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美国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下

属民权和公民自由小组委员会主席杰米·拉

斯金和国会亚裔美国人核心小组主席、美国

第一位华裔女性议员赵美心联合宣布将对美

国 国 立 卫 生 研 究 院（NIH）和 联 邦 调 查 局

（FBI）发起调查，原因是有报道称这些机构将

华裔科学家作为潜在知识产权盗窃者。

拉斯金和赵美心在调查声明中表示：“这

些报道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切，即在这一行

动中无辜的人正在被牵连。”

声明特别列举以下证据，根据 FBI 的“指

示”，2018 年，NIH 发出了 18000 封信，要求管

理人员加强审查与外国有联系的科学家、特

别是与中国有联系的科学家。2009 年以来，

美国根据《经济间谍法》提起的起诉中，52%针

对华裔科学家，与非华裔被告相比，华裔被告

最终被宣判无罪或撤销所有指控的几率高出

一倍以上，这说明其中或有许多“冤假错案”。

拉斯金和赵美心分别致函 NIH 院长柯林

斯和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要求 NIH 和

FBI配合调查并提供必要信息。

致柯林斯的函中写道，NIH 的相关行动

具有“种族歧视”和“新红色恐慌”特点。NIH

需要向拉斯金所在的小组委员会提交 18000

封信的复印件及收信地址；NIH 正在调查的

涉及“盗窃知识产权”的案件情况，特别是涉

案人信息及其是否由 FBI发起；2016年 6月以

来，NIH 与 FBI 关于调查华裔人员的通信记

录等。

致克里斯托弗·雷的信中则列举了 FBI对

陈霞芬、郗小星等华裔科学家的错误指控，并

且指出 FBI 要求大学及科研机构的管理者与

其合作，审查华裔教师及科研人员。函中要

求 FBI提供 2014 年以来与“盗窃知识产权”相

关的所有案件信息，特别是涉案人种族情况；

FBI 和科研机构间与监控中国留学生和学者

相关的所有文件或通信记录；FBI 与 NIH 的

相关沟通情况等。

涉嫌歧视华人 美议员对FBI和NIH发起调查

8
2020 年 2 月 26 日 星期三

国际新闻 GUO JI XIN WEN

新闻热线：010—58884080
E-mail：kjrbgjb@vip.sina.com

■责编 左常睿

今日视点
本报驻美国记者 刘海英

本报记者 胡定坤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5日电 （记者张
梦然）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25 日发表的

一项地球科学模型，首次详细分析了地球

早期磁场是如何产生的。

地球的磁场已经运行了至少 34 亿年，

而它的起源却一直未知。磁场其实也是地

球最神秘的特征之一，它对所有生命体都

至关重要。长时间以来，科学家将磁场理

论化为地核动力作用的结果。在地球内

部，液态的外核围绕着固态的内核旋转，而

其方向则与地球自转的方向相反。

现如今所说的磁场，正是由富含金属

铁的液态地核外核中的“发电机”产生的，

但这一过程在地球早期，应该较难维持，因

为地核的冷却速度并不够快。早期地核周

围有一层熔融硅酸盐（一种基底的岩浆海

洋）。不过，此前对硅酸盐液体的导电率测

量显示，这些化合物无法形成“发电机”。

此次，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人

员拉斯·斯特里克斯路德和同事进行了一系

列模拟，对条件近似早期地球基底岩浆海洋

的硅酸盐液体的导电率进行了预测。研究

团队发现，在该海洋的预测温度和压强下，

硅酸盐的导电率足够维持“发电机”的运转。

基于这些结果，他们计算了磁场强度，

发现其与太古宙（约 40 亿年至 25 亿年前）

古地磁记录中的磁场强度相似。研究团队

的结论是，早期磁场是由基底岩浆海洋产

生的，并认为宇宙中其他类地天体可能也

存在硅酸盐“发电机”。

研究人员认为，通过明晰地球磁场的

形成，人类将能更明确地球的内部机制，而

这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形成其他行星的地

质过程和种类，从而确定其他行星是否具

有支持生命存在的能力。

我们中国人是最早发现地球有磁场的

民族，也最早利用地磁的方向性来导航。

但科学绝不能停留在实用即满足的层次。

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好奇，让我们去深

钻地层，去制造地震，去找寻几十亿年的地

磁记录，多领域的发现汇集成日渐高深的

知识体系。无尽的探索带来无尽的兴奋，

小课题也可能通向宇宙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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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模拟图
图片来源：《自然·通讯》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洞察

号”火星探测器登陆火星已有一年，在这一年

多时间里，它不断地帮助科学家刷新着对这

颗红色星球的认知。

24 日 ，《自 然·地 球 科 学》和《自 然·通

讯》杂志刊发了 6 篇论文（其中《自然·地球

科学》刊发了 5 篇），详细介绍了科学家们

的新发现，为我们揭开了这颗行星神秘面

纱的一角。

地下：地震频发但不强烈

“洞察号”任务是 NASA 第一个致力于深

入研究火星内部深层结构的任务，探测器上

的内部结构地震实验装置（SEIS）即是为该任

务专门设计的，用于探测记录火星地震或流

星撞击产生的地震波，为科学家提供研究行

星内部结构的线索。

在 2019 年 4 月 6 日，SEIS 首次探测到了

源自火星内部的微弱震动信号，令科学家

们兴奋不已。而随后的研究表明，火星地

震远比科学家们预期的要频繁。2019 年底

的时候，SEIS 每天差不多能检测到两个震

动信号。而到目前为止，SEIS 已经发现了

450 多个震动信号，其中绝大多数被认为是

地震信号。虽然地震频繁，但信号表明，火

星上的这些地震都不强烈，最大的地震规

模也只有 4.0 级。

表面：磁力信号比预
期强十倍

在数十亿年前，火星有着完整磁场，但如

今已不存在。“洞察号”上的磁力计发现了其

曾经存在的痕迹——磁化的古老岩石。但让

科学家们惊讶的是，在“洞察号”着陆点处的

磁力信号要比研究该区域的轨道飞行器的数

据所预测的强 10 倍。他们推断，在着陆地点

150公里以内，地表以下的岩石被磁化了。而

地质测绘和“洞察号”地震数据表明，大部分

或所有的磁化源都存在于基底岩石中，这些

岩石至少有 39亿年的历史。

除了磁力信号强度超出预期外，科学家

们还发现，这些磁力信号会随时间而变化，其

度量值在白天和晚上会有所不同。目前他们

尚不能确认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但认为可

能与太阳风和火星大气的相互作用有关。

空中：常听风起但不见尘暴

借助更先进的设备，“洞察号”几乎可以

连续测量风速、风向和气压，因此可以提供更

多的数据。至今，“洞察号”已经检测到数千

个旋风，远远超过此前 NASA 的任何一个配

备了气象传感器的火星探测器。

当风吹起沙砾并变得可见时，会被称为

“尘暴”。但在火星上，尽管风吹得频繁，SEIS

也可以感觉到这些旋风像巨型吸尘器一样在

火星表面吸起尘埃，但至今为止，“洞察号”的

相机却一直没能捕获到尘暴的画面。

核心：内核情况判定
要待来年

“洞察号”上有两个无线电装置：一个用

于定期发送和接收数据，一个用于测量火星

旋转时的摆动，后者也被称为自转和内部结

构实验（RISE）装置。“洞察号”配备 RISE装置

的目的是为研究火星内核提供线索。科学家

可以利用火星与地球之间的无线电传输来评

估火星绕轴旋转产生的摆动，最终揭示火星

内核是固态的还是液态的。

但科学家要对火星的内核情况进行判

定，一年的时间远远不够。他们还需再耐心

地等待一年。因为只有观察火星在一个完整

火星年（687天，相当于 1.88个地球年）的旋转

摆动情况，才能更好地了解它的摆动幅度和

速度，进而做出准确判断。

“洞察号”一年：揭开火星神秘面纱的一角
多 篇 论 文 呈 现 丰 富 科 研 成 果

国际合作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2月 25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网

站近日消息称，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亚历山德

罗·韦斯皮尼亚尼及其同事开发了一种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预测模型，并

描述了现阶段为制止该病在全球流行而进

行的计算机研究工作。

追踪新型冠状病毒的计算机科学家们，

一直在努力预测病毒的“下一步行动”。在

中国，新增病例的数量已经开始显著下降，

但是人们对在新加坡、日本、韩国、泰国等地

COVID-19可能爆发的担忧正在增加。

韦斯皮尼亚尼开发了该流行病的预测模

型，并对 IEEE讲述了为制止全球流行而进行

的计算工作。他的团队开发了一种名为

“EpiRisk”的工具，该工具可估计感染者通过

旅行将疾病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可能性，

同时，该工具还可以跟踪旅行禁令的有效性。

韦斯皮尼亚尼表示，在过去几天中，已经

看到了一些良好的信号，即中国病例正在减少

的报告。现在人们担心的是，我们忽视了中国

附近其他国家存在传播链的可能性。一些地区

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干预措施，例如限制交通

和关闭学校。但仍有一些地区没有这样做。如

果这些国家开始出现不是从中国输入的病例，

则可能表明该流行病正在其他地方蔓延，那这

些地区可能会成为新的“震中”。

团队开发的“EpiRisk”工具，其建模方法

是使用所有可能的数据源，专注于来自中国

和附近国家的监视数据。其后，他们让模型

研究了干预措施会如何影响疾病的传播。

科学家正在尝试了解，疫情严重的地区及周

边，机场、长途运输、学校被关闭，这些措施

对遏制该流行病的可能性，以及这些措施实

施后，在中国境外看到病例的可能性。

作为一名通过计算机为疾病建模的研究

者，韦斯皮尼亚尼认为，在他的领域中，有两种

不同的工作：没有紧急情况或威胁的情况下进

行“和平时期”研究，以及“战役时期”的研究，而

现在正是后者。当发生类似COVID-19疫情

的紧急情况时，科学家必须使用有限的数据，跟

随不断变化的形势以及建立很多假设。可能前

一天他们刚刚制作好的模型，马上又必须进行

彻底修改，因为新的信息已经到来。

此外，其他领域的计算机科学家也可以

提供丰富的帮助，并且他们无需将自己重塑

为一名流行病建模学家，因为可以与已经在

传染病建模领域中的学者合作，这将帮助人

们避免初级常见错误，可以立即进入到“战

斗的中心”。

计算机预测病毒“下一步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2月25日电（记者刘霞）

据欧盟委员会官网 24 日报道，为进一步加

强全球应对 COVID-19 疫情的预防和控制

工作，欧盟委员会今天宣布了一项价值 2.32

亿欧元的新一揽子援助计划，其中部分资金

会立刻分发下去，剩余资金将在未来几个月

内拨付。这笔新资金将在疾病的检测和诊

断、照顾感染者并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方面

发挥作用。

欧洲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

示：“随着病患人数不断增加，公共健康成为

头等大事。无论是为了增强欧洲、中国还是

其他地区预防和阻止疫情的能力，国际社会

都必须共同努力。”

这 2.32 亿欧元中，1.14 亿欧元将拨付给

世界卫生组织，旨在帮助公共卫生系统薄弱

的国家加强公共卫生应急准备和响应工作，

其中部分资金要经过欧盟预算委员会的同

意。1500万欧元将拨付给非洲，其中部分资

金会拨付给位于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巴斯德

研究所，支持快速诊断和流行病学监测的研

究进度。1 亿欧元将用于亟须的与诊断、治

疗和预防相关的研究，其中 9000万欧元拨付

给“创新药物行动计划”。

欧盟委员会危机管理委员兼欧洲紧急

响应协调专员雅奈兹·莱纳尔契奇表示：“现

在已有 2000 多人丧生，我们别无选择，唯有

在各个层面做好准备。我们的新一揽子援

助将资助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健康系统

较弱的国家。我们的目标是遏制疫情在全

球传播。”

欧盟委员会卫生和食品安全委员斯特

拉·基里亚基德斯则指出：“欧盟委员会目前

正密切关注意大利的疫情，随时准备向意大

利提供援助。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世

界卫生组织将在本周派遣专家组前往意大

利评估疫情，并在疫情防范、监控及流行病

学等专业层面向意大利提供支持。”

欧盟再拨2.32亿欧元应对疫情

科技日报北京2月 25日电 （记者张梦
然）英国《自然·微生物学》杂志 25 日发表的

一篇病毒学论文，报道了一种快速筛查冠状

病毒的方法，并检测病毒感染不同物种细胞

的能力，研究人员已用新型冠状病毒测试了

这种方法。

作为冠状病毒的一个属，β冠状病毒

（β-CoV）又可分为四个谱系。其中，B 谱

系包含 SARS-CoV 和新冠病毒，已有超过

200 个病毒序列发表。随着基因测序的发

展，全球动物种群体内的数千个新病毒序列

相继揭晓。不过，尚不知这些病毒是否会出

现在人体内，而目前检测它们是否可以进入

人类细胞的技术都存在技术门槛高、耗时、

费用高等问题。

而所有冠状病毒都会编码一种表面蛋

白，也称棘突，这个蛋白会与一个细胞受体

相结合，介导病毒进入细胞。对于β冠状病

毒来说，棘突蛋白的一个区域，即受体结合

域（RBD），会与宿主细胞发生相互作用。一

旦结合，附近的一个蛋白酶家族的宿主酶会

剪切棘突，帮助病毒进入。

此次，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国立过

敏和传染病研究院的迈克尔·乐特克、文森

特·曼斯特及他们同事描述了一种新方法，

可以快速筛查 B 谱系β冠状病毒的受体结

合域，比传统方法更快，成本效率比更高。

研究团队用这种方法，检测了 B 谱系β冠状

病毒所有已发表的受体结合域序列的受体

使用情况。他们发现，这些受体结合域可以

分为三个不同分支，利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ACE2）这种人体细胞受体进入细胞的属

于“分支一”。

在这项研究开展的过程中，新型冠状病毒

开始出现，研究团队利用这种新的筛查技术，快

速确认了ACE2受体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进入细

胞的入口。他们在分析该病毒的棘突时发现，

其与“分支一”中的其它病毒最为相似。

美报告冠状病毒快速筛查方法

日本熊本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了控制

形成卵子和精子所需染色体减数分裂的基

因，将其命名为“MEIOSIN”。此前形成卵

子和精子时引起减数分裂的详细机制一直

不清楚，该成果有望推动不孕不育治疗等

生殖医学的发展。

生物组织和器官一般是通过“体细胞分

裂”来持续进行细胞增殖。研究小组对卵巢

和精囊内的蛋白质谱进行了解析。通过质

谱法，确定了作为减数分裂“开关”的基因，

并将其命名为减数分裂起始因子“MEIO-

SIN”。研究发现，MEIOSIN具有极为罕见

的特性，仅在卵巢和精囊开始减数分裂之前

的特定时期被激活，MEIOSIN 在激活减数

分裂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与卵子

和精子的形成有关的重要基因。

（本栏目稿件来源：日本科学技术振兴
机构 整编：本报记者陈超）

不孕不育关联基因发现

日本东北大学、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

究所组成的研究小组发现，抑癌蛋白 p53

会形成液滴状缔合物，并提出了基于液滴

状缔合物功能调节的机制。

抑癌蛋白 p53 通过与靶 DNA 结合，

使细胞周期停滞，修复受损的 DNA，并引

起细胞凋亡，从而抑制细胞癌变。p53 会

形成四聚体，分散在溶液中发挥功能，但

不 可 逆 的 聚 集 会 导 致 其 功 能 丧 失 。 不

过，与这种分散状态和固体状聚集物不

同，p53 在具备液体性质的缔合物中的作

用有待查明。

研究小组发现在中性及弱酸性条件

下，p53 会形成微米尺寸的球形缔合物。

此外还发现 p53 的液滴状缔合物可通过各

种生物分子和翻译后修饰调控。

抑癌蛋白机制有望查明

创新连线·日本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5日电 （记者刘
霞）呼吸氧气被视为多细胞动物的一项基

本特征，但自然界总有“特例独行者”！以

色列科学家在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刊》撰文称，他们已经证实，名为“鲑居尾

孢虫”的寄生虫体内没有线粒体基因组因

此无法呼吸，这是地球上已知首个不呼吸

的动物。

鲑居尾孢虫是一种感染鲑鱼的寄生

虫。科学家认为，地球上所有其他多细胞

动物都拥有一些呼吸基因，但特拉维夫大

学的多萝西·霍雄领导的团队对鲑居尾孢

虫进行显微镜和基因组分析后发现，与其

它所有已知动物不同，这种寄生虫没有线

粒体基因组。线粒体基因组是动物线粒体

内虽小但至关重要的 DNA部分，包括负责

呼吸作用的基因。

霍 雄 24 日 对 美 国 趣 味 科 学 网 站 表

示：“鲑居尾孢虫失去了组织、神经细胞、

肌肉等，现在我们发现，它也失去了呼吸

能力。这种基因萎缩对这种寄生虫来说

可能是好事一件，这使它能尽可能快且

频繁地繁殖。”

霍雄介绍说，鲑居尾孢虫看起来像一系

列单细胞斑点，只有其孢子才显示出一点复

杂性。当在显微镜下观察时，这些孢子看起

来像蓝色的精子细胞，有两条尾巴和一双椭

圆形、类似外星人的眼睛。那些“眼睛”实际

上是刺细胞，它们不含毒液，在需要时可以

帮助寄生虫附着于宿主上，是鲑居尾孢虫在

其进化过程中没有放弃的特征之一。

霍雄说：“我们一直认为，动物是拥有许

多基因的多细胞生物，这些基因进化得越来

越复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

的生物，它已经进化为几乎是单细胞生物。”

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 24 日报

道，霍雄说：“至于鲑居尾孢虫如何在不呼

吸的情况下获取所需能量仍是未解之谜，

它很可能从宿主身上偷来氧气，但要进一

步研究其基因组才能找到答案。”

全球首个不呼吸动物“验明正身”

“洞察号”火星探测器艺术图 图片来源：NASA官网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钊）2 月 24 日，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科大）国际合作与

交流部加拿大籍语言教师穆雷·谢尔克捐赠

N95 口罩等抗疫物资，用于中科大附属第一

医院疫情防治工作。

据了解，在合肥居家隔离期间，穆雷深

为中国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的故事所感动，为

中国人民热爱家园、众志成城的精神所鼓

舞。看到医用防护用品短缺告急的情况后，

他发动加拿大、美国的家人朋友一起从海外

采购口罩，然后捐献给医院和中科大，虽然

因为限购原因，采购到的物资并不多，但是

体现了一位在华工作 20 年的外籍教师对中

国的深情厚谊。

图片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提供

中科大加籍教授捐赠抗疫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