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健康
科学教授 Scott Lear 等研究人员在《英国医学杂
志》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发现，摄入大量精制谷
物，如羊角面包和白面包，可能会增加患心脏病、
中风甚至死亡的风险。

该前瞻性城市—农村流行病学研究一直在调查
来自世界低、中、高收入国家不同人群的饮食。研究人
员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 21个国家的 137130名参与
者 16年的饮食状况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年来，调查
对象的精制谷物和添加糖的摄入量大幅增加。

谷物被分为三组：精制谷物、全谷物和白米。精

制谷物包括用精制面粉制成的食物，如白面包、意
大利面 /面条、早餐麦片、饼干和含有精制谷物的
烘焙产品 /甜点。全谷物包括全麦面粉（如荞麦）和
完整或破碎的全谷物（如钢切燕麦）。

研究发现，每天食用 7份或摄入总量达 350克及
以上的精制谷物，早死的风险会增加 27%，患心脏病
的风险增加 33%、患中风的风险增加 47%。研究没有
发现食用全谷类或白米对健康有显著的不良影响。
“这项研究再次肯定了之前的研究成果，表明

健康的饮食应包括限制过度加工的精制食品。”
Lear说。

该研究建议，食用全谷物食品，如糙米和大麦，
少吃谷物和精制小麦产品。减少一个人对精制谷物
的总体消费，并拥有更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是
保持最佳健康状态的必要条件。 （辛雨）

相关论文信息：

寰球眼

每天 7份精制谷物
早亡风险增加近三成

本报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
国科大）教授王挺贵团队通过分析一种新发
现的高能宇宙爆炸事件在不同阶段的光谱，
首次发现黑洞潮汐撕裂恒星事件中光学铁发
射线的迟滞效应。相关论文日前在线发表于
《天体物理快报》。

星系中心普遍存在超大质量黑洞，当它
处于高速吸积增长阶段，就表现为活动星系
核，多成分混合的铁发射线是活动星系核紫
外和光学光谱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然而，铁线
的产生机制和区域至今不清楚，严重制约了
人类对活动星系核的理解。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时域巡天发现了一
批区别于活动星系核的黑洞暂现吸积事件，
被称作黑洞潮汐撕裂恒星事件。活动星系核
中如果发生了该事件，黑洞吸积率会发生远
超一般的剧烈变化，可以提供一个极佳的研
究铁发射线对中心辐射响应的机会，进而了
解活动星系核结构。

研究团队通过分析一种新发现的高能宇
宙爆炸事件“PS1-10adi”在不同阶段的光谱，
首次发现光学铁发射线对中心辐射的异常响
应。在相同的中心光度下，爆发后的铁发射线
强度高于爆发前，表明爆发过程中产生铁的

气体量确实增加了。当中心光度衰减到爆发
前水平时，铁发射线的强度并没有回到爆发
前的水平，而是高于爆发前，这是在活动星系
核中首次发现铁发射线响应的迟滞效应。

这项工作进一步证明了活动星系核中的
黑洞潮汐撕裂恒星事件对于理解黑洞吸积系
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据悉，中国科大与中科
院紫金山天文台共建的大视场巡天望远镜预
计会发现大量此类事件，这些发现将有力推
动这一领域的发展。 （桂运安）

相关论文信息：

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
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强调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 月 22 日上午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
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
月工程成果展览，充分肯定探月工程特别是

嫦娥五号任务取得的成就。他强调，要弘扬
探月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勇攀科
技高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步一个脚印
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不断推进中国航天事
业创新发展，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喜庆热烈。上午

10时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步入会
场，向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挥手致意，全场响起
经久不息的掌声。习近平同孙家栋、栾恩杰等
亲切交流，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听取有
关月球样品、工程建设、技术转化、科学成果、
国际合作和后续发展等方面的介绍。习近平
不时驻足察看，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成功，
标志着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圆满
收官，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
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是航天强国建设征程中
的重要里程碑，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17年来，参与探月工程研制建
设的全体人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
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不断攀登新
的科技高峰，可喜可贺、令人欣慰。探索浩瀚
宇宙是人类的共同梦想，要推动实施好探月
工程四期，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
程。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自主
创新工作力度，统筹谋划，再接再厉，推动中
国航天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创新发
展，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丁薛祥、刘鹤、张又侠、陈希、黄坤明、王
勇、肖捷出席上述活动。

探月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络员，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任务
保障部门代表等参加会见。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国经济科
技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工程自立
项以来圆满完成六次探测任务。嫦娥五号任
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
天系统工程，于 2020年 12月 17日首次实现
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为未来我国开展月
球和行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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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2001年 2月，被誉为生命科学“登月
计划”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GP）发布了首张人
类基因组草图。

20年来，曾作为单一学科独立发展的生命科
学迎来多学科交叉融合、新技术前沿汇聚的“大科
学”时代。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息
中心）特聘研究员于军指出，尤其是基因组学的兴
起，不仅催生出生物信息学和合成生物学等交叉学
科，也延展出转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等各种“组
学”，进一步“孵化”出精准医学、转化医学等生物医
学领域，为全球人类健康带来期待。

“匀”到 1%的工作

1990年 10月，在美国科学家的推动下，与“曼
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齐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正式启动。

作为促成我国参与该计划的第一代基因组科
学家，于军回忆：“‘人类基因组计划’一直伴随我的
科学生涯，它的思想酝酿过程、技术准备阶段、高速
实施过程、后续的‘卫星计划’等学科动向，成了我
的呼吸和生命。”

1993年，受“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领导者和设
计者之一、基因组学家 Maynard V.Olson的邀请，
博士毕业后在纽约大学任教的于军加入其实验室，
开始相关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实验工作。

当时，除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发达
国家也积极参与了这一计划。其中，英国承担了人
类基因组最大的染色体———1号染色体的测序，法
国科学家则通过电视演讲，“众筹”经费。

中国科学家要如何参与，成为于军心中长久思
索的问题。“老师一直支持我把所学的东西带回中
国，在他的心中，科学没有国界，科学研究的目标是
造福全人类，让科学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亮点也是科
技工作者的责任。”于军告诉《中国科学报》。

1998年，于军回到中国科学院，参与组建中国
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的
前身“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同年，在于军、杨焕明和汪建等科学家的努力
协调下，中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分配完的任
务中“匀”到 1%的工作，即 3号染色体短臂末端的
3000万个碱基对测序任务。

至此，中国成为参加这一计划唯一的发展中
国家。

奏响大科学序曲

“人类基因组计划（1990年—2003年）”的实施
为生命科学提供了“大科学”方案。

事实上，在此之前美国“向癌症开战”计划已奏
响“大科学”时代的前奏。于军介绍：“这一项目目
标明确、管理有序，各参与者信息共享、积极合作，
已经呈现出典型的大科学计划的运作方式，唯独缺
少一个可以完成的具体目标。”

正是“测定一个人的基因组”的具体目标和被
称为“百慕大原则”的开放合作精神，使“人类基因
组计划”取得空前成功。“人类基因组图谱绘制成
功表明，面对复杂的生命现象以及来自新技术的挑
战，人类更需要团队合作的精神，需要不同领域的
科学家共同努力。”于军强调。

人类基因组中蕴含信息量之“大”也直接催生
出生命科学的“大科学”时代。

要解析人体 30 亿个碱基对组成的核苷酸
（DNA）序列，规模化、高速度的解析技术成为“刚
需”。“1984年我刚到美国时，解读 2000个碱基对
就需要近一年；两年后，一年就可以测 2万个碱基
对了。”于军说。

1993年，自动化基因测序仪诞生，推动“人类
基因组计划”进入实质性的运作阶段。2001年，汇
编软件的优化让数据统一成为可能，人类基因组图

谱框架逐渐清晰。
2003年，测序工作正
式完成，人类基因组
图谱诞生。

随后，信息和计
算机科学逐渐成为从
海量信息中挖掘生物
信息的重要手段，开
辟出一个崭新的学科
方向———基因组学。

在专家们看来，
基因组学的发展形成
了生命科学研究的新
范式。近日，在《科学》
为纪念人类基因图谱
诞生 20 周年出版的
特刊中，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科技史专业
副 教 授 Hallam
Stevens写道：“算法的
生物学意义释放确立
了生命科学学科发展
的新范式。”

近年来，层出不
穷的新算法不断为生
命科学注入新的驱动
力，极大提升了科学
家对生命现象和疾病
发展的认识。2020 年
底，谷歌公司的 Al-
phaFold精准预测生物
大分子三维结构，被
称为一项“划时代的
进步”。

精准医学是“续集”

“基因组具有统
一性和特殊性。统一
性指的是每个生命都
有特定的基因组；特
殊性指的是每个生命
都有唯一的基因组。”
于军指出。

前不久，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
与医学部青年教师、病原生物学研究者计永胜受
《科学》邀请，参与了一项全球 DNA测序活动，获
得了自己的全基因组信息。对此，他深有感触：“后
基因组计划时代，随着测序成本降低和算法改进，
普通人的基因组测序也变得越来越容易。”

在于军看来，基于个体基因组研究的精准医学
是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续集”，有望为人类生命与健
康保障事业带来实质性福祉。“通过运用每个人在
医保体系中积累的临床与健康大数据，对个人基因
组的比较分析将成为可能。只要我们获得每个人的
基因组序列就可以预测其罹患疾病的可能性，也可
以通过个体对于药物的敏感性来指导个性化用药
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他表示。

2011年，美国科学界发出“迈向精准医学”倡
议，随后精准医学计划相继在多国启动，成为生物
医学研究的第二个转折点。专家认为，正如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Renato Dulbecco曾在“人类
基因组计划”启动前所指出的“测定人类基因组将
是癌症研究的一个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的标志
便是测定每个人的基因组。

于军呼吁，我国应尽快启动已酝酿多年的精
准医学计划。“我们应加快基因组学相关学科建
设，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财政投入，尽快
让基因组技术为促进全民健康服务，助力建设‘健
康中国’。”

研究发现特殊天文事件中铁线迟滞效应

2月 21日，游客在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参观。
经过 4个月闭馆升级后，位于三峡库区重庆市涪陵区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近日重新开馆。
白鹤梁题刻记录了 1200多年来 72个枯水年份的长江水位资料，是三峡库

区的重要文物。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采用“无压容器”原理对题刻进行原址原貌原
环境保护，游客可以乘坐自动扶梯下行来到水下参观廊道，通过观景窗清晰观
看保护罩内静卧水中的白鹤梁题刻。 新华社记者刘潺摄

习近平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同孙家栋、栾恩杰等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王晔摄

科学家首次揭秘熊猫秦岭亚种基因组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近日，浙江大学联
合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中国大熊猫保
护研究中心等单位，发布大熊猫高质量基因
组研究成果，首次揭示熊猫秦岭亚种基因组，
并结合群体数据对大熊猫独特的生物学特征
进行了分析，相关成果将在熊猫的繁育、管理
和保护工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相关研究成果
发表于《科学通报》。

该研究在染色体层次上组装了迄今为止
最为完整的熊猫四川和秦岭两个亚种的基因
组，且秦岭亚种的基因组为首次组装。本次的
基因组组装使得目前大熊猫的参考基因组在

基因组片段的连续性上提升了 200倍。团队
通过对遗传变异等的综合评估研究，明确界
定了两个熊猫亚种开始分化的时间，即距今
1.2万到 1万年前。

通过比较基因组学的分析，研究还发
现，大熊猫生殖系统中的关键基因存在丢
失。两个亚种大熊猫基因组上的 基
因调控元件特异性丢失，并在 基因发
现特异性位点突变。已有的研究证明前者与
生殖系统中米勒管的发育有关，突变会引起
卵巢早衰并影响繁育。而后者则与精子的形
成紧密相关。科研人员认为，这些变化可能

是大熊猫繁殖力比其他哺乳动物低的重要
原因之一。

此外，研究人员通过对比两个亚种发现，
四川亚种在影响受精的 基因上受到强
烈的正选择作用，由此可知四川亚种的繁殖
力比秦岭亚种强。

论文通讯作者、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方盛国认为，此项研究结果提示大家需
要在人工饲养繁殖和野外就地保护繁育两个
方面开展精准的遗传管理工作。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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