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现有新冠住院儿童
超 1900名创历史新高

据新华社电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最
新数据显示，截至 8月 14日美国现有 1902名
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治疗的儿童，创疫情以来
这项数据新高。

目前因新冠住院的儿童人数占美国现有新
冠住院患者总数的 2.4%。此外，美国儿科学会 9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截至本月 5日的一周时
间内，美国新增儿童新冠确诊病例占美国当周
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的 15%。

美国儿科学会前任主席萨莉·戈扎日前对
媒体说，美国目前的这波新冠疫情比去年更糟
糕，儿童将是这波疫情中最受影响的群体。

在美国，由于 12岁以下儿童尚不能接种新
冠疫苗，他们在面对德尔塔毒株时会更加脆弱。
据媒体报道，这波新冠疫情反弹恰逢秋季开学
季，但就学生到校要不要戴口罩等问题，美国各
界依然未能达成统一意见。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
斯表示，现在已经看到，在那些开学后不要求学
生戴口罩的美国学校暴发了新冠疫情，结果是
孩子们又被送回家进行远程学习。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
日前说，美国新冠疫情正在“未接种疫苗者当中
暴发”。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新数据显示，全美
59.7%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50.7%的人完
成疫苗接种。 （杨士龙张墨成王钊）

陆生植物起源于轮藻的化石记录

到目前为止，第一个陆地植物的化石证据
来自 4.2亿年前的泥盆纪。然而，分子系统发育
学证据表明，它的起源早于寒武纪。

研究人员发现了陆生植物起源于轮藻的化
石记录。这些孢子化石可以追溯到大约 4.8亿
年前。这些孢子的形态介于已证实的陆生植物
孢子和关系不确定的早期孢子之间。这一发现
或有助于解决分子和化石数据在陆地植物起源
时间上的差异问题。

相关论文信息：

超冷分子微波屏蔽的观察

超冷分子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由于可
创建的超冷分子集成的数量有限，且它们的寿
命短，目前相关应用受到限制。

研究人员使用微波修整场来调整光镊中
捕获的一氟化钙分子的碰撞特性。这种方法
对非弹性陷阱损失碰撞的抑制达 6 倍。这一
方案为创造各种长寿的超冷分子集合铺平了
道路。

相关论文信息：

时间尺度下天体物理吸积盘的
典型光学变率

活动星系核包含一个被吸积盘包围的超大
质量黑洞。当盘状物质落向超大质量黑洞时，它
会被加热到足以发出可见光。

研究人员在 67个活动星系的样本中研究
了这种光学发射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他们观
察到了随着超大质量黑洞质量的增加，时间上
其特性的变化。

研究结果阐明了吸积盘内部的物理过程，

并提供了一种通过光学变率观测估计超大质量
黑洞质量的方法。

相关论文信息：

UTe2中多组分超导有序参数

近期，研究人员在重费米子金属 UTe2中
发现了一种非常规的超导状态，即从重费米材
料的顺磁正常状态中产生自旋三重态超导。磁
起伏和超导性的共存，以及这种材料的晶体结
构，表明超导状态产生的基础是一套独特的对
称性、磁性和拓扑结构。

研究人员报告了一个非零极性克尔效应
的观测结果，以及在进入超导状态时比热的
两个转变，这些都表明 UTe2的超导性是由一
个打破时间反转对称性的双组分顺序参数所
表征的。

这些数据限制了序参量的对称性，并为

UTe2中拓扑超导性的存在提供了可讨论的信息。
相关论文信息：

化学剥离法创造出新材料家族

MXenes 是由几个原子厚的无机过渡金
属碳化物和氮化物层组成的材料家族，可通
过选择性蚀刻制造。由于硼化物相的反应性
质和母材料倾向于溶解而不是选择性蚀刻，
因此尝试制造类似的硼化物材料一直具有挑
战性。

研究人员通过在氢氟酸中选择性蚀刻，以
单层二维硼化钼薄片的形式合成硼化物，生成
具有有序金属空位的薄片，为研究创造了新的
材料家族。

相关论文信息：

（冯维维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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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科学此刻姻 姻

《自然—神经科学》

大鼠探索三维体积空间时
网格细胞发射场不规则分布

近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Kate J. Jeffery、
Roddy M. Grieves 等研究人员合作揭示大鼠探
索三维体积空间时网格细胞发射场的不规则分
布。该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神经
科学》。

研究人员揭示了内嗅皮层网格细胞是如何
编码体积空间的。在一个水平面上，网格细胞通
常产生多个近似圆形的发射场，这些发射场的
大小和间距均匀，形成一个规则的、紧密包围的
六边形阵列。这种空间规则性已被认为是导航
计算的基础。在三维空间中，理论上等同的发射
模式是一个有规律的、六边形的紧密包围的均
匀大小的球形场。

研究人员发现，大鼠在立体格子中觅食时，网
格细胞保持正常的时间发射特征，并产生空间上
稳定的发射场。然而，尽管大多数网格场是椭圆形
的，但它们更稀疏、大小不一且不规则地排列。因
此，网格的自我组织是由环境的结构和 /或运动
能力所决定的，并且网格可能不需要是规律的来
支持空间计算。

相关论文信息：

“听”“话”不分先后
新研究表明大脑可同步处理听觉和语言

本报讯经过多年研究，神经科学家发现了
人类大脑处理语言声音的新途径。8月 18日发
表在《细胞》上的研究结果表明，听觉和语言处
理是并行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的大脑先
处理听觉信息，然后将其转化为语言信息的理
论相矛盾。

声音传到耳朵后，耳蜗将其转换成电信号，
然后发送到位于颞叶的听觉皮层。几十年来，科
学家们一直认为，听觉皮层的语言处理遵循一
个类似工厂装配线的路径。首先，初级听觉皮层
处理简单的声音信息，比如声音频率。然后，颞
上回提取更重要的特征，如辅音和元音，将声音
转换成有意义的单词。但一直以来，这一理论缺
乏直接证据的支持，因为它需要整个听觉皮层
极高时空分辨率的详细神经生理学记录。这是
一个挑战，因为初级听觉皮层位于大脑额叶和
颞叶的裂口深处。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家、神
经外科医生 Edward Chang说：“所以，我们进行
了这项研究，希望找到声音等低级表征转化为
词汇等高级表征的证据。”

在 7 年的时间里，Chang 团队对 9 名参与
者进行了研究，这些人因为肿瘤或癫痫等疾病
必须接受脑部手术。在手术过程中，小电极阵列
被放置在他们的整个听觉皮层中，用来收集涉
及语言和癫痫的神经信号。参与者还自愿录音，
以便研究人员分析了解听觉皮层是如何处理语
音的。
“这项研究是我们第一次直接、同时覆盖大

脑所有相关区域，研究声音到单词的转换。”
Chang说，之前的类似研究只能收集有限点位
的信号。

当为参与者播放短语和句子时，研究人员
希望能像传统模型提出的那样，看到从初级听

觉皮层到颞上回的信息流，看到这两个区域先
后被激活。但研究小组发现，播放句子时，颞上回
一些区域的反应速度与初级听觉皮层一样快，这
表明两个区域同时开始处理声音信息。

此外，研究人员用小电流刺激参与者的初
级听觉皮层。如果像传统模型指出的那样，语言
处理遵循一系列路径，那么刺激可能会扭曲患
者对语言的感知。但即便参与者经历了由刺激
引起的噪声幻觉，他们仍然能够清楚地听到并
重复语句。然而，当颞上回受到刺激时，参与者
能听到人们说话声音，“但听不出内容”。“有一
位参与者说，这听起来就像单词中的音节被调
换了。”Chang说。

该研究表明，传统语音处理模型过于简化，
甚至很可能是错误的。研究人员推测，颞上回可
能独立于初级听觉皮层发挥作用，而不是初级
听觉皮层处理的下一步。

语言处理的并行性可能为医生提供治疗诵
读困难症等病症的新思路。患有这些疾病的儿
童在识别语音方面存在困难。“目前，我们还不
够了解这个平行听觉系统。上述发现表明了声
音信息的传递可能与我们想象的不同。这无疑
带来了更多问题。”Chang说。 （唐一尘）

相关论文信息：

人类大脑中听觉和语言处理是并行的。
图片来源：unsplash

大脑类器官
发育出视杯

一项新研究显示，人类诱导多能干细胞
（iPSCs）可以用来生成包含视杯的大脑类器
官。视杯是眼睛中的一种结构。该类器官能自
发地从类脑区前部发育出双侧对称视杯，显
示出 iPSCs 在高度复杂的生物学过程中固有
的自我模式形成能力。相关论文刊登于《细
胞—干细胞》。
“我们的工作强调了大脑类器官产生原始

感觉结构的能力，这种感觉结构是光敏的，包含
的细胞类型与人体相关细胞类似。”该论文通讯
作者、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的 Jay
Gopalakrishnan 说，“这些类器官可以帮助研究
胚胎发育期间的脑—眼相互作用，为先天性视
网膜疾病建模，并能生成特定的视网膜细胞测
试个性化药物和进行移植治疗。”

之前有研究用人类胚胎干细胞制造了视
杯，并产生了视网膜。也有研究表明，视杯样结
构可以从 iPSCs中产生。但过去用多能干细胞
衍生视杯主要是为了产生视网膜，人们未能将
视杯和其他 3D视网膜结构在功能上整合到大
脑类器官中。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Gopalakrishnan和团队

修改了他们之前开发的将 iPSCs转化为神经组
织的方案。最终，他们生成的大脑类器官形成了
视杯。该结构最早在 30天内出现，50天内成熟
为可见结构。这个时间框架与人类胚胎视网膜
发育时间框架相吻合，可以使某些类型的发育
神经生物学实验更有效。

利用来自 4 名捐赠者的 16 个独立批次
iPSCs，研究人员生成了 314个大脑类器官，其
中 72%形成了视杯，这表明该方法是可重复的。
这些结构包含不同类型的视网膜细胞，它们形
成了能对光线作出反应的电活性神经元网络。

含有视杯的大脑类器官也包含晶状体和角膜组
织，并且视网膜与大脑相应区域相连。

Gopalakrishnan 说：“在哺乳动物大脑中，
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神经纤维向外延伸，与
其目标大脑区域连接，但这在体外系统中从
未被展示过。”

未来，科学家计划开发一种策略，使视杯能
够长时间维持活性，从而研究视网膜疾病的诱
发机制。 （鲁亦）

相关论文信息：

包含视杯的大脑类器官。 图片来源：Elke Gabriel

国际协定通过保护陆地碳汇缓解气候变化
本报讯 一项建模研究指出，《蒙特利尔议

定书》或能通过保护植物不受紫外线损伤来缓
解气候变化，进而避免碳储量下降以及大气二
氧化碳水平上升。相关论文 8月 18日刊登于
《自然》。

臭氧层能吸收紫外线 B，而紫外线 B会对
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比如对储碳植物造成伤
害。消耗臭氧层的物质包括曾在老式冰箱和气
溶胶中商用的氟氯烃，这些物质随着 1987年保
护臭氧层国际协议《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修正
案的相继出台而逐渐淘汰。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 Paul Young 和同事
研究了《蒙特利尔议定书》如何通过防止紫外线

辐射增强、缓解气候变化加剧，保护陆地生物圈
及其作为碳汇的能力。他们将臭氧损耗、气候变
化、植物紫外线损伤和碳循环整合进一个模拟
框架中。该模拟显示，如果没有《蒙特利尔议定
书》，本世纪末全球植物和土壤中储存的碳可能
会减少 325~690吉吨。研究人员估计，由此增加
的大气二氧化碳可能会让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
升 0.5~1.0℃。

研究结果表明，除了通过减少消耗臭氧层
物质（强效温室气体）保护气候外，《蒙特利尔议
定书》还能带来气候系统协同效应。（唐一尘）

相关论文信息：
气候变化引发山火。 图片来源：unsplash

南非官员称疫苗接种意愿低
对抗疫构成挑战

据新华社电 南非卫生部副部长西邦吉塞
尼·德洛莫近日向议会介绍抗击新冠疫情措施
时说，南非目前疫苗充足，但部分民众接种意
愿低，对抗疫构成重大挑战。

德洛莫当天在与议会一个委员会的视频
连线中说，目前南非疫苗充足，在商场等地开
设了疫苗接种点，还设立了免下车接种点，但
一些南非民众对接种疫苗比较犹豫。政府设立
了每日为 30万人接种疫苗的目标，7月下旬日
接种人数一度达到 27.5万人，但这一数字近期
下降到日均 7.5万人。

他说，目前 60 岁及以上人群疫苗接种情
况良好，政府希望加速推动该年龄段人群接
种，使接种率达到 70%。50岁至 60 岁人群接
种情况也较好。但 35 岁至 50 岁人群接种意
愿不佳。女性明显比男性更愿意接种疫苗。政
府将在未来几周内对 18 岁至 35 岁人群开放
疫苗接种。

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市政府同日也发表
声明说，疫苗接种速度令人担忧，年底如果出
现新一波疫情，可能会对当地居民和旅游业造
成“灾难性”影响。

南非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8月 17日 17时，
全国已接种超过 975.3万剂新冠疫苗，433.2万
余人完成了全程接种。南非政府计划在 2021年
底前为 67%的人口接种疫苗。 （吕天然）

新的一流天文台址，在中国！

不仅如此，相关成果还开辟了矿床学研究新
途径，深化了对复杂矿床成因的认识，为解决国家
资源环境重大问题提供了科技支撑。

对基础研究的“无用之大用”，朱祥坤的认识
是，只有坚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搞基础研究，当
国家有需求时，才有可能贡献力量。

从坚守到优秀

坚守基础研究，朱祥坤始终坚持追求真理、
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瞄准世界一流，取得了优
异成绩。

朱祥坤的“第一桶金”，至今仍是同行中的一
段佳话。2003年，他回国才一年，就一鼓作气拿下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两个项目：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和重点项目。

近 20年过去，朱祥坤始终难忘最初得到的两
个项目支持。“那是科研上的‘第一桶金’。光有想
法、没有经费不行。经费到位了，才是真正独立做
科研了。”他告诉《中国科学报》。

据说一个学者能同年拿到两个“重量级”的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地球科学部至今都非常罕见。

这些年来，朱祥坤一共主持了 6 个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包括 3 个面上项目、2 个重点项
目、1 个国家杰青项目，还参与了 2 期创新群体
项目。

在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他带领团队在建
成全球首个碳酸盐岩稀土元素精确定量部分溶解
法后，通过对蓟县剖面约 16亿 ~15.5亿年前的古
海洋沉积碳酸盐岩开展详细的地球化学研究工
作，有效地提取了当时的古海水地球化学信息，发
现了中元古代的一次氧化事件。这一发现推翻了
传统认识，成为地球早期环境与生命协同演化研
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在他看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持续支持，为
他潜心研究前沿基础科学问题提供了保障。

同时，在红外观测条件上，对“物质起源”和
“生命起源”等极端科学目标而言，最重要的台址
指标是可沉降水汽，冷湖赛什腾台址是所有国际
一流台址中最为优越的。按可观测时间和视宁度
进行综合量化分析，赛什腾山的指标优于青藏高
原其他选址点，与夏威夷莫纳克亚峰和智利各天
文台相比，基本持平。

一流台址打破天文发展瓶颈

冷湖国际一流台址的发现，打破了长期制约
我国光学天文观测发展的瓶颈，为我国光学天文
发展创造了重大机遇。

国际同行之所以兴奋，在于冷湖所在的地理
经度区域，尚属世界大型光学望远镜的空白区，而
天文观测常常需要时域、空域的接力观测。因此，
这也是国际光学天文发展的宝贵资源。

2020年 12月 19日，西华师范大学与中国科
学院国家天文台合作的 50 厘米双筒望远镜
（50BiN）已率先开始工作，第一幅科学图像上恒星
的半高全宽为 0.68角秒。

如今，冷湖镇正在建设世界级天文研究中
心，发展“天文 +科普 +旅游”新模式，在这个过
程中，邓李才等中国科学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

接下来，中国科学院将与青海省政府合作，一
方面，尽快对台址资源进行保护，避免灯光、粉尘、
震动等的影响；另一方面，统一规划和布局未来重
大观测设施的建设。同时，力促冷湖天文台址的国
际合作和开放，吸引国际领先的观测设施落户，使
之成为国际光学天文研究的重要基地，使冷湖成
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培育原创性科学成果的重
要策源地。

相关论文信息：

朱祥坤：给元素测“基因”的人
（上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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