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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创新连线·日本

科技日报北京8月 5日电 （记者刘霞）
据美国新闻网站 4 日援引英国路透社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警告称，新冠肺

炎大流行导致全球 160 多个国家的学校关

闭，10 亿学生的学业受到影响，造成了人类

历史上最严重的教育中断，学校长期停课将

进一步加剧学习机会的不平等，国际社会必

须采取“大胆措施”，积极应对这场危机。

古特雷斯在当天发布的“教育与新冠疫

情政策简报”视频致辞中表示，截至7月中旬，

160 多个国家关闭了学校，超过 10 亿学生受

到影响，还有至少4000万儿童错过了学前班。

古特雷斯称，在疫情暴发前，全球已经

存在严重的学习危机，有 2.5 亿多儿童失

学。他说：“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代人的灾

难，它或许会使无法估量的人类潜力被浪

费，破坏人类几十年来取得的进步，加剧根

深蒂固的不平等。”

据美国广播公司（ABC）4日报道，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机构提供的数据

显示，由于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明年还有约

2380万名青少年面临辍学或无法入学的风险。

古特雷斯说，尽管人们努力在疫情危机

期间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继续学习，但仍

有许多人不具备这个条件。残疾人、少数族

裔、弱势群体以及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都属

于最容易被落下的人群。即使那些能够接

受远程教育的学生也面临挑战，因为他们还

要面对其他困难。

古特雷斯呼吁在 4 个关键领域采取行

动，当务之急是控制疫情在当地传播后重新

开学。古特雷斯还呼吁加大对教育的投

资。他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前，

中低收入国家每年面临的教育资金缺口为

1.5 万亿美元，由于新冠肺炎，全球教育资金

的缺口可能会增加 30%。

古特雷斯还呼吁建立高质量的教育体

系。为实现这一点，各国应在“数字素养和

基础设施”以及更灵活、公平和包容的教育

系统方面进行投资。

据悉，联合国当天发起了“挽救我们的

未来”运动，旨在放大儿童和年轻人的声音，

并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教育投资对疫

后恢复以及世界的未来至关重要。

联合国秘书长：警惕疫情加剧教育不平等

科技日报北京8月5日电（记者张梦然)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科学

家衡量了海洋热浪造成的生态系统破坏，结

果发现，海洋热浪会造成热位移，位移距离从

数十公里到数千公里不等。而这种位移，代

表了生物为躲避潜在的高温胁迫可能需要移

动的距离。该结果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有

助理解反常的海水变暖对于海洋物种的潜在

影响。相关研究报告发表于 5日的《自然》杂

志上。

海洋热浪是指海水异常温暖的特殊时

期。在气候变化影响下，海洋温度上升，海洋

热浪发生频率增加、持续时间变长。这种温

度会让海洋系统发生剧烈变化，因为海洋“居

民”发现周围海水的温度比它们习惯的要

高。此前这方面的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这

类事件对珊瑚等物种的局部影响，而没有考

虑到可以自主寻觅偏好环境的移动生物（如

鱼类）。

为了理解物种可能在海洋热浪条件下如

何“重新分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西南渔业科学中心科学家迈克尔·雅克克斯

及其同事，利用 1982—2019 年的数据，分析

了与海洋热浪相关的热位移。他们计算了某

个物种避开海洋热浪，抵达它们偏好温度生

境（生境是指物种或物种群体赖以生存的生

态环境）所需移动的最短距离。他们发现，这

种位移的变化幅度很大——在温度梯度小的

热带，热位移可能会超过 2000 公里；但在温

度梯度大的地区，比如西边界流，位移可能只

有几十公里。

研究人员指出，避开热生境的短期位移，

其实与长期变暖趋势相关的转变程度相当，

正是其导致海洋生物的快速“重新分布”。

2019 年 3 月，英国海洋生物学会团队就

曾在《自然·气候变化》上发表报告，他们的数

据显示，1987—2016 年间，年均海洋热浪天

数比 1925—1954 年间增加 50%以上，而太平

洋、大西洋和印度洋内的多个区域极易受到

热浪加剧的影响——这些区域也具有较高的

生物多样性，热浪已经危害到一系列生物过

程和有机体。

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全球海洋热浪的频

次、持续时间和强度都在不断上升，这是海

洋 变 暖 的 直 接 结 果 。 这 些 热 量 中 的 大 部

分，来自我们人类。就像大气中的热浪能

够极大地影响庄稼、森林以及动物种群，海

洋热浪也会给我们蔚蓝色的系统造成巨大

破坏。直接的影响，是此类事件往往伴随

严重经济后果，譬如水产产量发生剧变、暖

水导致渔业关闭等；而长期来看，其对生态

系统的影响更为深刻，无论是珊瑚、海草、

海带，还是大中小鱼类，海洋物种都在被迫

去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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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柏林 8月 4日电 （记者李山）
近日，德国拜罗伊特大学在一项运动医学研

究中发现，在健康、训练有素的人中，定期吸

入一氧化碳的效果与进行高原训练的效果相

同。该研究或将给体育界带来新的难题：通

过一氧化碳提高耐力是否算一种合法的训练

方法。

一氧化碳被认为对人体有害。它极易与

体内血红蛋白结合，使其失去携氧能力，造成

所谓的一氧化碳中毒。但现在，拜罗伊特大

学研究人员惊奇地发现，一氧化碳的这一特

性或许可用来模拟高原训练，进而增加运动

员的耐力。相关研究结果已发表在《运动与

医学》杂志上。

为了提高耐力，竞技运动员经常在缺氧

情况下进行训练。传统上，这需要在有一定

海拔高度的地方进行。在特别的训练实验室

中，也可以人为减少运动员呼吸的空气中的

氧气含量。

拜罗伊特大学运动医学团队与德累斯顿

大学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科学

家合作，详细研究了一氧化碳的影响。试验

中，11名受试者每天 5次吸入少量一氧化碳，

持续 3周。这使氧气在血液中的传输减少了

大约 5%，相当于停留在海拔 2500 米左右的

地方。3 周后，受试者血红蛋白的总量增加

了 5%。这种增加意味着耐力性能显著提高，

与同样时间的高原训练产生的影响相当。

拜罗伊特大学运动医学和运动生理学系

主任沃尔特·施密特教授说：“有针对性地小剂

量吸入一氧化碳可能是高海拔训练，或其他可

控缺氧环境训练的替代选择。但是，在将该方

法付诸实践之前，必须澄清相关的伦理问题，

而且必须进行更详细的医学方面的研究。”

施密特认为，一氧化碳比红细胞生成素

（EPO）具有更强的性能增强作用，而 EPO 经

常被竞技运动员非法使用，以刺激血红细胞

生成。“最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必须做出决

定，通过一氧化碳提高运动耐力是一种合法

的训练方法，还是必须禁止的新型兴奋剂。”

运动医学研究发现一氧化碳能增加耐力
是 否 合 法 仍 待 研 究

日本大阪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开发出一

种新的光催化技术，可在阳光的照射下，利用

磷 酸（H3PO4）和 无 金 属 粉 末 催 化 剂 ，通 过

H2O2水溶液（双氧水）生成氢气（H2）。

研 究 小 组 发 现 ，由 于 催 化 剂 无 金 属 ，

H2O2不会分解，且 H2O2和 H3PO4还会通过氢

键形成稳定的络合物，能抑制 H2O2 还原，并

促进 H+还原。因此将 H3PO4 和无金属粉末

催化剂加入 H2O2 水溶液中，照射太阳光（可

见光）可以生成 H2。H3PO4 长期以来一直被

作为稳定剂添加到市售的 H2O2 水溶液中。

通过这种技术，有望实现新的能源循环，即储

藏和运输含 H3PO4的 H2O2水溶液，利用廉价

的无金属粉末催化剂现场制造 H2。

光催化技术可实现阳光照射双氧水产氢

近年来，射血分数保留型心力衰竭（HF-

pEF）的增加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但尚未完全

查清其病理机制，也不清楚该病会如何影响

寿命和生活质量。

日本东北大学的研究小组对 HFpEF 患

者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心脏肥大和心脏

扩大症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或消退；

心脏肥大和心脏扩大症状与死亡和心力衰竭

住院患者的增加有关；此外，心脏肥大和心脏

扩大的出现及改善，与心血管疾病死亡患者

和心力衰竭住院患者的增加或减少密切相

关。该研究成果首次明确了 HFpEF 患者的

心脏肥大和心脏扩大的医学意义，有助于今

后开发新的治疗方法。

(本栏目稿件来源：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
构 整编：本报驻日本记者陈超)

科学家首次明确心力衰竭发展过程

科技日报北京8月5日电（实习记者余
昊原）英国政府官网近日发表公告宣布，英

国将在冬季来临之前，完成数百万次新冠病

毒检测。为完成此目标，英国已向各地的医

院、疗养院和实验室等地推出“Nudgebox”和

“LamPORE”两种新的新冠病毒检测法。它

们除了可以在 90 分钟内得到新冠病毒检测

结果外，还能检测出人们是否感染流感等其

他冬季流行性病毒。

从 9 月起，DnaNudge 公司提供的 5000

台 DNA Nudgebox 机器将通过分析鼻拭子

中的 DNA，在 90 分钟内检测出患者是否感

染新冠病毒。这种测试目前在英国国家医

疗体系（NHS）下的 8 家医院中进行，预计未

来几个月内，将开展 580 万次检测。值得一

提的是，这些机器可在现场运行，而无需在

实验室。

从下周开始，由 Oxford Nanopore 公司

推出的“LamPORE”检测法也将在疗养院和

实验室开始推广。它通过使用“逆转录环介

导等温扩增”（RT-LAMP）方法处理测试者

的拭子和唾液样本，60—90分钟内得出检测

结果，新冠肺炎阳性结果的详细信息将与一

款 APP（NHS Test and Trace）共享，从而帮

助密切接触者按照指导进行自我隔离。该

检测法的便携式和台式测序设备，每天分别

可处理 15000个和 2000个样本。

这两种测试均不需要卫生专业人员来

操作，可以在更多的非临床环境中推广，大

大提高了英国冬季之前的新冠病毒检测能

力，可帮助临床医生和相关 APP使用者区分

新冠肺炎病例和其他冬季传染病病例，有利

于进一步加强冬季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英国卫生部长马特·汉考克表示：“新技术

非常有帮助，患者可以遵循正确的指示来保护

自己和他人，帮助我们快速打破传播链。”

英国拟推两种新冠病毒快速检测新方法

以色列农业部退休官员、农业咨询专家

奥马·泽丹先生日前在其住家附近的农地查

看时，发现西红柿和青椒田中的果实存在蒂

腐病的问题。他表示，农作物蒂腐病是夏季

作物的常见病，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

家的农业生产。同时，他希望通过科技日报

提醒我国农民关注蒂腐病问题。

农作物正常生长需要大量的钙元素，

作物细胞壁和细胞膜存在高浓度的钙。然

而，当作物处在恶劣条件下时，其幼果的钙

供应不稳定，出现缺钙，导致西红柿、青椒

等果实顶部（也就是花蒂）组织受损，变为

黑褐色。

奥马表示，作物果实出现的上述现象被

称为蒂腐病，它是幼果生长不良留下的特

征。花蒂组织受损后将影响果实最终大小

的 30%—70%。研究表明，当土壤溶液中的

导电率高且钙浓度低于 100ppm 时，生长在

该土壤环境中的农作物更容易出现蒂腐病。

通常，钙通过作物水蒸发过程穿过木质

部。然而，番茄和青椒果实的大部分水都来

自作物的韧皮部而非木质部，因此到达果实

中的钙含量比到达叶片中的要少。奥马说，

钙是在植物内不易移动的离子，也不会从较

老的作物组织转移到新长的组织中，因此缺

钙总是出现在幼小的作物组织尤其是在生

长的果实中。

奥马认为，促使作物发生蒂腐病的因素

包括：土壤或无土栽培钙缺；意外发生的临

时供水不足；盐分在根部积聚造成盐分过

度；土壤或基质中其他元素竞争；突然出现

的低湿度和热风；未发育好的作物根系。通

常细长的果实更容易患蒂腐病，它们属于易

感品种。

对此，他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减少蒂腐

病：灌溉水中加入充足的钙；定时灌溉，防止

缺水；防止肥料和盐分在土壤中积累；利用

充足的灌溉冲淡或带走土壤中过量的盐分；

根据植物需要供应钾和镁。如果是温室栽

培，保持室内适当的相对湿度（约 70%）；打

好作物基础，培育大而深的根系；种植对蒂

腐病不敏感或耐受力强的作物品种。

以色列专家提醒：夏季果蔬须防蒂腐病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毛 黎

按照以往的惯例，现在是美国学生返校

之时，但在这个饱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且病

亡人数不断创新高的国家来说，学生们何时

返校仍是未知数。无独有偶，联合国的数据

显示，目前，有 100多个国家未曾确定学生的

返校日期。

不过，丹麦、新加坡和中国等国家采取

对民众开展广泛测试以及隔离等严格措施，

抑制了新冠肺炎的传播，这意味着再采取一

些额外的安全措施，这些国家的儿童可以安

全地重返校园。

那么，学生安全返校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呢？美国《科学新闻》网站在 8月 5日的报道

中，梳理出了其中最关键的三大问题：学生

能在多大程度上传播新冠病毒？所有学校

是否同时重新开放？学校应该采取哪些物

理措施抑制病毒传播？

学生传播新冠病毒的
能力如何？

目前，儿童能在多大程度上传播新冠病

毒仍是未知数。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流行病学家

奥布里·戈登说，儿童当然可以传播新冠病

毒，但他们传播病毒的能力可能不如其他年

龄组。

不过，其他国家的一些最新研究却表现

出相互矛盾。例如，韩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

心的研究人员 7 月 16 日在《新兴传染病》杂

志撰文称，他们对韩国 5706名新冠肺炎患者

的近 6 万名接触者的研究表明，10—19 岁的

年轻人或许能像成人一样传播这种病毒，但

10 岁以下儿童似乎不太可能将病毒传播给

其他人。而意大利研究人员 7 月 29 日报告

称，与其他年龄段相比，15 岁以下儿童更容

易传播该病毒。

当儿童感染新冠肺炎后，他们似乎携带

大量病毒。7 月 19 日，有研究人员发布报告

称，初步研究发现，感染期间儿童体内的病

毒数量与成人相同。但 7月 30日，又有其他

研究人员在《美国医学学会·儿科学》报告中

称，5 岁以下儿童上呼吸道中新冠病毒遗传

物质的数量甚至比年龄较大儿童或成年人

更多。

此外，研究人员 5 月 20 日在《美国医学

学会》杂志撰文称，尽管年龄更小的孩子上

呼吸道上 ACE2 蛋白（病毒借此蛋白进入人

体细胞）数量更少，但他们不经常生病，这一

原因仍然不清楚，这可能意味着 10岁以下儿

童感染新冠病毒的敏感细胞更少。

尽管如此，全美儿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数量仍不断上升。截至 7月 23日，美国儿科

学会儿童医院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所

有新冠肺炎病例中，儿童占 8.4％，高于 5 月

中旬的 3.7％。

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是否感染了病毒，

保护校园安全，一种解决方案是定期对所有

学生进行检测，并迅速通知那些结果呈阳性

的孩子，让其留在家中。但学校缺乏开展这

么多检测的条件，而且在许多地方，可能需

要一周多才能知道检测结果。不过，美国疾

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不建议对所有学生进行

测试，该机构建议仅对有新冠肺炎症状的学

生以及与确诊病例有接触的学生进行检测。

学校是否应一次性全
部开放？

学校是否应该一次性全部开放？不同

国家采取了不同策略。例如，一些国家采取

了分阶段、循序渐进开放的方式。比如，丹

麦允许 12岁以下儿童最先返校；挪威则从日

托和学前班开始返校，然后是一至四年级，

最后才允许年龄较大的孩子返校。

一些研究人员说，这些策略很有意义，

因为幼儿似乎不太可能生病或传播新冠病

毒；且低龄儿童远程学习的效果不如年龄更

大的孩子。

也有国家采取混合模式：在学校学习几

天，然后在家中学习几天。不过，哈佛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的约瑟夫·艾伦说：“从表面

看，这似乎是个好主意，但这并没有任何经

验证据或数据。”

他解释说，许多孩子会在放学时和其他

人扎堆玩耍，这增加了接触病毒的几率。在

某些情况下，如果学生每周固定在学校里上

5 天课，他们之间的接触会相对减少。加州

学习政策研究所所长琳达·达林·汉蒙德说，

坦率地说，混合模式“可能更加危险”。

学校可采取哪些物理
措施降低风险？

学校可以通过改善 3个主要方面来减少

师生们感染和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保持通

风、重新布置学校内部以让师生们保持社交

距离、改善卫生状况等。

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可以留在

空气的气溶胶中。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的莱

克斯·詹姆斯·罗解释说，人们说话或呼吸时

会产生气溶胶，因此用外界新鲜空气稀释教

室空气至关重要。

此外师生们还需要保持社交距离。公

共卫生专家建议人们至少相距 1.8 米，这在

学校很难做到。罗说，一些学校正试图通过

限制班级规模和建立单向走廊来让人们“彼

此相邻，而不是彼此面对”。

此外，公共汽车是保持社交距离的另一

大挑战。在美国，有超过一半的学童乘坐公

共汽车去学校。鉴于乘客乘坐公共汽车时

需要保持社交距离，所以，应大幅增加公共

汽车和线路的数量。

长时间佩戴口罩对儿童来说也是一大

挑战。纽约市威尔·康奈尔医科大学的瑞

努·卡沙尔说：“因为戴口罩太不舒服，所以

学校必须考虑一天中让学生佩戴多长时

间。如果 4 小时是儿童能忍受的极限，那这

可能意味着儿童只能上半天学。”

当然，保持清洁也特别重要。首先是

师生们需要勤洗手，为此，学校需要大量

提供肥皂、水和酒精消毒剂。而且，教室

内所有的桌子、椅子和其他物品每天都应

该清洁。

重返校园是否安全？三个问题是关键

夏布利·托雷斯老师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夏季学前班中，给戴着口罩的孩子们读书。
图片来源：美国《科学新闻》网站

当作物幼果缺
钙时，西红柿、青椒
等果实顶部组织受
损，变为黑褐色，称
为蒂腐病。

左图 患蒂腐
病的西红柿

农作物蒂腐病是夏
季作物的常见病，影响着
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
的农业生产。

右图 患 蒂 腐 病 的
青椒

本报记者 刘 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