率普遍得到了适度的改善，但仅有 3个中低
收入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很有可能在 2030年前
实现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营养目标，而且没有
一个中低收入国家预计会在其所有国家以下的
行政单位实现这一目标。研究人员绘制了国家
内部的巨大差异，以及可能达不到世卫组织
GNT目标的地区地图，并提供了精确的公共卫
生工具，从而使充分的资源分配和后续干预措
施能够针对最脆弱的人群。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找到了一种让 DNA 与人体内细胞
膜进行交流的方法，从而为在液滴中制造“微型
生物计算机”铺平了道路。这种计算机在生物传
感和 mRNA疫苗中有潜在用途。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大学的 Matthew Baker 和悉尼大学的
Shelley Wickham 共同领导了这项近日发表于
《核酸研究》的进展。

研究者发现了设计和构建 DNA“纳米结
构”的最佳方法，从而能够有效操纵合成脂质
体———传统上用于运送癌症和其他疾病药物的
微小气泡。通过改变脂质体的形状、孔隙度和反
应性，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建立小分子系
统，从而感知环境并对信号做出反应，在药物分
子接近目标时释放。

Baker说，该研究发现了如何用 DNA构建
块状结构，并研究如何更好地用胆固醇标记这
些“小块”，使它们与脂质（植物和动物细胞的主
要成分）黏在一起。“我们研究的一个主要应用
是生物传感：你可以在健康人或患者体内黏上
一些液滴，当它在体内移动时，会记录体内的环
境信息，对其进行处理，并传递一个结果，这样
你就可以‘读出’该环境。”

脂质体纳米技术随着脂质体与 RNA 疫苗
的使用而声名鹊起。“这项工作展示了一种新方
法，可以将脂质体固定在合适的位置，然后在合
适的时间将它们打开。”Baker说，“它们是由我
们设计的单个部件自下而上建造的，我们可以
轻松地插入和取出不同的组件，改变它们的工
作方式。”

科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合适的脂质和脂质
体缓冲条件，以确保 DNA“计算机”真的黏在脂
质体上。他们还在努力寻找用胆固醇修饰 DNA
的最佳方法，以便 DNA不仅能进入细胞膜，而
且在需要的时候能停留在那里。
“它在边缘，还是在中心更好？大量簇拥还

是少量更好？是尽可能接近结构，还是尽可能
远一些？”Baker 说，“我们研究了所有这些内
容，表明这种方法可以为 DNA 结构可靠地结

合到脂质体上创造良好的条件，通过它们‘做
一些事情’。”

细胞膜在生命中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可以
形成分隔层，从而分离出不同类型的组织和细
胞。“这一切都依赖于不透水的薄膜。我们建立
了全新的 DNA纳米技术，可以根据需要在膜上
穿孔，从而在膜上传递重要的信号。”Baker表
示，“它会成为细胞相互沟通的基础，从而搞清
如何在一个细胞中制造有用的东西，然后输出
到其他地方使用。”

另一方面，在病原体中，细胞膜会被破坏，
进而破坏细胞。他们下一步将研究如何控制可
由光线触发的基于 DNA的毛孔，从而用完全新
颖的部分开发合成视网膜。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国际2021年 10月 19日 星期二
编辑 /赵路、许悦 校对 /何工劳 Tel：（010）62580617 E-mail押news＠stimes.cn2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科学此刻姻 姻

让 DNA与
细胞膜“聊天”

新研究发现了设计和构建 DNA“纳米结构”的最佳方法，从而有效地操纵合成脂质体。
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迄今最大彗星 2031年距地球最近

本报讯一颗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彗
星，正从奥尔特云向地球方向移动。据估计，这
颗不同寻常的天体漫游者直径为 100~200 公

里，将在 2031 年到达距离太阳最近点，那时它
距离地球最近，位于土星轨道。

天文学家说，伯纳迪内利—伯恩斯坦彗星
（C/2014 UN271）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奥尔
特云中最大的成员，而且它是第一颗在如此遥
远的路径上被探测到的彗星。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Pe-
dro Bernardinelli和 Gary Bernstein发现了这颗彗
星。他们正在筛选智利 4米口径的维克托·布兰
科望远镜上的 5.7亿像素暗能量相机（DECam）
获得的数据。他们发现，该天体的数据最初是在
2014~2018年收集到的，但因为没有显示出典型
的彗星尾巴，因而被认为是一颗矮行星。

但就在科学家宣布发现它的一天之内，天
文学家利用拉斯康伯瑞斯天文台拍摄了新的
图像，显示它在过去 3 年里有了彗发，而且正
在快速穿过奥尔特云。该天体随后被正式归类
为彗星。

Bernardinelli 和 Bernstein 以及其他一些天
文学家随后开始认真研究这颗彗星，并从各种
各样的观测资料中获取数据。他们近日在预印
本平台 arXiv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对其进行描
述。他们表示，利用天体测量学对这颗彗星的轨
道进行研究后发现，这是一颗全新的彗星，上一
次接近太阳的时间大约是在 350万年前，距离
太阳只有 18个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这颗彗星的
彗发似乎显示出大多数彗星具有的“简单”升华
热力学，但研究者不能预测该彗星在靠近太阳
时会变得多亮或多活跃。

目前，这颗彗星大约和天王星一样远（大约
30亿公里），星等略低于 20。尽管这颗彗星的体
积如此之大，但肉眼即便在 10年后距离其最近
的时候也看不见它，至少要通过最大的非专业
级望远镜才能看到它。 （晋楠）

相关论文信息：

天文学家将彗星 C/2014 UN271与太阳系
其他天体的大小进行了比较。

图片来源：Will G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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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开发新概念生物工程细胞器

近日，德国古腾堡大学的研究者开发出一
个高效多正交翻译膜类似系统，以支持多种细
胞膜表面的蛋白质翻译。这被认为是合成生物
学领域的重大进步。相关论文发表于《细胞》。

研究者将相分离结构域与不同的膜定位结
构域结合，将它们直接融合到 PylRS（吡咯赖氨
酰—tRNA 合成酶）或 RNA结合蛋白上，从而
将相分离凝聚体融合到不同的膜上。研究通过
荧光标记流式细胞分选，证实了该正交翻译细
胞器中不同翻译过程的特异性，并验证了所有
的正交翻译膜类似细胞器都不会与宿主在细
胞质中的翻译过程产生交叉反应。此外，研究
者还引入了两个正交 RNA 配体—结合蛋白
对———ms2-MCP 和 boxB-λN22 实现双系统
同时运作。

这一高效且高特异性的多正交翻译膜类似
系统可用于多种细胞膜表面的蛋白质翻译。通

过这种膜类似细胞器可以促进真核细胞双正交
遗传密码的扩展，使不同的翻译机制都具有单
一的氨基酸残基精度。这种在纳米范围内空间
调节翻译输出的能力，对于合成生物学以及不
同细胞器内膜蛋白相分离的生物学功能均具有
重要意义。 （吴晓燕）

相关论文信息：

利用微生物将二氧化碳转化成甲酸

近日，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研究人员改造
大肠杆菌，使其将氢气和二氧化碳转化为甲酸，
实现将大气中二氧化碳转化为化学品的可能
性。相关论文发表于《应用与环境微生物学》。

大肠杆菌是革兰氏阴性菌，是生物技术的
主力菌种。大肠杆菌在厌氧条件下自然进行混
合酸发酵，合成甲酸水解酶（FHL-1）。该酶的生
理作用是将甲酸歧化为氢气和二氧化碳，但在

合适的条件下也可以催化二氧化碳的氢化，因
此如果将其作为依赖于氢的二氧化碳还原酶加
以利用，那么它在生物基碳捕获和储存方面就
可以发挥作用。

在这项研究中，大肠杆菌宿主菌株被改造，
在 FHL-1中加入钨代替钼，从而有助于对酶施
加一定程度的催化偏性。改造后的大肠杆菌在
加压分批生物反应器中可以从氢气和二氧化碳
中连续生产甲酸。

这项工作证明了将细胞生长与二氧化碳单向
生成甲酸盐结合是可能的。该研究提供了一个利
用微生物进行生物固碳的新策略，有望为二氧化
碳转化利用技术发展提供新思路。 （吴晓燕）

相关论文信息：

美国开发生物燃料减少交通碳排放

美国能源部近日宣布提供 6470 万美元资

金，用于重点生产低成本、低碳生物燃料的项
目，作为可持续航空燃料（SAF）大挑战的一部
分，旨在到 2050年帮助航空业实现脱碳。这些
投资将推动技术进步，以制造重型交通工具（如
飞机和船舶）使用的石油燃料的替代品，并加快
到 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经济的步伐。

作为 SAF大挑战的一部分，美国能源部还
与交通部和农业部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
便进行必要的研究、开发以实现到 2030 年每
年至少供应 30 亿加仑 SAF 的目标，以及到
2050 年 100%满足航空燃料需求（目前每年
350亿加仑）。

这些项目分为 5个主题领域：生物技术的
放大；经济实惠、清洁的纤维素糖，可实现高产
转化；分离以实现生物质转化；住宅木材取暖
器；可再生天然气。选定项目有 22个，以高影响
力的生物能源技术研发为目标，支持更低成本
生产低碳生物燃料的基础知识和系统。

（吴晓燕）

俄新冠日增死亡病例
疫情以来首度破千

据新华社电 据俄罗斯防疫指挥部近日
通报，该国较前一日新增新冠死亡病例 1002
例，这是去年俄疫情开始以来该数值首次突
破千例，累计死亡 222315例。

这份通报显示，俄 10 月 16 日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 33208 例，为疫情开始以来新
的最高纪录，累计确诊 7958384 例。首都莫
斯科依然是疫情最严重地区，16 日报告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 6545 例，累计确 诊
1712674 例。
俄防疫主管部门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

监督局的传染病专家普舍尼奇娜娅 16日对
媒体说，俄新冠发病率增长与季节因素和变
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传播有关。

俄卫生部长穆拉什科日前表示，近期俄
新冠发病率上升与居民活动和全国新冠疫苗
接种率低有关。如果现在不采取限制社会接
触和促进居民接种等措施，俄将面临新冠发
病率继续上升的风险。

据俄防疫指挥部数据，截至 10月 15日，
该国完成一剂新冠疫苗接种者为 5100万人，
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达 4750万。俄科学院院
士、科学院医学部秘书斯塔罗杜波夫认为，俄
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到年底前需增加一倍，
才能形成集体免疫。 （胡晓光）

少吃零食甜点，多吃水果蔬菜

迄今最全面食物健康排行榜出炉
本报讯近日，美国研究人员利用食品营养

数据库，构建了一套食物营养分析系统———“食
品指南”，从而对美国人消费的 8032种食品（包
括饮料、混合型食品）的健康程度进行了评估和
排行。相关研究结果近日发表于《自然—食品》。

该研究领导者、塔夫茨大学弗里德曼营养科
学与政策学院院长 Dariush Mozaffarian说：“公众
会为如何在杂货店、餐厅中找到更健康的食物而
困惑。消费者、政策制定者，甚至产业界都在寻找
简单的工具，引导大家做出更健康的选择。”
“食物指南”同时考虑了食物中的健康因素

和有害因素，结合营养、食品成分、加工特性、植物
化学物质和添加剂方面的前沿科学问题，客观地
对所有食物、饮料，甚至混合菜肴和膳食进行了评
分。这些特征和领域划分是根据与主要慢性病和
营养不良风险相关的营养属性实现的。

在该“食物指南”中，每一种食物、饮料或混
合菜肴都会得到一个最终评分，范围从 1到 100
（最不健康到最健康）不等。研究人员认为 70分
以上的食物或饮料应该被鼓励食用，31~69分的
食物或饮料应该适量食用，任何得分在 30分及
以下的食物或饮料都应该尽量少食用。

在主要食品类别中，“食品指南”的平均得
分为 43.2分。其中，得分最低的是零食和甜点
（平均 16.4分），得分最高的类别是蔬菜（平均
69.1分）、水果（平均 73.9 分），几乎所有生水果
的得分都是 100分、豆类、坚果（平均 78.6分）。

在饮料中，含糖苏打水和能量饮料的平均得分
为 27.6分，100%水果或蔬菜汁的平均得分为 67分。

此外，淀粉类蔬菜的平均得分为 43.2 分，
牛肉的平均得分为 24.9 分，家禽和海鲜分别
为 42.67分和 67.0分。

研究人员指出，“食物指南”是第一个主要
的营养分析系统，在不同的食物组中使用一致
的评分标准，这对混合菜肴特别重要。例如，在
比萨饼中，许多其他评价系统对小麦、肉类和奶
酪有单独的评分算法，但对成品本身没有。对不
同项目的统一评分也有助于评估和比较可能一
起销售或消费的食品、饮料组合，如整个购物
篮，或特定公司销售的食品套餐。
“凭借其公开可用的评分算法，食品指南可

以提供一种微妙的方法促进健康食品的选择，
帮助指导消费者行为、营养政策、科学研究、食
品行业实践和基于社会的投资决策。”该研究作
者之一、希腊色萨利大学 Renata Micha说。

（辛雨）
相关论文信息：

图片来源：pixabay.com

（上接第 1版）构建可持续观测网络，主要
解决三个科学问题：如何精确刻画围栏效应？如
果围栏有积极效应，最优围封年限是多长？青藏
高原全域围栏优化布局方案是什么？
此前我们综合其他学者不同站点的研究结

果，综合分析认为在中度退化的草地生态系统，草
甸的围栏经过 1～4年可以拆除，草原则需 5～8
年。但我们希望能通过围栏可持续观测网络，更加
精确地回答科学问题。2021年开展了两个月的围
栏生态效应野外科考，我们已获取了观测网的样
品和数据，有望在 2022年上半年获得分析结果。
围栏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在全球科学家

的努力下，已经逐渐引起了相关组织和机构的
重视。比如，在三江源，部分围栏已经拆除，内蒙
古高原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也拆除了 7万
米的草原围栏。

我们建立了全球首个高寒围栏可持续观测
网络，目前正在和国际同行合作，组建全球围栏
观测网，以期解答全球围栏之惑。
相关论文信息：

（上接第 1版）草原的海拔高度在 3000米以
上，气压低，难做饭，大家常常只能吃发不起来的
馒头。宿舍楼不够住，很多人只好住在帐篷里，即
使在夏天晚上，盖着很厚的棉被也会冻醒。沙漠的
温差则太大，氢弹突破试验在夏天开展，氢弹原理
试验在冬天开展，不是热得气滞，就是冷得彻骨。

但张兴钤说，这样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从
不考虑这些，心里想的是如何使试验圆满成功。

在他们的呕心沥血和奋斗拼搏下，每次试
验都成功取得了所需要的数据，达到了预期的
目的。张兴钤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等荣誉。

从 1963年远赴西北，到 1980年调回北京，张
兴钤在漫长的十多年里背井离乡，和家人聚少离
多。父亲和妻儿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好
不容易回家短暂探亲，女儿已经不认识他了。他一
生为国，无怨无悔，却唯独对家庭心存一份亏欠。

百年风华与党同心

张兴钤出生于 1921年 10月 16日，与中国
共产党同龄。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早早就品尝到
了山河破碎、身如飘萍的痛楚。仅为了上学，他
就先后辗转于烟台、天津、上海、武汉、乐山等
地。偌大的中国，却难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就这样，他早早立下了以身许国的志向，随
着知识的积累和眼界的拓宽，这份志向越来越
明晰，“科技报国”的理想呼之欲出。

张兴钤在发奋学习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
时局和政治，参与过各种宣传和支持抗日的活
动。在亲身实践中，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
的认同和向往，并于 1940年秘密加入共产党。

但没过多久，党组织遭到了破坏。他也因此
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络。

直到 1965年，党支部大会才又通过他的入党
申请。时隔 25年，重回党的怀抱，张兴钤为此激动
不已：“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时刻。”后来经组
织审查，又批准他的党龄从 1940年秘密加入地下
党时开始算起。这对他来说又是一大喜事。

张兴钤的一生，是以身许国对党忠诚的一
生，是科技报国不畏艰难的一生。他的故事，是
那个年代许许多多科技工作者的缩影：生逢乱
世，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求学海外，为建设祖国
而归来；献身核武，舍小家为大家；工作涉密，不
为名不为利。

这些优秀的科技人员，这些杰出的共产党
员，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张兴钤：
以身许国丹心向党

科学评估并降低
围栏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