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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选手展示围棋棋子离合器

大肠杆菌的名字很多人都听说过。它是寄生在人体大肠和小肠内的
细菌。其实，它除了与人或其他动物共存，还有另一重身份———生物学实
验材料。

热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会
中刮起了“姐弟恋”风潮。这种风潮
不仅在影视作品中，也常见于现实
生活中。

去年，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
发布了一项研究结果，上世纪 90 年
代，中国“男大女小”的婚姻模式占
70% ，“ 男 小 女 大 ” 的 婚 姻 只 占
13.32%。而到了本世纪初，“男大女
小”的婚姻比例变为 43.13%，“男小
女大”的婚姻则上升到了 40.13%。可
以说，姐弟恋早就不是一种另类的
情感关系了。

说到姐弟恋，很多心理分析都
会提到男性的“恋母情结”或者女性
的“关怀强迫”。有的男性在恋爱时，
会以母亲的标准选择伴侣，喜欢拥有
一种被母性包围的感觉；而有的女性
会把孕育生命时的感觉转移到伴侣
身上，享受照顾对方的感觉。不过，这
种类似的解释容易让人把“姐弟恋”
理解成为一种不太成熟的心理表现。

其实，恋爱或者婚姻跟年龄本
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人们乐于把

年龄作为两者适合度的一种条件，是自以为年
龄与一个人的内在特质存在联系。

人们在选择伴侣时，真正看重的是对方能
否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有的男性喜欢成熟、
稳重、善解人意、经济独立的女性，有的女性更
喜欢青春、有活力的男性，而具有这些特质的
伴侣的年龄可能比对方大，也可能比对方小。

“姐弟恋”组合的增多，说明人们越来越重
视个体的需求和感受，而不受社会主流的、传
统观念的影响、束缚。情感关系中的组合本来
就是多种多样、因人而异的。

很多反对“姐弟恋”的观点，说到底是担心
这种关系的长久稳定性。有人认为，女性和男
性生理上变化的速度不一致，导致更快衰老的
女性将承担更大的风险。但也有分析指出，女
方年纪稍大的婚姻也许稳固度更高，因为女方
可能更宽容，更成熟些。可见，在情感关系里真
的没有统一的合适年龄差。

真正决定一段关系的持久性和稳定性的，
其实在于它是否是动态平衡的。没有一方可以在
婚姻里永远理所当然地当一个弱小的“孩子”。不
管双方相遇时各自处于什么年龄阶段，在一起的
日子里，都需要共同成长、成熟，始终保持一种契
合度，才可能长久地走下去。 （朱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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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光如何“驯化”大肠杆菌
本报记者 袁一雪

近日，上海科技大学物质学院材料与物
理生物学研究部教授钟超课题组就利用基因
改造后的大肠杆菌，通过蓝光控制，将纳米级
的量子点或其他无机材料均匀地涂在衬底
上。这一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
期刊 上。

“听话”的大肠杆菌

选择大肠杆菌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生物
膜是目前研究得最清楚的模式微生物，其基
因和分泌机制都已经被阐述，并且已有的工
作已经证明其基因可以被编辑。

“大肠杆菌生物被膜的主要成分是卷曲纤
毛纤维，其主要成分是通过大肠杆菌分泌的
CsgA 蛋白亚基自组装而成。”钟超在接受《中国
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解释说。从性质上来看，大
肠杆菌非常稳定，强酸强碱和高温都不会破坏
它的结构；从生存角度来看，生物膜具备非常强
的内在黏合力，可以黏附在各种材料的表面，

“这些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不过，给大肠杆菌“动手术”修改基因，并

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大肠杆菌是杆状的细
菌，单个细菌的长度在 2～3 微米，而宽度仅
为 1 微米左右。钟超课题组的研究人员利用
合成生物学技术，对大肠杆菌的生物被膜淀
粉样蛋白基因批量进行改造。

在改造过程中，研究人员首先将大肠杆
菌生物被膜 CsgA 蛋白分泌基因，变为可由蓝
光调控的 CsgA 蛋白表达和分泌的基因环路；
然后对其进行修饰，让 CsgA 蛋白可以识别、
结合经过化学小分子配体修饰的无机纳米材
料。这些无机纳米材料就是被“涂抹”在衬底
的涂层材料。

经过改造和修饰的大肠杆菌“改头换
面”，不再是人体内的菌群，而成了听从人类
指挥的“员工”。研究人员只需要通过蓝光或
小分子的诱导，就可以让它们分泌 CsgA 蛋白
生物膜。组成生物膜的是一个个纤维，每一个
纤维的亚单位，即 CsgA 蛋白识别一个纳米颗
粒。然后被 CsgA 蛋白“串起”的纳米颗粒会依
托生物膜的黏性，自然地附着在衬底表面。

因为在蓝光中大肠杆菌才会分泌 CsgA
蛋白，所以想要什么图案只需要控制蓝光或
小分子等诱导因素的走向就可以引导大肠杆

菌完成工作。同样，一旦蓝光消失，大肠杆菌
也会终止 CsgA 蛋白的分泌。

经过试验，这些大肠杆菌已经在研究人
员手中完成了一个各种不同的基本形状（如
三角形和五角星等）和一个上海科技大学的
logo 的图案。“上海科技大学的 logo 是一个平
面结构，但是有一定的厚度，我们提供了一种
新型方法，相较于传统方法来说操作更加简
单，可能实用的范畴与传统的方法相比不仅
仅限于二维平面，也适用于三维不规则的界
面和曲面。”钟超表示。

而且，经由大肠杆菌形成的生物膜相当
稳定，如果是在 4℃的冰箱里保存，可以存活
至少一个月之久。“更重要的是，大肠杆菌基
因编辑之后就携带了基因工程的质粒，可以
一直使用下去。”钟超补充说。

传统方法的补充

钟超课题组的研究内容属于合成生物

学，这一概念是 2000 年科学家在美国化学
年会上提出的，是指人们将“基因”连接成网
络，让细胞来完成设计人员设想的各种任
务。例如把网络同简单的细胞相结合，可提
高生物传感性，帮助检查人员确定地雷或生
物武器的位置。其实在自然界中，这种生物
动态自组装就普遍存在，比如骨和贝壳等自
然材料系统就是在细胞的参与下，对有机和
无机组进行动态自组装而形成。这些自然材
料体系的很多材料性能都远优于人工合成的
材料。

而在合成生物技术之前，无机纳米材料
涂层领域一般采用的传统的工业制造技术是
光刻、磁控溅射、蒸镀等方法。“相对于传统方
法，大肠杆菌的合成生物技术目前还达不到
传统工艺的精度。”钟超坦言，因为传统的光
刻胶工艺的分辨率主要是基于用于光刻的光
束的分辨率，但是钟超课题组需要通过细菌
分泌生物膜并进行纳米材料的布阵，而细菌
本身就已经有 2 微米的尺寸，所以工艺本身

的分辨率受限于细菌本身的尺寸。
虽然存在不完美，但是新技术的优势也

不容小觑。“我们的涂层相较于传统的旋涂方
法，可以在曲面和不规则的物体上形成涂
层。”钟超说。这对于传统技术来说是一种补
充和借鉴，对发展新型的涂层技术有参考意
义。而且，因为大肠杆菌分泌的 CsgA 蛋白生
物膜具有超强的黏附性，即使在最“光滑”的

“不粘锅”涂层———特氟龙 （聚四氟乙烯，
PTFE）上，也可以形成薄薄的生物被膜。在显
微镜下，可以看到无机纳米材料被大肠杆菌
排列得非常整齐。更有趣的是，人们需要什么
颜色只需要添加这种颜色的无机纳米材料即
可得到需要的颜色。

应用领域更广

当下，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工程改造生物
被膜技术是不少国际研究团队的研究项目。

“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系的一个团队在
我们的文章接受一个月之后，在 PNAS 杂志
发表了一篇关于利用光控布阵生物被膜技术
的文章，虽然他们的研究没有涉及到材料应
用，但是用到的生物概念和技术非常类似。”
钟超感慨道，“我们的研究能更早发出来，同
时我们早在一年以前就已经申请了相关专
利，从这些方面看，我们应该是非常幸运了。”

除了来自外部的压力，钟超课题组也需
要克服来自这项研究本身的困难。因为与国
内外的合成生物技术相比，他们更偏向材料
和纳米应用的交叉学科。所以在研究过程中，
他们不单只是对生物方面进行改造，还包括
无机材料的配体交换、光控基因电路的构建，
以及光控装置的搭建等领域。每一个领域都
是研究人员面临的挑战。

谈及未来，钟超很乐观，因为基于大肠杆
菌只要有少量营养就能生存并生长生物被
膜，因此大规模生产是非常容易的。论文发表
后，他们将继续深入研究搭建的平台的应用，
这项研究可以用于人工光合作用体系的构建
和环境污染物的降解方面。“比如纳米材料其
催化性能优异，如何对纳米催化剂进行回收，
避免造成二次污染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期
望利用我们的生物被膜方法，实现纳米催化
剂的回收，防止二次污染。”

Tcm细胞或为肿瘤治疗打开新思路
“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攻克癌症难

题提供了新思路、新角度。”前不久，在由北
京医师协会主办的“Tcm 细胞免疫临床应用
分享”学术沙龙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庄辉表
示，如何攻克癌症已经成为全世界政府、科
学家、民众所关注的话题，而细胞免疫治疗
有望帮助解决这一难题。

《2017 中国肿瘤登记年报》 显示，在中
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达 429 万，占全球新
发病例的 20%，每年的死亡病例为 281 万。癌
症已成为继心脑血管疾病之后，中国居民的
第二大死亡原因。

不可否认，传统的手术、放疗、化疗仍然
是肿瘤治疗的三大“利剑”，但新兴的细胞免
疫治疗已经逐渐在肿瘤治疗领域崭露头角。

所谓细胞免疫治疗，是指向肿瘤患者体
内输入具有抗肿瘤活性的免疫细胞，直接杀
伤肿瘤或激发机体抗肿瘤免疫反应，达到控
制肿瘤生长、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存
期的目的。比如，细胞免疫治疗目前已在黑
色素瘤、血液系统肿瘤等方面显示出良好的

临床应用前景。
为此，我国也相继在生物技术研发应用

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今年 2 月，由科技部
牵头，发改委、财政部共 16 部委组成了《国
家生物技术发展战略纲要》 编制领导小组
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意味着政府将从
国家战略层面统筹加强生物技术领域的顶
层设计。

在学术沙龙上，与会专家特意提到了
Tcm（中央记忆性 T 细胞）在肿瘤治疗上的
优势。据诺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研发人之
一郭潇介绍，Tcm 细胞是免疫应答中的上游
细胞，它能起到纽带作用。免疫系统识别肿
瘤抗原之后，Tcm 负责长久记忆肿瘤抗原，
并在肿瘤抗原刺激下源源不断地产生针对肿
瘤的大量 Tem（效应型记忆 T 细胞），进而分
化成为大量的效应 T 细胞———强有力的杀
伤肿瘤细胞。

北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化疗科主任冯燕
回顾了在 2013 年至 2016 年期间用 Tcm 细
胞治疗的 365 位癌症患者，证实了 Tcm 细胞

在延长患者生存周期、提升癌症患者生存质
量、减轻化疗副作用等方面有一定的效果。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副主
任赵宏则以《Tcm 细胞治疗肝癌根治术后合
并微血管侵犯患者的随机对照探索性临床研
究》为题作了报告。他指出，肝切除术是治疗
肝细胞癌最主要的治疗方式，但遗憾的是，有
超过 50%的肝癌患者在术后两年内复发，
Tcm 细胞治疗或可改善这一现状。

赵宏告诉记者，上述临床研究初步结果
显示，Tcm 细胞治疗对肝肾功能、血常规无
明显影响，可降低体内肿瘤标志物 AFP 水
平，能拓宽试验组患者复发的间隔时间，降低
肿瘤复发率，延长总生存期。

但同时，赵宏也表示，Tcm 细胞治疗还
需要大量的基础研究与临床试验，最终结果
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及长时间对患者的随访。
只有基础研究、临床试验、生物技术企业三
者实现真正的有机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保
护患者，并推动细胞免疫治疗产业的健康有
序发展。 （张思玮）

5 月 9 日 2 时 28 分，高分五号卫星在太原卫
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高分专项工程总设计师、国防科工局重大
专项工程中心主任童旭东表示，高分五号卫星
是世界首颗实现对大气和陆地综合观测的全
谱段高光谱卫星，也是我国高分专项中一颗重
要的科研卫星。它填补了国产卫星无法有效探
测区域大气污染气体的空白，可满足环境综合
监测等方面的迫切需求，是我国实现高光谱分
辨率对地观测能力的重要标志。

高分专项应用系统副总师、生态环境部卫星
环境应用中心主任王桥介绍说，这颗卫星可探测
内陆水体、陆表生态环境、蚀变矿物、岩矿类别，
为我国环境监测、资源勘查、防灾减灾等行业提
供高质量的高光谱数据。

高分五号卫星

生活是创意的“沃土”
有一种“漏斗”扔进海里就能自动收集垃

圾，有一种手环能帮老人遥控电灯开关和“报
警”求助……近日，在第 33 届青岛市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颁奖会暨优秀成果展示活动上，
青岛市 300 余名青少年选手参加了活动。创意
十足的发明让人目不暇接，也让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包振民连连称赞。

本届创新大赛以“创新·体验·成长”为主
题。经过基层组织单位的预选，大赛共收到 10
个区市和市直属学校推荐的各类项目 703 项。
而选手们的创意大多取材于生活。

来自青岛育才中学的学生都思哲偶然发
现无花果叶芳香怡人，对此产生研究的兴趣。
在老师的指导下，他采用薄层层析法和高效液
相色谱分析法测试其中活性物质补骨脂素含
量的差异。

都思哲的实验结果表明，6 月中旬采集的
无花果叶补骨脂素含量最低，之后含量随时

间逐步增高，10 月初达到最高，而后补骨脂
素含量又随时间逐步降低。研究成果可以为
无花果叶中提取补骨脂素产业化原料选择环

节提供一定参考。
青岛第三十九中学高二学生李泽诚带来

的是一款能自动回收海洋垃圾的发明设备,
其外形看起来像是一顶倒扣的礼帽, 通体有
很多过滤海水的小孔，顶部不规则分布着一
些小圆球。

“这些小圆球是浮力装置，不规则分布是为
了让设备在海水中始终保持倾斜角度，在海浪作
用下，近海的生活垃圾会流入设备中，海水滤掉，
垃圾被收集起来。”李泽诚介绍，这种设备顶部还
可安装信号发射器，当垃圾回收满时会发出信
号，方便工作人员及时回收。而他的这一发明创
造来源于李泽诚生活的经历，生活在海边、喜欢
游泳的他发现近海时常有生活垃圾漂浮，他便用
了三四个月时间设计出了这个设备。

此外，本届大赛还新设立了“青岛水族馆杯”
青少年优秀海洋科技项目创新奖，以鼓励青少年
积极参与海洋科技创新。 （廖洋李晓青）

美国宇航局（NASA）近日宣布，与美国优
步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探索城市空中交通

（UAM）的相关概念和技术，从而在人口密集
城市形成安全、有效的空中交通系统。

基于这份协议，优步公司将同美国宇航局分
享其研发的飞行汽车计划。美国宇航局将利用新
型空域管理计算机，通过仿真建模来评估垂直起
降载人飞机、飞行汽车等小型飞行器在拥挤的城
市环境中的飞行情况。这是美国宇航局首个专门
针对“城市空中交通（UAM）”制定的研发协议。

优步官方宣布将与美国宇航局共享数据，
建立空中交通管理系统。此外，优步计划于
2020 年对飞行汽车进行测试，于 2023 年投入
市场。

城市空中交通

（北绛整理）

经过改造和修饰的大肠杆菌“改
头换面”，不再是人体内的菌群，而成
了听从人类指挥的“员工”。

近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崔屹领衔的
研究团队研发了一种可循环充电 1 万次以上
的锰氢气电池，可实现 10 年以上的稳定性
能。该成果发表在《自然—能源》上。

文章第一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的陈维博士介绍，他们发明的
锰氢气电池使用高表面积的碳作为正极集流
体，易溶于水的硫酸锰盐作为电解液，由催化
剂控制的氢气作为负极。该电池从设计、充放
电原理、测试方法和性能上都有别于以往任
何水系电池。

成果显示，锰氢气电池具有非常优异的
电化学性能，比如稳定的放电电压 1.3 伏，高
倍率的放电电流 100mA/cm2，大于 1 万次的
稳 定 循 环 ， 以 及 较 高 的 质 量 能 量 密 度
139Wh/kg 和体积能量密度 210Wh/L。而且，
该电池很容易放大用于大规模储能。

锰氢气电池

欧空局的火星微量气体任务卫星近日从
新轨道上传回了首批火星照片，该探测器于
几周前抵达新轨道。轨道形状接近圆形，距
火星表面 400 公里。它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可
能与火星地质或生物活动相关的气体。

其中一张照片极为震撼，展现了一处撞
击坑的部分细节。这是由该轨道探测器的色
彩与立体表面成像相机（简称 CaSSIS）在测
试期间拍摄的。据报道，该相机于 3 月 20 日
激活，并在 4 月 28 日接受了测试，为主任务
的执行作好准备。

照片捕捉到的是科罗廖夫撞击坑（Ko-
rolev Crater）的一部分，该部位总长 40 米。科
罗廖夫撞击坑位于火星北半球高纬度地区。
图中撞击坑边缘的明亮物质其实是冰。目前
看到的照片是由 4 月 15 日几乎同时拍摄的
三张不同色彩的照片合并而成。

色彩与立体表面成像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