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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科技日报北京2月4日电（记者刘霞）据英

国《自然》杂志网站3日报道，印度提出一项新国

家量子任务，计划未来5年投入800亿卢比（11.2

亿美元），推动量子技术的发展，主要投资领域

包括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密码学。

印度这一投资由该国科学技术部管理，

新投资额在以前投资额的基础上增加很多。

2018 年，印度启动一个为期 5 年的量子技术

研究项目，并拨付 2.79亿美元，该项目是印度

“国家跨学科网络物理系统”的一部分。

印度科学技术部部长阿舒托什·夏尔马

表示，印度的量子研究“在理论方面是坚实

的，但印度需要建立量子基础设施和实验设

施，需要夯实自己的能力”。新国家量子任务

旨在加速印度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材料

开发和密码学等量子技术的发展步伐。

印度拉曼研究所是印度最早从事量子研

究的机构之一，该研究所物理学家乌巴兹·辛

哈表示，印度一直未曾真正认识到与量子相

关研究的潜力。她说：“增加量子技术领域的

投资额将确保印度能在这些颠覆性技术领域

取得较大成就。”

印度在该领域的投资与美国、欧洲和俄

罗斯持平。2018 年 12 月，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签署法案，启动国家量子战略，计划 5

年内投资 12 亿美元；2016 年，欧洲承诺为量

子技术投入 11.3亿美元；去年 12月，俄罗斯出

台国家量子计划，拟 5年内投资约 7.9亿美元，

打造一台实用的量子计算机。

印度科学技术部 2020—2021年度预算为

1440 亿卢比（约合 20.16 亿美元），比 2019—

2020年度增加 10.8%。

印度启动新国家量子任务
未来 5年拟投资 11.2亿美元

近日，在世界最大的农业和食品博览会

“柏林国际绿色周”召开期间，来自德国各地

的农民和环保组织对垒式地组织了声势浩大

的游行：农民反对政府推出过度的环保措施，

环保人士则抗议农业推升了气候变化危机。

夹在中间的德国政府左右为难。近年来迅猛

发展的有机行业则认为，有机食品展示了未

来农业的面貌，可以在生态和经济上应对这

一难题。

共同农业政策是关键

2019 年以来，欧洲各国农民已经组织过

很多次游行，矛盾的焦点首先是农业补贴。

欧盟每年约 590 亿欧元的农业补贴政策 2020

年底即将到期，为填补英国“脱欧”后留下的

预算空白，欧盟委员会曾一度考虑削减农业

支出，但遭到不少成员国及农民的强烈反

对。欧盟 2021—2027年的七年期预算正在艰

难磋商中，敦促本国政府不支持欧盟削减农

业支出是欧洲各国农民的最大诉求。

其次，欧盟共同农业政策面临新一轮改

革，其中的重点之一是如何用好这些资金，使

之适应今天欧洲的农业发展，同时增加对气

候和环保等公益服务的投资。农业支出约占

目前欧盟预算的 39%，是最大的单独项目。

在新的共同农业政策绿色架构以及如何赋予

各成员国更多权力等问题上，欧盟各国仍存

在严重分歧。

2019 年，德国从欧盟获得的农业资金约

62 亿欧元，其中约 50 亿欧元根据耕作面积直

接补贴，约 12 亿欧元用于农业环境计划和农

村发展。面对气候和环保方面日益增加的压

力，农业和食品行业想要革新转型，这些资金

显然不够。德国联邦有机工业联合会强调，

必须向农民支付市场无法支付的服务费用，

否则可持续的农业和食品的紧急改变将很难

成功。

过度环保措施吃不消

德国环保组织认为，农业的集约化单一

经营和杀虫剂的滥用使得生活在德国农业区

的鸟类、啮齿类动物和昆虫的多样性减少，许

多地区地下水中硝酸盐含量超过欧盟限值与

过度的家畜饲养和含氮肥料的滥用密不可

分。德国甚至因此面临欧盟的重罚。

德国近年来推行的各种农业改革，例如

收紧农业肥料使用规定，限制农药使用以保

护昆虫，在食品行业引进“动物福利标签”等，

均与此有关，但却让农民感觉“吃不消”，担心

这将导致他们收入减少。承受新环保措施引

发的成本，却没有得到补偿，农民才走上街

头，要求对其工作给予更多的尊重和认可，打

出了“别忘了是农民喂饱你们”“没有农场、没

有食物、没有未来”的标语。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 2019 年 12 月与农业

协会举行的农业峰会上向农民承诺，在环境

保护方面让他们有更多发言权。她说，农民

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希望与农民

一起“寻找新方法”，以确保该行业的未来。

生物多样性等问题，农民不是唯一的原因，

“而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她同时敦促农民

在诸如昆虫保护或肥料使用等问题上采取行

动，并更多地参与到气候保护行动中。

发展有机食品是方向

面对气候和环保方面日益增加的压力，

德国联邦有机工业联合会的董事会成员格

伯先生谈到：“一方面，气候、生物多样性、水

和土壤肥力方面的危机正在急剧增加，威胁

到农业及其基础；另一方面，有机农场主已

经开始向可持续的农业发展。现在重要的

是，联邦政府和欧盟应立即推动整个农业领

域的转变。推延的时间越长，必须采取的措

施就越激进。这将导致普通农户无法承受

痛苦的转折过程，很多农场可能会因此倒

闭。”格伯进一步解释说，“有机食品显示了

未来农业的面貌，以及在生态和经济上如何

成功实现转型。”

据德国联邦有机工业联合会向科技日报

记者介绍，近年来，德国的有机行业不断发

展。有机农业企业从 2010 年的 21942 家增长

到 2018 年的 31713 家。2015 年至 2018 年，有

机猪肉从 1.98 万吨增长到 2.95 万吨；有机鸡

蛋从 12 亿个增长到 15.5 亿个；有机牛奶则从

2008 年的 46.1 万吨增长到 2018 年 110 万吨。

有机农产品高投入的同时也能获得高回报。

从 2019年 11月的批发价看，普通牛奶大约 33

欧分每公斤，而有机牛奶可以卖到 47 欧分每

公斤。

与普通农户对加强环保措施的抵触相

反，有机农业和食品行业欢迎更高标准的动

物福利和产品有机标识，认为这有助于提高

真正的有机食品对客户的吸引力。当越来越

多的人愿意为了环保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

支付合理价格时，农业的全面革新和转型才

有可能实现。在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

压力下，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德国农业和食品

行业正不断向更高标准的“有机”迈进。

环保和气候压力下未来农业将更加“有机”

德国柏林的有机超市BIO COMPANY，可供应8000多种有机食品。1999年开出第一家店，至
今已经发展到58家店。 本报记者 李山摄

德国联邦有机工
业联合会董事会成员
沃尔克·克劳斯在柏林
国际绿色周上说：“德
国拥有强大的适应能
力，特别是在有机领
域。通过创新的工艺
和产品，有机农产品公
司正在开发优质、健康
原料的新市场。”

本报记者 李山摄

科技日报华盛顿2月 3日电 （记者刘海
英）N6-甲基腺苷（m6A）修饰是 RNA 最常见

的修饰之一，但科学家对其生物学作用并不

清楚。美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人类偏肺病

毒（HMPV）的 m6A修饰可帮助病毒成功隐藏

起来，不被免疫系统发现，进而促进 HMPV的

复制和基因表达。动物实验表明，以 m6A 为

标靶的实验性 HMPV 疫苗，会引发强烈的先

天免疫应答和有效的适应性应答，进而预防

肺部和鼻腔感染。相关研究成果刊发在 2 月

3日的《自然·微生物学》杂志上。

在该项研究中，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

人员领导的团队对 HMPV进行高通量测序后

发现，这种病毒利用m6A修饰来降低宿主免疫

蛋白识别病毒 RNA 的能力，进而躲避先天免

疫反应，利用宿主细胞复制自身并引起感染。

通过阻断 m6A 修饰，他们开发出了 HMPV 的

突变形式。细胞研究结果显示，这种病毒突变

形式会诱导一种叫做 I 型干扰素的蛋白的表

达，进而激活人体更强烈的先天免疫反应。

强烈的先天免疫反应是产生适应性免疫反

应的关键，而能否产生适应性免疫反应，则是一

种疫苗是否真正有效的最重要衡量标准之一。

为验证该突变病毒能否有效充当针对HMPV的

疫苗，研究人员在棉鼠身上进行了实验。结果表

明，该突变病毒能够引发棉鼠强烈的先天免疫应

答和有效的适应性应答，保护其免受病毒感染。

研究人员指出，他们的研究证明，m6A 可

以作为分子对自身与非自身 RNA 进行先天

免疫识别的分子标记，这一发现对于 HMPV

疫苗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HMPV 是 2001 年荷兰学者首先分离发

现的一种呼吸道病原体，随后世界各国研究

表明，该病毒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并已经

在人类中传播了至少 50 年。HMPV 被认为

是目前导致呼吸道感染的第二大原因，且与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属于同一家族，后者

是人类呼吸道感染的第一大病因。因此，新

研究不仅有助于开发针对 HMPV 的疫苗，也

有望帮助科学家开发出针对 RSV的疫苗。

人类偏肺病毒藏身之谜揭开
相关实验性疫苗可预防肺和鼻腔感染

科技日报北京2月4日电（记者刘霞）据

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瑞典研究人员首

次发现，鸟类的免疫系统与它们生活的气候

环境有关。随着气候变化不断加快，某些鸟

类自身的免疫系统可能会跟不上气候变化的

步伐，从而难以应付新出现的疾病。其它动

物可能也会出现同样问题。

隆德大学研究人员艾米莉·奥康纳领导

的团队近日发表论文称，他们研究了生活在

不同气候地区的 37 种鸟类，分析了每种鸟类

免疫系统相关基因的多样性——基因多样性

会影响免疫系统应对疾病的能力。而且，他

们还分析了这些鸟类生活地区从 1901 年至

2017年的气温和降水量。

研究发现，一个物种免疫系统相关基

因的多样性与它所处气候环境有关。在数

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许多鸟类的免疫系

统完成了精准“校准”，使它们能应对所居

住的特定环境和气候中的疾病。比如，生

活在热带雨水充足地区且不迁徙的物种，

其免疫系统相关基因最丰富多样，使其能

应对更多病原体。

研究还发现，快速的气候变化会给这些

“量身定制”的免疫系统带来挑战。奥康纳

说：“免疫系统的进化速度可能跟不上气候变

化的步伐，导致许多动物根本无法应对其所

接触的病原体的数量和类型变化。”

研究人员解释说，例如欧洲北部地区正

变得愈加温暖潮湿，当地可能会出现一些以

前并不存在的疾病，对某些动物构成威胁。

奥康纳说，受到相关影响的动物并不限

于鸟类，这项新发现可能也适用于其它动物，

因为他们研究的免疫系统相关基因在所有脊

椎动物中普遍存在。

气候变化太快或使动物难应付新疾病

2 月 2 日，在阿联酋阿布扎
比，当地地标建筑物阿布扎比国
家石油公司大楼点亮中国国旗，
为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加油。

新华社/阿联酋通讯社

阿联酋地标
为中国抗击疫情加油

科技日报北京2月4日电（记者房琳
琳）2 月 4 日是世界癌症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与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共同

发布了两份报告，以回应多国政府关于“对

改善癌症控制范围和潜在政策及方案进行

更多研究”的呼吁。WHO官方网站最新消

息指出，有必要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加强癌症服务，综合实施包括成本、可行性

和有效性在内的恰当应对措施和治疗方

案，以拯救全球700万癌症患者的生命。

该组织警告说，如按目前趋势继续下

去 ，未 来 20 年 ，全 球 癌 症 病 例 将 增 加

60%。新增病例中大比例增幅将出现在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而这些国家的癌症

存活率目前最低。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

家不得不将有限的卫生资源集中用于防治

传染病和改善妇幼保健，而这类医疗服务

不具备预防、诊断和治疗癌症的能力。

2019 年，90%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报告

说，其公共卫生系统有能力提供癌症综合

治疗服务，而只有 15%的低收入国家具备

这种服务能力。

WHO 助理总干事任明辉博士说：“如

果人们能够获得初级保健和转诊体系的支

持，那么癌症可以及早发现、有效治疗和治

愈。癌症对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应该

意味着‘死刑判决’。”

WHO 指出，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是，

在包括成本、可行性和有效性在内的治疗

方法中，选择有效的平衡治疗方案。每个

政府都有责任选择适当的创新癌症疗法，

同时也要认识到，现有治疗方法中，许多是

非常有效且能负担得起的方案。

WHO总干事谭德赛博士说：“通过确定

适合每个国家情况的最适当和科学的方案，

在全民健康覆盖的基础上建立强有力的癌

症应对措施，并动员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共同

努力，至少可以挽救700万人的生命。”

WHO 强调了各种经证实的预防新癌

症病例的干预措施，包括控制烟草、接种乙

型肝炎疫苗以预防肝癌、接种 HPV 疫苗以

消除宫颈癌、筛查和治疗、实施高影响力的

癌症管理干预措施等，这些措施既能节省

医疗费用，还能确保病患获得包括止痛在

内的治疗。

癌症常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实际上一

些癌症是可以治愈的，还有很多癌症患者

在精心治疗下可以长期生存，甚至是高质

量地正常生活。在发达国家，癌症的早期

诊测和预后都更加先进，患者应对癌症也

更加从容和科学。发展中国家要达到这样

的水准还需要时间。人类在抗癌征程中应

该携手应对，发达国家也应提供足够的技

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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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2月4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近日发表的

一篇报道，掀起了“素食主义”者的抗议以

及微生物学家们的广泛讨论。该文章认

为，素食缺乏大脑需要的多种重要营养元

素，长期纯素食毫无疑问会影响人的智

力。但微生物学家反驳了这篇报道，认为

其观点是基于早已过时的研究，而这样误

导公众是不负责任且危险的。

“素食主义”是新千年增长最快的趋势

之一。据 BBC 这篇文章称，统计显示，目

前全球的素食者大约能达到 3.75 亿之多。

美国的“素食主义”者在 2014 年到 2017 年

之间增长了 6 倍，而印度的主流饮食自公

元前 6世纪以来就是素食。

BBC的报道追溯我们的祖先，认为是吃

肉让我们变得人性化或更聪明，并发出疑问：

纯素食这种饮食上的“缺陷”，究竟是否会“影

响纯素食者的思考能力”？因为其认为素食

难以人为地添加营养，而长期纯素食者的大

脑健康，一直以来都成为健康研究领域的一

大难题。虽然部分素食者可能会服用营养补

充剂，但专家表示，从实际情况出发，无法期望

所有人都会科学合理的摄入营养补充剂。

其中，牛津大学生物学家纳森·科弗纳

斯认为，最近植物替代饮食的转变，十分令

人担忧。他表示：“素食会导致 B12 和铁缺

乏，毫无疑问这会影响你的智力。”

这篇报道不但令“素食主义”者不满，

也掀起了微生物学家们的讨论。有学者已

经发表了不同的声音，认为其观点是基于

过时的研究，并以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

的一项最新研究对此提出了反驳——该研

究认为，是更高质量的饮食（包括肉类），通

过烹饪得到了改善，再加上直立行走，助长

了大脑体积的增长。换句话说，原始人类

并不是靠吃肉变得聪明，而是人类生活方

式的改变促进了大脑的生长。此外，B12的

缺乏，不只是素食者的问题，而是目前整个

人类群体都普遍缺乏 B12。

BBC长期吃素让智商变低报道遭质疑
微生物学家：观点过时误导公众

科技日报华盛顿2月3日电 （记者刘
海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月 3日

发布新闻公报称，该院下属机构美国国家

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支持的一项

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HVTN 702 项

目失败，已停止疫苗接种。NIH 称，停止

接种疫苗的原因是，一个独立的数据和安

全监控委员会中期审查发现，该疫苗方案

不能预防艾滋病病毒（HIV）感染。

HVTN 702 项目是由 Pox-Protein 公

私合营组织领导的一项 HIV 疫苗研究工

作的一部分，于 2016 年开始在南非进行，

用于测试一种试验性初免—加强型疫苗接

种方案。这一方案基于有史以来唯一能显

示出对 HIV 感染具有保护作用的疫苗接

种方案——由美国军事 HIV 研究计划和

泰国卫生部牵头实施的 RV144 临床试验

中测试的方案而开发，更针对南部非洲最

常见的 HIV亚型 C进化枝。

HVTN 702 项目共招募了 5407 名志

愿者，他们在 18个月内被随机分配接受了

6 次疫苗或安慰剂注射。在 2020 年 1 月 23

日的中期分析中，数据和安全监控委员会

检查了接受疫苗注射的 2694 名志愿者和

接受安慰剂注射的 2689 名志愿者的数据，

结果发现疫苗接种者中发生了 129 例 HIV

感 染 ，而 安 慰 剂 接 种 者 中 发 生 了 123 例

HIV 感染。DSMB 得出结论认为，研究用

疫苗未显示任何功效，建议不要再接种该

疫苗，并对参与者继续跟踪研究。DSMB

报告指出，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接种疫苗

后感染率降低或升高。

NIAID 同意了数据和安全监控委员

会的建议，停止疫苗接种。NIAID 所长安

东尼·S·福西表示，很遗憾该候选疫苗没能

奏效。他指出，HIV 疫苗对于结束艾滋病

全球大流行至关重要，他们将继续研究安

全有效的疫苗，相信最终可以实现目的。

NIH 称，NIAID 和 HVTN 702 研究小

组正在努力全面分析研究数据，以指导未

来的疫苗开发工作，相关详细的科学发现

将尽快公开。

实验性疫苗方案无法有效预防感染

NIH宣布一项HIV疫苗临床试验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