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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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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10 月 6 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煤炭研究

所所长本亚明·利斯特教授与美国科学家戴

维·麦克米伦一起荣获 2021 年诺贝尔化学

奖。出身研究世家的利斯特有着开挂一般的

人生经历，博士论文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成为助理教授后首个独立自主的实

验便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全家在泰

国海啸中幸免于难更是让他深悟人生中什么

才是最重要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

当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通知电话时，

在阿姆斯特丹度假的利斯特和妻子正坐在一

家咖啡馆里。前一天晚上他们在音乐厅听了

古斯塔夫·马勒的第五交响曲。利斯特说：

“当我们正要点餐时，我在显示屏上看到来电

显示是瑞典的区号。我和妻子相视一笑并开

玩笑地说：‘（诺奖）电话来了’——这是个笑

话。但后来确实是（诺奖的）电话。这是一个

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

诺贝尔奖评委会在颁奖词中表示：“建造

分子是一门艰难的艺术。利斯特和麦克米伦

因开发一种精确的分子构建新工具——有机

催化而获奖。这对药物研究产生了巨大影

响，使化学更加环保。”

利斯特共同创立了有机催化领域，并在其

中开发出新的催化概念。他发现天然氨基酸

中的脯氨酸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催化剂，从而

使有机催化成为可能。它们的优点是不需要

昂贵的金属化合物，这些金属化合物通常对健

康和环境有害。它们有助于实现更可持续和

资源效率更高的化学反应，因为几乎 80%的化

学产品都是在催化剂的帮助下制造的。

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主席马丁·
施特拉特曼教授说：“我很高兴诺贝尔化学奖

今天颁给本亚明·利斯特。他开启了催化研

究的新篇章，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他第一

次成功开发出具有高立体选择性的有机催化

剂——这是很少有的突破。”德国国家科学院

院长杰拉尔德·豪格教授说：“今年，诺贝尔化

学奖表彰了不对称有机催化领域的开创性科

学发现，这些发现在药物制造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以为化学能回答一切

本亚明·利斯特 1968 年 1 月出生于德国

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家庭。科学研究的基因

或许早就植根于这个家庭中。利斯特的曾曾

祖父雅各布·福尔哈德（1834—1910）是著名

的化学家，发现了 Volhard-Erdmann 环化反

应；曾祖父弗朗茨·沃尔哈德以肾病学家的身

份而闻名；而获得了 1995 年诺贝尔奖的发育

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纽斯莱因-沃尔哈德是

利斯特的姨妈。

学生时代的利斯特痴迷于哲学问题，例

如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人是由什么构成

的？他曾天真地以为化学能回答这些问题。

高中毕业后，他没有马上申请大学，而是和两

个朋友去印度旅行了 3 个月。后来在母亲的

敦促下，才决定到柏林学习化学。

挑战合成维生素B12

1993 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后，利斯特跟随导师约翰·穆尔泽教授一起来

到法兰克福大学，并于 1997 年完成了博士学

位，其博士论文的主题是“维生素 B12 的合

成”。利斯特为自己设定了这个雄心勃勃的

目标。穆尔泽教授尽管深知其难度，但却没

有阻止他，只要求利斯特实现一半的目标就

足够了。

维生素 B12于 1972年首次被合成，由苏黎

世联邦理工学院的阿尔伯特·艾申莫瑟和哈

佛大学的罗伯特·伍德沃德联合完成，超过

100 名博士生和博士后为此工作了十年。而

利斯特想靠自己一个人来实现，他的目标是

让分子合成更完美，步骤更少。利斯特最终

实现了所有的目标，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取得了“最优秀的成绩”。这是利斯

特科学生涯的第一步，并为取得进一步成就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探索自己的研究领域

1997 年到 1998 年，在洪堡基金会的资助

下，利斯特来到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做博士

后。当时该研究所有一批世界著名的化学家

正在研究抗体酶的催化作用，其中包括2001年

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卡尔·巴里·夏普莱斯。

利斯特一头扎进了生物催化剂的研究中。

1999年，新婚燕尔的利斯特双喜临门，得

到了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助理教授职位。他

带着两名员工开始探索自己的研究领域。利

斯特想设计充当催化剂的有机小分子。从已

知的抗体类似物，利斯特知道酶在活性中心

有一个氨基和一个酸残基。氨基酸的列表在

他脑海中闪过。大学时曾学习过由脯胺酸催

化的不对称羟醛反应。于是利斯特想到，如

果脯氨酸以类似于酶的机制起作用，那么它

是否也能催化其他反应呢？

最后，利斯特拿一个玻璃烧瓶，加入一点

脯氨酸和两种反应物，让所有东西在室温下搅

拌过夜。这是他的第一次独立实验。第二天，

他惊喜地发现原材料完全转化，实验证实了他

的猜想。2000年，利斯特将他的研究成果发表

在《美国化学会杂志》上，很快引起业界轰动。

有机催化剂的研究热浪滚滚而来。利斯特开

创性的论文很快被引用超过2200次。

深悟人生最重要的事

2002年底，利斯特回到德国米尔海姆，在

马克斯·普朗克煤炭研究所获得了一个永久

职位。2005 年，他成为了煤炭研究所所长和

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的董事。

在米尔海姆，利斯特迅速成为“有机催

化”领域国际知名的化学家之一，发表 SCI论

文 400 多篇，在业界同行内有着崇高的声望。

他的研究兴趣集中于有机催化与合成，他是

不对称有机催化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发展了

一种新型不对称催化模式：手性抗衡阴离子

导向的不对称催化。这些方法近年来迅速发

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使药物制造更加环

保。而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也提供了关于

分子最初是如何形成的线索，这对探索生命

起源也很重要。

从 2000 年开始，利斯特荣获了包括莱布

尼茨奖在内的数十个奖项，2021年的诺贝尔化

学奖在这长长的列表上添加了最重要的一项。

利斯特是一个快乐、开放的人。2004年利

斯特一家四口在泰国遭遇海啸，尽管被卷入水

中受了重伤，他仍然奇迹般幸免于难，失散的

孩子也在医院重逢，这使他深悟什么才是真正

重要的。他坚持内心的自由，不受阻碍地走自

己的路。他还会在办公室练习瑜伽，以轻松、

积极的魅力营造创造性的工作氛围。他的名

言之一：“创造力不是源于专注和紧张。只有

当你放松时，你的思想才能流动。”

矢志追求“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本亚明·利斯特的开挂人生

今日视点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本亚明·利斯特在米尔海姆自己的实验室。 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委员会官网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12日电 （记者刘
霞）美国耶鲁大学科学家在 11日的《自然》杂

志发文指出，他们开展的一项最新研究发

现，两种常用的新冠疫苗可预防多种新冠病

毒变异株，包括传染性特别强的德尔塔毒

株。而且，所谓的“突破性感染”或源于病毒

本身的高传染性，而非疫苗失效。

在这项研究中，由免疫生物学教授岩崎

明子领导的研究团队在 2020年 11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从 40 名医护人员身上采集了血

液样本，并在志愿者接受第一剂和第二剂莫

德纳或辉瑞/生物新技术疫苗后定期采集样

本。然后，他们用志愿者的血液样本接触 16

种不同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包括德尔塔变异

毒株，然后测量抗体和 T 细胞对每种变异毒

株的反应。

结果他们在所有血液样本中发现了免

疫系统反应增强的证据——尽管反应强度

因毒株以及个体而存在差异。所有志愿者

血液中的免疫系统对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反

应通常都很强烈，而且，接种第二剂疫苗后

免疫反应甚至更强。

研究人员称，这一结果表明，莫德纳公

司和辉瑞/生物新技术公司的疫苗确实增强

了人体免疫系统对感染的反应。岩崎明子

说：“疫苗能诱导高水平的抗体应对德尔塔

和其他大多数变异毒株，且接种两剂比接种

一剂效果好。”

目前，已经接种疫苗的人仍会感染德尔

塔变异毒株，这一“突破性感染”现象让人们

质疑疫苗能否广泛预防新出现的变异毒

株。岩崎明子对此解释说，由德尔塔变异毒

株引起的“突破性感染”不太可能由疫苗失

效引起，而很可能源于德尔塔变异毒株的高

传染性——它可以攻破免疫防御。

此外，研究人员还将健康志愿者分为两

组：接种疫苗前感染过新冠病毒的志愿者和

接种疫苗前未感染新冠病毒的志愿者。结

果表明，接种疫苗前感染者的免疫反应比从

未感染者更为强烈。岩崎明子解释说：“从

最初的感染中恢复就像打了第一针疫苗。

在已经接种疫苗的人群中注射加强针可能

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增加抗体和 T 细胞的浓

度，从而防止感染。”

疫苗能应对大多数新冠病毒变异株
“突破性感染”或源于病毒传染性而非疫苗失效

科技日报巴黎10月11日电（记者李宏
策）综合法国媒体报道，一项涉及约 2200 万

人的大规模研究显示，接种新冠疫苗可将 50

岁以上人群的住院和病亡风险降低 90%，疫

苗对德尔塔（Delta）变体也有效。

法国医疗保险局和法国国家药品安全

管理局组成的科学研究团队“疫情灯塔”

（Epi-Phare）发布了最新研究结果。他们比

较了自 2020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1 年 7 月 20

日，法国 1100 万名 50 岁以上新冠疫苗接种

者和 1100 万名 50 岁以上未接种疫苗人员的

数据。通过复杂的数学分析进行比对，结果

显示，从注射第二剂疫苗的 14 天开始，疫苗

可将住院和病亡的风险降低 90%，而且这种

效果似乎在 5个月的随访时间内并未降低。

“疫情灯塔”负责人、流行病学家马哈茂

德·兹瑞克称：“接种疫苗者住院或病死于新冠

肺炎的风险是未接种疫苗者的1/9。”日内瓦全

球卫生研究所流行病学教授兼主任安托万·弗

拉霍强调，这是迄今规模最大的疫苗有效性流

行病学研究。研究结果也证实了此前以色列、

英国和美国等国的观察数据，疫苗对与新冠肺

炎重症和病亡的有效性都在90%—97%之间。

由于 Delta 变体是目前最流行的新冠病

毒变异毒株，研究人员对 Delta 变异株广泛

传播阶段的疫苗效果做了特别评估。结果

显示，疫苗对于预防重症和病亡的效果与此

前的情况相近：75岁以上人群住院风险降低

84%，50—74岁人群住院风险降低 92%。

研究负责人兹瑞克指出，虽然提供了疫苗

对Delta变体防护效果的初步信息，但“研究阶

段太短，不足以评估疫苗对这种变异毒株的真

实效果”。他们正在继续研究以了解更多信息。

该研究所涉及的新冠疫苗包括辉瑞、莫

德纳、牛津/阿斯利康疫苗，这 3 种疫苗的保

护效果相差不大。

接种新冠疫苗可将重症和病亡风险降低90%

新冠疫情让巴西国内众多行业深陷泥

沼，并导致超过 30%的小微企业破产。但是，

新冠疫情既是一场危机，也是一次机遇。在

疫情导致众多企业与传统商业模式加速颠覆

的同时，新经济、新业态也在快速发展。

圣保罗市劳动就业及社会保障司市场分

析师戴斯奇认为，疫情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模

式，有力促进了远程办公、在线教育、远程医疗

等行业的发展。新冠肺炎大流行深刻改变着

巴西国内劳动力就业市场构成，催生了许多有

别于传统行业的新职业。体温检测员、数字化

活动策划人、网络问诊大夫……一批新兴职业

应运而生，成就了人们多元的职业选择。

戴斯奇指出，在疫病防治过程中，许多

相关岗位的从业人员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

就包括：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健康状况测

量和评估老年人生活自主能力的健康评估

师，运用卫生健康及互联网知识技能为社区

居民提供保健咨询、医疗陪护等服务的健康

助理员，通过网络平台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

学习规划指导、支持服务和评价反馈的在线

学习规划师等新职业。

为保障居家办公、学习、生活需要，“供应

链管理师”“网约配送员”等新职业从业人员在

物资配送、生活用品送达等方面为广大市民提

供了方便快捷高效服务。在疫情发生后，服务

机器人在医疗、餐饮等领域的应用迎来爆发式

增长。“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直接负责服务

机器人的需求反馈、应用与推广，是推动服务

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重要人才支撑。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高效实用

的以物易物平台，对剩余资产进行有效整

合，实现资源快速互通和对接，已成为企业

突破地域限制、实现自由对接，解决资金短

缺、产品积压的重要手段。专业“易货评估

师”“物联网管理员”的出现，有效解决产品

迟销、滞销、停销问题，是企业所急需的新兴

复合型人才。

随着企业向绿色低碳转型，需要掌握相

关碳排放技术，熟悉政策和标准，做好碳排

放规划、核算、核查和评估等。“碳排放管理

员”新职业也应运而生。

疫情期间，巴西国内电子商务迅猛发

展，社会对电子商务人才的需求日趋旺盛，

电子商务工程师是互联网商务活动的架构

设计开发者和主要参与人员，具有广阔的职

业前景。作为一名合格的电子商务工程师，

要求具备电子商务、计算机、现代经济管理、

网络营销等方面的知识，能熟练运用电子商

务技术、信息技术与现代管理方法，从事电

子商务系统的规划、开发、管理和评价等工

作。戴斯奇表示，未来十年将是巴西电子商

务发展的黄金十年，电子商务工程师将成为

就业市场的热门职业之一。

戴斯奇指出，疫情让更多传统产业认识

到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数字化转型对平抑风

险、提质增效的重要性。疫情激发了人工智

能、智慧城市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

兴起，网上购物、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非

接触经济”全面提速，加速推进数字产业化

和产业数字化，促进 5G、区块链、人工智能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释

放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为巴西经济发展提

供了新路径。

（科技日报圣保罗10月11日电）

新冠疫情深刻改变巴西劳动力就业市场

科技日报北京10月12日电 （实习记

者张佳欣）据近日发表在《自然·天文学》杂

志上的一篇论文称，在距离太阳系 160 光

年远处，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和荷兰国家

天文台的研究人员利用世界上最强大的低

频阵列射电望远镜（LOFAR），发现了来自

19 颗红矮星的信号，其中 4 颗或被以往未

发现过的行星围绕——也许是外星生命的

家园。该团队表示，这是天文学家第一次

探测到可能来自系外行星的无线电波，是

“射电天文学的重要一步”。

研究人员目前还无法判断疑似行星的

大小以及它们是否宜居，但已知这些信号

与木星和太阳风相互作用时的信号相似。

该研究论文主要作者本杰明·波普博

士说：“我们早就知道，太阳系的行星在其

磁场与太阳风相互作用时会发出强大的无

线电波，但尚未接收到来自太阳系外行星

的无线电信号。”

以前，天文学家只能在稳定的射电辐

射范围探测到最近的恒星，例如距离我们

只有 4 光年多一点的比邻星。如今，研究

人员试图在太阳系附近寻找系外行星，并

把目标聚焦于红矮星，它们比太阳小得多，

具有强烈的磁场活动，可以驱动恒星耀斑

和射电发射。

在太阳系，木星和它的卫星木卫一之

间的相互作用在木星两极产生了强烈的、

永久的极光，在射电频谱中发出响亮的声

音。此次，研究人员使用的恒星射电发射

模型是放大版的木星和木卫一。论文主要

作者、荷兰莱顿大学的约瑟夫·卡林厄姆博

士说，此次的信号来自恒星和看不见的轨

道行星之间的磁联系，类似于木星与其卫

星木卫一之间的相互作用。

波普说，虽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其中 4

颗恒星确实拥有行星，但可以说，行星与恒

星的相互作用是最佳解释。预计红矮星的

近轨道行星可能会产生与木星和木卫一相

似但更强大的辐射，从而在恒星的两极产

生极光。

LOFAR的发现只是个开始，该望远镜

只能监测相对较近的恒星，最远可达 165

光年。随着澳大利亚和南非的平方公里阵

列射电望远镜开建（有望在 2029 年启动），

研究小组预测，他们将能够在更远的距离

看到数百颗相关的恒星。

在太阳系内尚存很多谜团的今天，很

多人会质疑，为什么要耗费如此大的精力

去探索百光年外的虚无缥缈的一缕射电信

号？答案其实很简单：任何有一丝宜居可

能的行星，无论是第一次出现，还是此前发

现的再次被确认，都应重视并进行跟踪研

究，因为也许在非常非常遥远的将来，连太

阳都消失后，我们的后代，将生活在这样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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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柏林10月11日电 （记者李
山）近日，欧洲南方天文台（ESO）通过甚大

望远镜（VLT）拍摄到火星和木星之间小行

星带中 42 颗较大的小行星。这些天体的

清晰图像是小行星探索的重要一步，有助

于天文学家了解太阳系中小行星的起源。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近日的《天文学与天

体物理学》上。

小行星带是太阳系内火星和木星轨道

之间的小行星密集区域，目前已经发现总数

超过12万颗的小行星。小行星带的存在是

太阳系初期演化遗留的证据。此前人们对

小行星的详细观测很少，它们的3D形状、密

度等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知，主带

中只有3颗大型小行星谷神星、灶神星和鲁

特西亚星被拍到过非常详细的图像。

2017—2019 年间，法国马赛天文学实

验室研究员皮埃尔·韦尔纳扎及其团队的

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拍摄的 42 个

天体中，大多数直径都大于 100 公里。其

中两个最大的天体是谷神星和灶神星，直

径分别为 940公里和 520公里；而两个最小

的天体司天星和澳女星直径大约 90公里。

通过重建天体的形状，研究小组发现

观测到的小行星主要分为两大类。有些几

乎是完美的球形，例如健神星和谷神星；也

有的具有奇特的“细长”形状，例如像“狗

骨”的小行星克利奥帕特拉。此外，小行星

的密度存在显著差异。4 个密度最低的小

行星约为每立方厘米 1.3 克，大致与煤相

当；而密度最大的小行星灵神星和司赋星，

密度分别为每立方厘米 3.9 克和 4.4 克，比

钻石的密度还高。

这表明小行星的组成差异很大，可以

为天文学家提供关于它们起源的重要线

索。研究人员解释说：“我们的观察表明，

这些物体自形成以来已经显著迁移。简而

言之，只有这些天体是在太阳系的不同区

域形成的，我们才能理解它们成分的巨大

差异。”这些结果特别支持这样一种理论，

即密度最低的小行星在海王星轨道以外的

偏远地区形成并迁移到它们当前的位置。

南方天文台拍到太阳系42颗较大的小行星

科技日报讯 （实习记者张佳欣）同一

间办公室里，女性穿着毛衣，而男性吹着空

调穿着短袖——这种场景是否似曾相识？

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最近，以色列

特拉维夫大学动物学院的研究人员为此提

供了一种新的进化论解释：这种现象并非

人类独有，许多雄性动物（鸟类和哺乳动

物）比雌性更喜欢较低的温度。

研究人员说：“男性和女性对温度的感

觉不同，这是两性热敏系统在进化上的内

在差异，除了其他因素外，这与生殖过程和

照顾后代有关。”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近日

的《全球生态与生物地理学》杂志上。

此次，研究人员对生活在以色列的数

十种鸟类和蝙蝠进行了深入的统计和空间

分布分析，并对有关的国际研究文献进行

了全面回顾。

对文献的研究发现，在繁殖季节，雄性

和雌性更可能互相分离，雄性栖息在较凉

爽的洞穴中；雌性则在较温暖的地区分娩

和抚养幼崽。在许多鸟类和哺乳动物中也

有类似现象。在候鸟中，雄性会在更冷的

地方过冬。即使在终生成双成对或一辈子

在一起“过日子”的哺乳动物中，也是雄性

更喜欢阴凉，雌性更喜欢阳光。

随后，他们对以色列近 40 年（1981—

2018）11000 多只鸟类和蝙蝠的信息进行

了采样。研究表明，因为温度而出现“隔

阂”的现象并不是人类独有的，在许多鸟类

和哺乳动物中，雌性比雄性更喜欢温暖的

环境，在某些时候如繁殖期，这种偏好会导

致两性之间的分离。

就像女性更容易比男性感到疼痛一

样，神经机制和荷尔蒙差异会带来感觉差

异。研究人员假设女性和男性在进化过程

中形成的热敏机制的差异导致了对温度感

觉的不同。

论文主要作者马戈里·科恩博士指出，

这种差异有很多进化论的解释。首先，男性

和女性之间的分离减少了对环境资源的竞

争，并将可能具有攻击性并危及婴儿的男性

拒之门外。此外，许多雌性哺乳动物必须在

自己还不能调节体温的阶段保护后代，所以

它们形成了对相对温暖的气候的偏好。

新研究揭示“女怕冷，男怕热”进化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