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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7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自然》杂志 6 日发表的一项合成生物

学研究，瑞士一个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可以

快速重建新冠病毒的方法。重建病毒有助

于研究人员开发诊疗方法和疫苗，同时，拥

有合成能力也被认为是未来防治相关疫情

的重要一环。

在实验室重建病毒，是一种有效的研究

疾病暴发所涉病原体的方法。发生疫情时，

将病毒样本送至研究机构可能需要很长时

间，或者转运这些病原体被认为过于危险；

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当科学家拥有能够设计

并重建病毒的能力，也将成为防治未来可能

疫情的重要一步——科学家在此基础上可

以对重建的病毒进行试验，进而能够以更高

效率找到有效的疫苗和疗法。

许多病毒是利用大肠杆菌进行复制的，

然而冠状病毒较一般病毒更大，不易使用这

些细菌克隆。鉴于此，科学家提出酵母是可

用于重建病毒基因组的另类方法，瑞士伯尔

尼大学研究人员沃尔克·赛尔、乔格·乔利斯

及他们的同事，此次便是利用酵母重新建造

出了新冠病毒”。

研究团队使用 2020 年 1 月初公布的新

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作为模板，将其分成 12

个重叠的片段，并从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订

购了 14 个重建冠状病毒 DNA 的短序列，

目的是重组这些片段，并重建出新冠病毒

基因组序列。这一操作最初缺少了两个片

段，不过，研究人员从本地一名感染新冠病

毒的患者身上获得了样本，得以制造出缺

失的片段。

经过多次克隆和调整，研究团队最终生

成了与患者样本非常类似的新冠病毒合成

基因组，不过还是观察到了一些复制差异。

研 究 人 员 总 结 表 示 ，收 到 DNA 片 段

一周后便重建了病毒，这样的速度使得这

种方法颇具吸引力：无需获取临床样本，

便能向卫生机构和诊断实验室提供感染

性病毒。

《自然》杂志发表研究称

瑞士团队用酵母快速“重建”新冠病毒基因组

今年 1月，当杰米·博尔克在伊利诺伊州

麦克姆瑞学院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教写作课

时，她觉得自己像中了头奖——发送了 140

多份简历后，她获得了该校的终身教职。但

今年 4月，她发推文称：“很不幸，麦克姆瑞学

院即将永久关闭……它已处于关门边缘，新

冠病毒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麦克姆瑞学院面临的困境是伊利诺伊

州诸多高校的缩影：新冠肺炎肆虐期间，招

生人数下降、捐赠不足以及竞争加剧，导致

多所本就不富裕的学校雪上加霜。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 5 月 2 日报道，在

全美范围内，大学校长及其董事会正面临一

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既要维持学校财

政运转，同时又不能让学生和教职工面临生

命危险。如果学校重开，一旦第二波疫情来

袭，那大学可能会被起诉；如果大学，尤其是

一些规模不大的学院继续关闭，可能要面临

数十亿美元的财务困境。

高校财政损失严重

美国教育理事会高级副主席特里·哈特

尔说：“新冠病毒肆虐使美国高等教育系统陷

入混乱，每所高校现在都面临现金流危机。”

物理学家组织网在报道中指出，全美校

园变为“鬼城”、毕业典礼纷纷取消，学校需

要退还给学生的食宿费用高达数十亿美

元。哈特尔小组提供的数据表明，高校本学

年必须退还给学生 78亿美元的食宿费，如拥

有 11 个 校 区 的 威 斯 康 星 大 学 ，就 将 退 回

7800万美元。

此外，有不少学生正要求学校退还部分

学费，他们认为在线课程无法与校园学习相

提并论。而且，一些学校的人事招聘工作也

已冻结，像博尔克这样的下岗教授的就业前

景也变得极为黯淡。

哈特尔说，美国大学的运作与企业类

似：“没有客户，就没有收入，裁员也就不可

避免。”

标普全球评级公司本周下调了对美国

100 多所高校的财务预测，这意味着这些学

校的信用评级可能被调低，因为它们面临收

入减少和流动性有限的问题。标普公司分

析师说：“我们认为，如果 2020年秋季国际生

显著减少，国内学生人数也总体减少，那将

对高效运营造成严重压力。”

据悉，亚利桑那大学的损失可能已经超

过 2.5 亿美元，最近该大学宣布了教职员工

休假计划，15000名员工的薪资也大大缩水，

学校希望此举可节省开支 9300 万美元。无

独有偶，佐治亚高等教育局今夏也面临高达

3.5亿美元的收入损失。

哈特尔说，这还不包括其他容易被忽视

的损失，比如，一所大型城市大学每月收取

的停车费就多达 400万美元，疫情肆虐期间，

这笔收入也付诸东流。

屋漏偏逢连阴雨！股市下挫导致学校

获得的捐赠大打折扣。有很多预测表明，已

经处于财务崩溃边缘的小型大学可能会永

久关闭；而有些被认为财务状况良好的大型

大学也担心州可能会削减预算。正如穆迪

投资者服务公司的报告所指出的，疫情暴发

造成的财务混乱“可能会促使各州将资金分

配给医疗保健等亟须资金的领域，从而减少

对公共高等教育的资助”。

今秋开学面临挑战

为使学校能够维持下去，不少大学计划

今秋开学。

布朗大学校长克里斯蒂娜·帕克森在

《纽约时报》上写道，今年秋天重新开放校园

“应该列入国家优先事项”。她指出，高等教

育系统拥有 300 万雇员，2017—18 学年为美

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 6000多亿美元。

作为高校“领头羊”的哈佛大学早些时

候发表声明说：“哈佛大学将于 2020 年秋季

开学”，尽管并非所有活动都将恢复——目

前，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学校

已经将暑期课程转移到网上。

普度大学也希望校园于今秋重新开放，

当然，这所位于印第安纳州的高校也制定了

一些策略，包括学生在返校之前必须接受测

试，延长上课时间和天数以便缩小上课学生

的规模等等。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 5 月 2 日报道，佐

治亚州主管高校的官员正在研究考虑一种

“错开、分阶段的返校方法”，佐治亚大学校

长杰雷·莫尔黑德近日表示，该大学计划 8月

开始恢复课堂授课。

德克萨斯大学的官员也希望在秋天开

学，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谈及州

立大学重开校园的可能性时说，本周看到了

“更多希望的曙光”，但他警告说，如果疫情

恶化，那学校可能就要改变计划。

不过，印第安纳大学校长迈克尔·迈克

罗比说，今年秋天完全恢复校内教学和研究

的“可能性极低”，尽管其学校尚未作出任何

决定。波士顿大学最近也警告说，学生可能

要等到明年一月份才能重返校园。

疫情的前景尚不确定，这使所有计划的

制定和执行都很困难。美国《政治报》网站

指出，许多流行病学家预计秋天美国可能遭

遇第二波疫情，为抗击疫情卷土重来，坐在

教室里上课的学生可以减半，以便更好地遵

守社交距离规定。学生和教职工都可以选

择网上课程。大型校园建筑物可以改造成

超大型讲堂。体温检测和接触追踪可能成

为大学生活的一部分。

密歇根州立大学协会的首席执行官丹·
赫尔利说：“即便各大学真的开学了，那也和

去年秋季的情况不一样，和过去一百年的秋

季也不一样，因为要遵守重要的社交距离和

身体距离规定。学生们每天朝夕相处，一旦

出现疫情，后果不堪设想。”

冒险开学还是财政破产？美国大学进退两难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5月7日电（记者张梦然）
据《自然·通讯》杂志6日发表的一篇免疫学论

文称，欧洲科学家团队报告发现了一种能中

和新冠病毒的单克隆抗体。不过，仍需进一

步探索该研究结果是否能转化应用于临床。

中和冠状病毒的抗体一般靶向病毒表面

的三聚体刺突（S）蛋白，该蛋白能介导病毒进

入宿主细胞。S蛋白有两个亚基：S1和 S2，分

别参与病毒与细胞的附着以及病毒膜与细胞

膜的融合。已知新型冠状病毒通过本身 S蛋

白的 S1B结构域（S1的 4个核心结构域之一）

与人细胞表面的ACE2蛋白结合。

为了识别出能中和新冠病毒的潜在抗体，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科学家布兰德·简·博世及其

同事，利用能对不同冠状病毒S蛋白产生抗体

的人源化小鼠创建了51个细胞系。随后，他们

对采集的嵌合抗体（源自人和大鼠）开展了检

测，以确定其中是否存在能中和新冠病毒的抗

体。研究人员发现，有一个抗体47D11对新冠

病毒表现出中和能力。他们再对这个嵌合抗体

进行重新编排，令其产生全人源化抗体。

此外，研究人员还通过细胞培养表明，

抗体 47D11 能靶向新冠病毒的 S1B 受体结

合结构域。不过，他们发现抗体 47D11的结

合没能干预 S1B与 ACE2蛋白的附着。这说

明，抗体 47D11通过一种不同于受体结合干

预的机制中和新冠病毒。

目前仍需开展进一步研究明确其中的

具体机制。研究人员认为，无论是单独使用

还是与其它靶向受体结合亚结构域的中和

抗体联用，抗体 47D11或有助于今后治疗策

略的开发工作。

抗体治疗研究领域取得突破

欧洲：识别出能中和新冠病毒的单抗

科技日报特拉维夫5月6日电（记者毛
黎）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所属生物

研究所（BRI）日前表示，科研人员分离出有望

用于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抗体，虽然目前抗

体的测试仅限于培养皿，离正式使用至少还

有数月时间，但是该研究进展让以色列在全

球应对新冠病毒的努力中处于领先地位。

新研究的抗体无助于疫苗研发，它是针

对已感染新冠病毒者的药物。新抗体研究

表明在全球应对新冠病毒方面，以色列的生

物研究所率先实现了 3 个主要突破：寻找可

以破坏新冠病毒的抗体；只针对新冠病毒；

并且是单克隆抗体，不含导致患者并发症的

其他蛋白质。

研究所在声明中说：“根据世界各地综

合科学出版物的信息，生物研究所是世界上

同时在 3 个参数实现突破的首家机构。”研

究所还表示，工作人员正努力在未来几天内

为该抗体申请专利。

以色列阿苏塔医学中心负责人、卫生部

前总干事舒基·谢默教授认为，研究所分离

出中和新冠病毒的抗体是真正的突破，展现

了一流的科技能力。

研究所的声明同时表示，分离出针对新

冠病毒的单克隆抗体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

碑，但随后是复杂的测试和获得监管机构批

准的过程。不过，据研究所科学家估计，针

对这项突破性技术的过程有望缩短，大约需

要数月。

以色列国防部长纳夫塔利·本内特办公

室在声明中说：“下阶段，研究人员将与国际

公司接洽，以便商业性规模化生产该抗体。”

以色列：将为一种单抗申请专利

科技日报讯（记者董映璧）俄罗斯联邦

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局长安娜·波

波娃日前表示，通过使用快速新冠病毒抗体

检测剂对莫斯科超过 5万医务人员的检测发

现，20%的莫斯科医务人员已经具有新冠病

毒抗体，这对莫斯科抗击新冠疫情很重要。

波波娃称，这种抗体检测方法只需采集

指血，30 分钟内就可以完成。检测发现，在

儿童医院工作的医务人员的抗体检出率要

低一些，而其他医院的检出率接近 30%。

4 月 14 日，俄罗斯防疫指挥部开始使用

由“矢量”病毒学与生物技术国家科学中心

开发的新冠病毒抗体快速测试剂，首先对莫

斯科市医务人员进行新冠病毒抗体检测，以

确定哪些医务人员已经感染过病毒，是否具

有抗体，以保证医务人员高质量完成新冠病

毒感染者的救治工作。

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基因工程实验室

主任帕维尔·沃尔奇科夫日前表示，大规模

检测新冠病毒抗体，可以查出那些已经感染

过新冠病毒、但因无症状或症状轻微没有被

发现的人，这有助于战胜新冠病毒疫情大流

行。核酸检测是通过 PCR（聚合酶链反应）

来检测病毒基因组中特定的核酸序列，从而

判断被试者是否感染了病毒，但这种检测方

法所花时间比较长，通常需要好几个小时。

抗体检测技术不识别病毒的 RNA，而是在

血液样本中检测人体感染病毒后产生的

IgM 或 IgG 抗体，以判断被试者是否曾经感

染病毒。

莫斯科1/5医务人员已有新冠病毒抗体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7日电 （记者刘霞）
据英国《新科学家》网站 6 日报道，欧洲天文

学家发现了迄今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黑洞，

距地球仅 1000光年，质量至少为太阳的 4倍。

欧洲南方天文台的玛丽安·海达及其同事

偶然发现了这颗黑洞，它是名为 HR 6819的

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还包含另外两颗恒星。

当时，研究小组正在寻找一种特殊的恒

星对——其中一颗恒星旋转得非常快，以至

于有物质会从其赤道抖落下来，制造出一种

环。在寻找这种恒星对的过程中，他们发现

了 HR 6819，其中包括一颗特殊的恒星和一

颗普通恒星。他们发现，普通恒星似乎每 40

天围绕某个天体旋转一次，结果表明，这个天

体是一颗质量至少为 4倍太阳质量的黑洞。

研究人员解释称，由于黑洞会吞噬包括光

在内的一切物质，所以，他们无法直接观察到

黑洞，但根据其与该系统中其他两个天体的引

力相互作用，推断出了它的存在——观察该系

统几个月后，他们绘制出了恒星的轨道，并发

现另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物体在系统中扮演

重要角色，从而证实了这颗黑洞的存在。

海达说：“一定还有一堆距离我们很近的

天体，但这是迄今已知距离我们最近的天

体。根据银河系中拥有的恒星的数量，我们

预计银河系可能拥有约 1 亿颗此类小黑洞，

但我们目前仅发现了不到 100颗。如果黑洞

在整个星系中均匀分布，那么，距地球最近的

黑洞应该只有 30—40光年远。”

研究人员表示，这不仅是迄今发现的距

地球最近的黑洞，也是三元组系统中发现的

第一个黑洞，还是迄今发现的极少数不活跃

的黑洞之一，找到更多此类黑洞可以帮助我

们准确了解银河系中究竟存在多少颗黑洞。

据推算，银河系可能有 1000亿到 4000亿

个恒星系统，而银河系的黑洞数量就不那么

好确定了。这其中有不少恒星级的黑洞——

比如本文中的这个；更可能有很多星系级黑

洞，亘久盘踞于此，蚕食着身边的“养料”。人

类想对黑洞多一些了解，去年获得的黑洞照

片就可谓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不过，现在这

一领域的进展依然还很缓慢，因为我们在地

球上出现不过几百万年，而想要探究的黑洞，

可能已经存在上百亿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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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莫斯科5月6日电 （记者董映
璧）俄罗斯科学院生物有机化学研究所和莫

斯科大学生物系的科研人员利用基因移植

法，将发光蘑菇的几个基因转移到烟草的

DNA 中，首次培育出在夜间可以发光的植

物。有关专家指出，未来发光植物可用来装

饰房屋和公共场所，因此该项科研成果具有

很好的商业用途。

莫斯科大学生物学植物园经理弗拉基米

尔·丘布教授称，多年来，科研人员一直试图

从萤火虫、细菌中移植发光基因来培育发光

植物，但一直未取得成功。而俄罗斯科研人

员 2 年前研究蘑菇的生物发光时发现，发光

是由少量反应引起的，而在其它植物中可以

找到发光所需的相同物质。在后来的研究

中，俄罗斯研究人员将发光蘑菇的几个基因

转移到烟草 DNA中，便培育出发光亮度比蘑

菇高得多的烟草植物。

弗拉基米尔·丘布说，研究发现，转基因

植物发出的光变化很大，植物的幼枝，尤其是

花朵发出的光更亮，发出的光不断变化，可以

在植物的叶子上显示出奇异的图案和波浪，

白天，生物发光的强度也会变化。他还称，植

物稳定的发光不会产生有毒物质，也不会影

响植物正常生长和发育。

弗拉基米尔·丘布表示，研究发现，在熄

灯后烟草的发光亮度会迅速增加，而如果几

天内灯光一直关闭，则植物的亮光会根据自

身的生物钟持续发光。这表明，生物发光的

机理反映了植物的代谢速率，也包括机械损

伤方面的原因。如果用刀切割植物，用特殊

方法可以发现伤口的位置怎样开始发光，植

物“疼痛”的信号迅速通过神经开始传播。他

称，研究发光植物的机理，可以使我们发现意

想不到的现象：如果伤害了植物，它就会像受

伤的人一样感到疼痛。

有关专家指出，如果把在烟草上取得的

成果转移到花卉上，将能研发出许多可用来

装饰房屋和公共场所的发光植物，因此该项

科研成果具有很好的商业前景。

俄罗斯：培育出能够发光的植物

科技日报柏林5月6日电（记者李山）近

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智能系统研究所科学

家研发出一种仿生纤维粘合材料，在保持粘合

性能的同时具有超疏液性，未来有望在生产生

活中广泛用于各种被液体覆盖的表面。

壁虎脚垫上具有微米或纳米级的微纤毛

阵列，顶端还有绒毛分叉，使它们能够轻松地

在玻璃和墙壁等各种表面上攀爬。这种出色

的附着能力基于分子间作用力等原理。近十

多年来，在此基础上仿生模拟研发出的纤维

粘合系统得到发展，但有个问题一直没解决，

即接触界面如果有液体，就会影响粘合性

能。现在，德国科学家通过蘑菇状的纤维设

计解决了这一难题。

仿生纤维粘合材料在粘合中利用的是分子

间作用力（又称范德华力）。仿生纤维表面和物

体表面要达到接近分子级别的接触，两者之间

才能产生足够的范德华力，保持粘接性能。如

果接触界面有液体，例如油，因为表面张力低，

油可以迅速润湿表面，通常会散布在纤维细毛

上和细毛之间，使它们聚在一起并失去粘合力。

马克斯·普朗克智能系统研究所的维勒·
利马泰宁博士和梅丁·西蒂教授等人针对性

地研发出一种具有超疏液性的仿生纤维粘合

材料。利马泰宁博士介绍说：“我们开发出特

殊的蘑菇形绒毛结构，这样的材料不仅可以

排斥水，而且可以有效地排斥任何液体，包括

油，并且始终保持粘合力”。

纤维尖端的精致设计是这种材料可以抗油

的关键。在材料制造过程中，科学家使用了双

光子激光光刻技术。利马泰宁博士解释说：“即

使在表面张力非常低的情况下，纤维尖端的T

形悬垂（类似蘑菇）也可以支撑住液体，这是实

现超疏液性的原因。”纤维尖端这一T形悬垂的

高度约为40微米，帽的直径约为28微米，帽下

方最小直径约为10微米。这样的结构使得液体

散布到纤维尖端时，由于表面张力具有向上的

分量，可以防止液体在两根纤维之间滑落。

该研究结合了蘑菇形纤维阵列的有效粘附

原理和基于双凹角纤维尖端几何形状的疏液

性，使纤维尖端表面保持光滑，以获得很高的干

附着力，并且不涉及表面化学修饰，具有弹性和

可拉伸性。西蒂教授补充说：“受壁虎启发的纤

维粘合材料现在能够粘附到任何潮湿的表面上

而不会损失粘合力。例如，攀爬机器人将能够

使用这种粘合材料来攀爬湿玻璃板。工业应用

上，涂有这种材料的机器人手，可以抓住任何被

液体覆盖的物体，然后再放下。”

德国：研发超疏液仿生纤维粘合材料

HR 6819系统中，两颗明亮的恒星围绕看
不见的黑洞旋转。 图片来源：《科学》网站

深圳猛犸基金 5
日向法国居斯塔夫·
鲁西肿瘤研究所(IGR)
捐 赠 2000 个 由 华 大
基因生产的新冠病毒
检测试剂盒。IGR 新
冠病毒检测项目主任
弗兰克·格里切利表
示，这些来自中国的
PCT 血清检测试剂堪
称完美，对其实验室
诊断病毒将发挥重要
作用。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宏策摄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在校园里。 图片来源：网络（covid19dat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