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边做梦一边算题不是“梦”

本报讯做梦对人们来说十分常见，但目前
科学界尚无法对此给出恰当解释。近日，在线
发表于《当代生物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处于睡
眠状态或处于“清醒梦”中的人能够回答问题、
进行简单计算。
“我们发现处于快速眼动（REM）睡眠期间

的人能够和实验者互动，并进行实时交流。”论
文通讯作者、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神经
科学系教授 Ken A. Paller说。

据了解，清醒梦属罕见现象，主要发生在
REM睡眠期，并伴有眼动信号，这表明梦者能
够意识到自己在做梦。

来自美国、德国、法国、荷兰的 4 个研究
小组分别使用 4 种不同方法进行了独立实
验。他们选择了 36 名能够做清醒梦的人作为
被试者，在 REM 睡眠期间与其进行交流，考
察被试者能否遵循指令、进行数学计算、辨
别感官刺激、回答是或否的问题等。被试者
可以用眼动或收缩面部肌肉来回应，研究者
称其为“交互式梦境”。

研究结果发现，在 158 次与做梦者的交
流中，正确回答问题的次数为 29 次，占比约
18.4％，错误回答次数占比约 3.2%。最常见的
结果是对提问缺乏反应，占 60.1％。
“交互式梦境能够开启未来研究的大门，

以更多地了解梦、记忆和记忆储存是如何依赖
于睡眠的。”研究者写道。

论文第一作者、西北大学博士生 Karen
Konkoly表示，未来，能够采用同样方法评估做
梦与清醒时的认知能力，确认苏醒后梦境报告
的精准度。在实验室之外，这些方法或许能帮
助人们用新的方式应对噩梦。 （刘如楠）

相关论文信息：

俄感染禽流感病毒 7人
健康“未受威胁”

据新华社电俄新社 2月 21日援引俄罗斯
阿斯特拉罕州政府的声明说，去年 12月该州
一养殖场的 7名员工感染 H5N8 型禽流感病
毒，随后出现轻症并接受了门诊治疗，“他们的
健康状况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该声明指出，阿斯特拉罕州在发现
H5N8 型禽流感病毒之后立即采取了检疫措
施，养殖场对禽类实施了扑杀并销毁了所有
产品。目前，该养殖场已经完成消毒工作并将
于未来几天进行消毒质量检测。世界卫生组
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对塔斯社表示，
世卫组织已经收到俄政府就发现 7 人感染
H5N8 型禽流感病毒的相关通报。“如经过确
认，这将是全球首次有人感染 H5N8 型禽流
感病毒”。

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局
长波波娃 2月 20日对媒体说，去年 12 月，俄
南部一养殖场暴发禽流感疫情，俄“矢量”病
毒学与生物技术国家科学中心专家从该养殖
场的 7名员工身上分离出了 H5N8 型禽流感
病毒的遗传物质。 （李奥）

人类并不是唯一与配偶建立长期关系的
哺乳动物，一些蝙蝠、狼、海狸、狐狸等也这样
做。但是新的研究表明，使爱情持续的大脑回
路在其他物种中可能不一样。

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的一项研究，比
较了一个狐猴群中一夫一妻制和更换伴侣的
动物，这些狐猴是马达加斯加岛的人类灵长
类远亲。

大约 90%的鸟类会对一个伴侣保持某种
形式的忠诚，而哺乳动物只有 3%到 5%会这样
做。可以说，在已知的大约 6500种哺乳动物
中，绝大多数都有开放的关系。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让某些物种
在生物学上倾向于长期配对，而另一些物种却
不专一呢？

过去 30年对啮齿动物的研究表明，它们
在交配过程中会释放两种激素———催产素和
抗利尿激素，这表明爱情持久的关键可能在于
两者对大脑的作用不同。

一些最初的线索来自对草原田鼠的研究。
当研究人员将一夫一妻制的草原田鼠与不专
一的山地田鼠和草甸田鼠的大脑进行比较时，
他们发现草原田鼠有更多这些荷尔蒙的“停泊
点”，尤其是在大脑奖赏系统的某些部位。

自从人们发现这些“亲热化学物质”能增

强田鼠的两性关系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在想，
它们在人类身上是否也会起同样的作用。

这正是美国杜克大学 Christine Drea 教授
领导的研究小组转向狐猴的原因。尽管狐猴是
人类最遥远的灵长类亲戚，但与田鼠相比，它
们与人类的基因更接近。

研究人员使用一种被称为放射自显像的
成像技术，在杜克大学狐猴中心 12只自然死
亡的狐猴大脑中绘制催产素和抗利尿激素的
结合位点。这些动物代表了 7个物种：一夫一
妻制的红腹狐猴和猫鼬狐猴，以及同一属的 5
个杂交物种。

研究者将狐猴的脑成像结果与先前田鼠
和猴子的脑成像结果进行比较，发现激素受体
的密度和分布存在明显差异。换言之，催产素
和抗利尿激素似乎作用于狐猴大脑的不同部
位，意味着它们可能也有不同的效果，这取决
于目标细胞的位置。

但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在狐猴中，一夫一
妻制的物种和杂交的物种之间几乎没有一致的
差异。“我们没有看到类似于在啮齿动物大脑中
发现的配对键电路的证据。”该研究主要作者、杜
克大学博士后Nicholas Grebe说。

研究小组正在观察当催产素的作用被阻
断时，狐猴夫妇会如何反应。

那么狐猴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关于爱的知
识呢？作者说，他们的发现提醒人们，不要根据
啮齿动物实验得出人类社会行为是如何形成
的简单结论。

Grebe 说，催产素可能是田鼠的“忠诚药
剂”，但它可能代表了多种大脑化学物质和生
态因素的联合作用和相互作用，并最终在狐
猴和包括人类在内的其他灵长类动物中创造
了长期联系。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国际2021年 2月 23日 星期二
编辑 /赵路、胡璇子 校对 /何工劳 Tel：（010）62580617 E-mail押news＠stimes.cn2

科学此刻姻 姻

一夫一妻
忠诚何来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4万年古树记录地球磁场巨变
研究推测气候随之发生变化

本报讯几年前，新西兰一家发电厂破土动
工，工人们发掘出了一段遗失的时间记录：一
棵重 60吨的树干。这一树干来自贝壳杉，后者
是新西兰最大的树种。这棵有 42000年历史的
贝壳杉保存在沼泽中，记录了地球被颠倒的动
荡时期———至少从磁性上说是这样。

日前，科学家在《科学》上报告说，随着地
球保护性磁场减弱和两极翻转，该树干和其他
几块木头上的放射性碳含量激增。通过模拟这
种辐射对大气的影响，研究小组认为，地球的
气候发生了短暂变化，可能导致澳大利亚大型
哺乳动物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消失。
“对于地磁变化，我们只知皮毛。”论文主

要作者之一、南澳大利亚博物馆古 DNA研究
员 Alan Cooper说。
“这项研究不仅详细确定了地球历史上最

近一次磁交换的时间和强度，同时首次提出可
信（尽管是推测性的）证据，表明这些翻转会影
响全球气候。”法国欧洲环境地球科学研究与
教学中心古人类学家Quentin Simon说。

但一些古气候科学家对该小组扩展的结

论持怀疑态度，称其他记录几乎没有发现气候
动荡的痕迹。

地球磁场是由外核的熔铁流动产生的，后
者很容易产生混乱的摆动，这不仅会削弱磁
场，还会导致磁极漂移甚至完全翻转。岩石中
矿物的磁性记录了长期的倒转，但无法捕捉到
持续数百年的翻转细节。

但是，放射性碳 14可以标记较短时间的波
动。当宇宙射线（来自外层空间的带电粒子）滑过
磁场并撞击大气层时，会产生同位素。它被生物
所吸收，其特定半衰期使其成为标准时钟。该小
组使用放射性碳对贝壳杉进行了测年，通过测量
年轮中碳 14的细微变化，追踪了随着磁场减弱
和激增而产生的变化情况。

放射性碳的峰值表明，磁场强度在 41500年
前减弱到现在的 6%左右。那个阶段磁极翻转，然
后在 500年后又翻转回来。Cooper注意到，不仅
是地球的宇宙射线屏障被摧毁了，太阳也一样。
来自冰芯的证据表明，大约在同一时间，太阳经
历了几次“极小期”，即低磁期。Cooper说，由此
产生的宇宙射线使大气层带电，其带电程度足以

破坏今天的电网，并在亚热带地区产生极光。
为了探究其后果，该团队运行了一个气候

模型，表明宇宙射线的轰击会侵蚀臭氧层，减
少其通常从紫外线中捕捉到的热量。团队成
员、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博士生 Marina
Friedel说，高海拔地区的降温可能会改变风的
流动，这反过来会导致“剧烈变化”，包括一个
更冷的北美和更暖的欧洲。

而这正是其他科学家认为这项研究过于
“投机”之处。格陵兰岛和南极洲的冰芯跨越 10
万年，它们记录了每隔几千年的明显温度波
动，但在 42000年前它们没有变化。不过一些
来自太平洋的记录显示了波动。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冰川学家 Anders
Svensson说，即使像 Cooper及其同事说的那
样，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热带地区，那它也应
该在冰芯中被看到。“我们没有发现这一点。”

研究小组进一步指出，气候变化可以解释
42000年前发生的一系列奇怪事件。最值得注
意的是，澳大利亚的大型哺乳动物大约在那时
灭绝了。尼安德特人从欧洲消失了，精致的洞

穴绘画开始在欧洲和亚洲出现。
不过，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家和放射性碳专

家 Thomas Higham说，人类进化史上的两个转
折点都与 42000年前的剧变不太一致，并且也都
不是突然发生的。他说，“在我看来，将两者联系
起来，似乎把证据推得太远了”。 （文乐乐）

相关论文信息：

新西兰一棵 42000年历史的贝壳杉中的
放射性碳有助于揭示地球上一次磁场巨变。

图片来源：JONATHAN PALMER

自然要览
（选自 e杂志，2021年 2月 18日出版）

全球 2018年至 2019年
一类氟利昂排放下降

自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逐步淘汰消耗
臭氧层物质的生产以来，大气中一类氟利昂
（三氯氟甲烷，CFC-11）的浓度一直在下降。

研究报告称，2019 年和 2020 年全球平均
CFC-11浓度加速下降，这一数据来源于在世
界各地偏远地点进行的大气浓度测量。他们发
现，从 2018 年到 2019 年，全球一类氟利昂的
排放量每年减少 18±6千兆克，到 2019年为
每年 52±10千兆克，该值类似于 2008—2012
年的平均值。

全球排放量的下降表明，未报告的
CFC-11产量大幅减少。如果全球未预料到的
排放量和未报告的产量急剧下降势头持续，那
么未来相关臭氧消耗将会得到遏制，尽管到

2020 年初，CFC-11 （生产但尚未排放的
CFC-11总量）增加 90至 725千兆克。

相关论文信息：

相干 X射线—核激子的光学控制

量子动力学的相干控制是众多基础研究
和应用的关键。作者演示了这种控制，并利用
两个 X 射线脉冲之间的可调谐相位在相干
增强激发和相干增强发射之间切换核激子动
力学。

他们提出了一种将由最先进的 X射线设
备提供的单脉冲形成可调谐双脉冲的方法，并
证明了在几仄秒的时间尺度上相位控制的时
间稳定性。

作者表示，该研究成果开启了核的相干光

学控制，为核拉姆齐光谱学和类自旋回波技术
铺平了道路，这些技术不仅将推动核量子光学
的发展，还将有助于 X射线时钟和频率标准的
实现。从长远来看，核失平衡动力学研究是穆
斯堡尔效应的一个长期挑战。

相关论文信息：

多倍体生物能源柳枝稷气候适应的
基因组机制

长期气候变化和周期性的极端环境威胁
着粮食安全、燃料安全以及全球农作物产量。
论文介绍了多倍体生物能源作物柳枝稷的基
因组的组装和注释。

研究对横跨 1800 公里纬度的 10 个公共
花园中种植的 732 个基因型的生物量和存活

率的分析，揭示了广泛的气候适应的基因组
证据。

气候—基因—生物量联结丰富，但在差
异较大的基因库中差异很大。此外，作者还发
现，在冰川后期北方栖息地的定居过程中，基
因流动通过预适应的北方基因库中的等位基
因的渐渗加速了气候适应。柳枝稷的多倍体
特性也通过基因功能的分化增强了其适应能
力，因为其非显性亚基因组的遗传多样性水
平有所提高。

除了研究气候适应模式，研究开发的基
因组资源和基因性状关联，为育种者提供了
必要的工具，以增加柳枝稷产量，可持续生产
生物能源。

相关论文信息：

（冯维维编译）

红腹狐猴 图片来源：atosan/stock.adobe.com

百岁老人“贡献”长寿密码
本报讯 血液中的一种蛋白质可以预测老

年人的寿命。德国图宾根大学的Mathias Jucker
和同事追踪了 180名 90多岁和 135名 100多
岁长寿老人血液中神经纤维轻链（NfL）的水
平。之前的研究表明，脑损伤和神经退行性疾
病发作后，NfL水平会上升。

在 90岁和百岁老人中，较低的 NfL水平

与较长的生存期相关，并且能够比活动水平或
认知功能更好地预测死亡。这种趋势在男性和
女性中都存在，在老鼠中也存在：低卡路里饮
食的老鼠 NfL水平较低，比对照组的老鼠寿命
更长。

在近日发表于《自然—老龄化》的研究中，
作者表示，这种生物标志物可以帮助评估老年
人的健康状况。不过，他们也注意到一个局限
性：选择参加这类研究的老年人比一般老年人
更健康。 （晋楠）

相关论文信息：
神经元损伤导致血液中一种叫作神经纤维

轻链的蛋白质水平升高。
图片来源：Kateryna Kon

《德国应用化学》

用于绝对三维温度磁共振成像的
光开关造影剂

近日，德国基尔大学Rainer Herges课题组提出
了用于绝对 3D温度磁共振成像的光开关造影剂。相
关论文 2月 19日发表在《德国应用化学》上。

在这项研究中，课题组人员提出了一项磁共
振成像造影剂（CA）用于绝对且浓度无关的温度成
像的原理证明研究。这些 CA是基于偶氮咪唑取代
的 Ni（II）卟啉，它可以在溶液中进行光驱动配位
诱导的自旋状态切换。使用常规的临床磁共振成
像序列监测反向异构化（顺式到反式）的快速—阶
动力学，可以确定其半衰期，从而直接转化为绝对
温度。

科研人员以不同的温度响应的 CA作为原型，
在基于甲醇的凝胶中进行了测试，并创建了具有
高空间分辨率（0.13×0.13×1.1mm）和低温度误差
（< 0.22℃）的梯度幻影的温度图谱。该方法足够
快，可以记录来自诸如薄膜的热源的温度流。

相关论文信息：

《细胞—干细胞》

组织损伤诱导
静态肌肉干细胞活化

法国巴黎大学 Philippos Mourikis、Frederic
Relaix等研究人员合作发现，组织损伤诱导一种保
守的应激反应来启动静态肌肉干细胞活化。2月
19日，《细胞—干细胞》在线发表了这一成果。

研究人员表示，细胞可塑性是响应各种脊椎
动物器官损伤的基本特性。组织损伤能够触发干
细胞 /祖细胞的活化和增殖，从而恢复体内平衡，
例如在骨骼、皮肤和骨骼肌中。分化的细胞也可以
被激活，并在去分化后最终增殖，如肝切除术后的
肝细胞或新生小鼠心肌细胞。但当细胞损伤不可
逆时，也可以激发细胞死亡途径。

揭示细胞退出体内稳态时的早期转录途径对
于理解其特性和开发用于实验操作的工具至关重
要。然而，尽管进行了广泛研究，但对于在体内发
生的组织损伤的早期，细胞类型特异性或保守反
应的程度、动力学和性质仍然不清楚。

研究人员从完整、分离和受伤的肌肉和肝脏
中生成了单细胞和细胞核图谱，并确定了这些器
官中多种细胞类型共有的常见应激反应特征。研
究人员在广泛组织范围内的发表数据集中，检测
到了这种普遍的应激反应，这表明它具有很高的
保守性，但在单细胞参考图谱中也显示出很大程
度的数据失真。使用静止的肌肉干细胞作为损伤
后细胞活化的范例，研究人员捕获了肌肉损伤后
的早期细胞活化，发现必需的 ERK1/2初级增殖
信号先于 Notch调控的成肌程序启动。

这项研究定义了响应于组织扰动的初始事
件，并确定了与细胞特异性适应性改变并行起作
用的保守转录应激反应。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神经科学》

使用以往对照数据
提高动物实验统计能力

近日，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V. Bonapersona等研
究人员发现，使用以往的对照数据能够提高动物
实验的统计能力。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自然—神
经科学》。

据研究人员介绍，统计能力低会降低动物研
究的可靠性；然而，出于道德和实践的原因，通过
增加样本量来增加统计能力是有问题的。

研究人员基于历史控制数据提出了使用贝
叶斯先验的替代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利用了这
样的观察结果，即通常而言对照组是彼此相似
的。在模拟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包括来自先
前研究对照组的数据可以让使用相同数量动物
时达到标准 80％功效或增加功效所需的最小样
本量减半。基于 7项独立的啮齿动物研究，研究
人员对生命早期逆境的认知影响进行了该方法
有效性的验证。

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开放源代码工具 Re-
PAIR，可广泛应用于此方法并提高统计能力，从而
提高动物实验的可靠性。

相关论文信息：

《细胞》

DNA折纸路标通过电子冷冻
断层扫描识别细胞膜蛋白质

英国牛津大学 Lindsay A. Baker 等研究人员
合作发现，DNA 折纸路标可通过电子冷冻断层
扫描来识别细胞膜上的蛋白质。该研究近日发
表于《细胞》。

研究人员表示，电子冷冻照相术（cryoET）是
一种电子冷冻显微术形式，它通过揭示膜、病毒和
细胞的天然分子细节，改变了人们对生物学功能
的理解。但是，由于样品拥挤和信噪比低，从 cry-
oET层析成像中鉴定出单个分子是一项挑战。

研究人员报道了 cryoET的标记策略，该策略
可以精确地识别断层图中的单个蛋白质复合物，
而无需依赖金属簇。这个方法利用 DNA折纸产生
“分子路标”来通过荧光融合蛋白靶向目标分子，
从而提供通常适用于生物表面的平台。

研究人员展示了路标折纸标签的体外特异
性，以及它们对膜囊泡、包膜病毒和完整哺乳动物
细胞外部的 cryoET的适用性。

相关论文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