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瀰，男，1955年生于重庆市，1979
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2年考入南
开大学哲学系并于1985年获哲学硕士
学位，同年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
2015年从编审、副总编辑岗位上退休。
现受聘于商务印书馆成都分馆任副总
编辑。系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
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首批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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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民出版社前副总编汪瀰车祸身亡

随身带的书稿，他永远无法完成了
2017年12月31日晚，四川人民出

版社前副总编，曾经参与编辑“走向
未来”丛书的汪瀰先生和同伴，在西
攀高速上，突然车辆电瓶没电，停在
应急道上，被后方大货车撞击，汪瀰
先生和另外一位同伴身亡。2018年1
月1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从当地有
关部门的知情人士处获悉，事发地位
于西攀高速米易县境内，此次事故造
成两人死亡。“汪先生他们的车辆的
确被后方的大货车追尾，但具体细节
和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去世之前
还在微信群里发过照片

昨天，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立
新证实了这一令人悲伤的消息。随后，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与汪瀰一行一同
去旅行的李女士。李女士说：“我们是
坐火车去米易，他们是开车，结果我老

公摔了一跤，我就提前回来了。昨晚看
微信群，汪先生还在红格泡温泉，还在
群里发了泡温泉的照片。”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联络到汪瀰
的夫人余其敏。电话中，她的声音极
度低沉，压抑着悲痛。“我们不在一辆
车上，我们一共开了两辆车，我坐的
另外一辆，他和我的同学坐的一辆。
他的车出了故障，电瓶没电，他们报
了警，在应急车道等待救援，那边说
半个小时过来，后面大货车打了‘晃
眼’，就撞上了。”

据悉，发生事故时，书稿《24届海
派文学新论》还带在汪瀰身上，只是，
他永远也无法完成了。目前，余其敏
还在米易，等待事故处理。

高速交警：
应急车道并非绝对安全

如果在高速路遭遇故障或事故，

应该如何防范二次事故？据一位长期
处理事故的高速交警介绍，高速公路
上由于车辆速度较快，因此在发生紧
急情况需要临时停车，或者是发生了
事故或故障无法挪动车辆时，一定要
做好保护措施，否则人员很可能会在
接下来的二次事故中受到更为严重
的伤害。

“如果车辆在高速路上发生故障
或事故，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开启
危险报警闪光灯，夜间还需开启示宽
灯和尾灯。”该交警表示，车辆、人员
难以移动的，驾驶人应在至少150米
处放置三角警示牌，驾驶人、乘车人
应当立即转移到应急车道或者路肩
外的安全地带，不得在车内等候，并
且迅速报警，防止发生二次事故。“从
以往处理的事故来看，应急车道并非
绝对安全，人员最好撤离到护栏外等
待救援。”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江龙

1月1日凌晨，秦某和朋友们
在KTV里唱歌喝酒，一起跨年，酒
后驾驶一辆保时捷迈凯汽车返回
酒店途中遇交警查酒驾，见状秦
某立即弃车拔腿就跑，最终被民
警挡获。1月1日上午，成都商报记
者从成都交警四分局了解到，这
已经是秦某第二次醉酒驾驶。“秦
某因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
车，将面临15日的行政拘留，同时
因涉嫌醉酒驾驶，还将面临1~6个
月的拘役。”民警说。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2017年
12月31日至2018年1月1日凌晨，成
都交警在全市范围内展开酒驾集中
整治行动，共出动警力900余人，查
处饮酒驾驶80起、醉酒驾驶12起。

1月1日凌晨2点33分，成都市
交警四分局民警在一环路中医跨
线桥附近设点查处酒驾，一辆保时
捷越野车的驾驶员见前方有交警，
立即停车，打开车门，拔腿就跑，奔
跑途中跌跌撞撞，跑了几步摔倒在
地后，又爬起来继续逃跑。很快，执

勤民警将该名男子抓获，而该男子
却不停挣扎反抗，试图挣脱民警的
控制。

随后，当民警示意驾车男子秦
某接受酒精测试时，秦某更是不配
合。“至少吹了七八次才成功。”成
都市交警四分局五大队教导员李
坤告诉记者，现场酒精测试结果显
示，秦某血液中酒精浓度为84mg/
100ml，涉嫌醉酒驾驶。

随即，秦某被带回分局进行进
一步调查。经过调查发现，秦某在
2015年8月22日曾因醉酒驾驶被交
警四分局挡获。“当时秦某被吊销
驾驶证，并判处拘役2个月。”

民警表示，秦某因在驾驶证吊
销期间驾驶机动车，将面临15日的
行政拘留，同时因涉嫌醉酒驾驶，
还将面临1~6个月的拘役。

成都交警提醒，针对酒驾等违
法行为，成都交警各分局将增派警
力上路，不定期、不定点在城区展
开酒驾整治行动。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开着保时捷醉驾，他“遭”了
交警：城区酒驾整治行动不定期、不定点

5180元，一口唾沫测娃儿天赋？
基因专家驳斥：天赋基因检测是对基因和天赋的关联性过度解读，都是为了挣钱

刘女士的女儿在玛尔比恩早教
中心上培训班，前不久，中心来了两
位工作人员，带着简易设备免费为
娃娃做天赋检测：只要往设备上印
出十个手指头的指纹，就能了解娃
娃目前的大脑发育情况；如果要更
精准的检测结果，则可以做天赋能
力倾向7项或性格倾向5项两类套
餐，不过，套餐自费，价格均为5180
元。在家长群中聊起此事，刘女士发
现，这不是一家早教中心的个例，市
内好几家早教中心都宣称可以通过

第三方做天赋基因检测，并建议家
长提早发现孩子天赋，因材施教。

记者在某网购平台搜索“天赋
基因检测”发现，相关产品的价格
从350元到69800元不等，号称能检
测孩子的智商、情商、艺术、运动等
天赋。“先进育儿选择”、“ 给孩子
更快乐更出色成长之路”等广告语
随处可见。

价格虽贵，检测程序却并不复
杂，在线支付购买后，卖家将邮寄细
胞采集器，买家根据指导手册提取

口腔内膜细胞之后，将样本寄给卖
家即可。通常7个工作日内，卖家会
反馈检测报告，并提供解读。

记者联系上“早知道”成都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市内多家
早教中心提供检测服务。不过记者
调查发现，这家公司也只是中间方，
总经理韦小和向记者提供的报告样
本，来自一家叫华夏基因健康管理
集团的公司。“早知道”是华夏基因
在成都的代理方，进入成都市场已
经有两年多。

“因为贵，这两年成都的家长来
做的不到100人，不过这个是最先进
的基因技术。”韦小和拿出样本报告
向记者介绍。记者注意到，65页的样
本报告是两类套餐的综合版，其中
天赋能力倾向包括智商与学习能
力、数学能力、语言文字能力、创造
能力、记忆力、艺术与音乐天赋、运
动天赋；性格倾向包括外倾性、情绪
稳定性、开放性、随和性、尽责性。报
告上除了各类表格还有英文参考文
献，表格内容都是字母。

分子检测结果列表中，通过罗
列检测项目相关基因，得到检测结
果和基因型变化。报告同时提供了

能力排序作为参考，把样本的检测
结果放在能力排序表中对比，便知
道样本的天赋如何了。比如报告中，
为了检测孩子的空间记忆力，检测
项 目 CPE112-01 的 相 关 基 因 为
BDNF，检测结果为CT，基因变化
为C/T，由于能力排序上CC>CT>
TT，可以推出，这个孩子的空间记
忆力是普通水平。

韦小和同时提供了一份天赋基
因检测宣传片，宣称基因检测是一
种对天赋相关遗传基因的科学检测
手段，通过成熟的基因检测技术，将
隐藏的天赋检测出来，通过对结果
的分析，就能提早发现孩子与生俱

来的潜质，发现优势与不足，从而进
行科学的引导，因材施教，“早发现，
早培养，早成才。”

检测结果是否能得到证明？韦
小和告诉记者，过去做检测的都是
家长带着娃娃来的，才两年多很难
看出孩子今后的发展趋势，观察期
将伴随娃娃的十多年成长过程。

家长没看到效果又如何愿意买
单？韦小和透露，天赋基因检测瞄准
家长对“高科技”的信任，主要走幼
儿园和早教中心的渠道；同时购买
过项目的家长每向朋友推广售卖一
份基因检测项目，便能得到10%的
提成。

检测出相关基因突变就意味着
娃娃具有相关天赋吗？瑞典卡罗琳
斯卡医学院的青年学者刘志（化名）
告诉记者，从群体角度来讲，人类的
基因组每时每刻都处于突变之中，
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内在动力，很多
时候是无意义的。从个体水平来说，
每个人的基因组大致相同，所谓的
检测单个突变就能预测天赋表现是
无稽之谈。DNA碱基主要由ATCG
组成，人类所有的基因序列都是
ATCG的各种组合，比如样本报告
中 CT 即检测特定位点的测序结
果，CC>CT>TT 这类的能力排序
则完全是商家自身的设置，在研究
领域没有这种做法。

“ 每个位点可以解释的作用太
小了。”在美国哈佛医学院贝斯以色
列女执事医疗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
的Wallace Wang表示，人的整个基
因组约有30多亿位点组成，每个位
点有独特的功能，有的已发掘，有的
尚未发掘正在研究。即使是临床上最
全的全基因组测序也只能读出90%
的位点，普通的商业级基因检测用芯
片测序技术，通常只能读到几十到几
百万个位点，与整个基因组相比，只
是九牛一毛。更何况，人的表型是由
基因组上很多位点协同作用的，有可
能被其他位点掩盖或增强，现在的商
业基因检测检测不到位点之间的相
互作用。“如果想要通过几十或几百

万个位点来解读整个层面是不够的，
就会导致过度解读。”

即使在临床上，基因测序能实
现的也多用于单基因罕见病的检
测，Wallace Wang 解释，在临床上
如果家族里好几代人患上单基因
疾病，已知基因组的对应基因有问
题，再与临床指标对比，对此作出
遗传诊断是有效的，如家族性先天
性心脏病、家族性癌症等。现有的
研究表明，如儿童自闭症、老年痴
呆症、情感天赋等复杂疾病和表型
往往是由多基因决定的，通过单基
因检测很难做预测。

“这些都是基因在疾病上的应
用，基因组里还没有发现某单个基
因能完全决定人的天赋、精神和思
维能力。”Wallace Wang说，不能单
独强调基因层面的贡献，人的成长
过程中，对环境的接触和相互作用
能更多地影响人是否成才，“完全跟
后天的教育和成长环境相关。”

“所谓天赋只能从行为学上去
测试，怎么通过基因去量化，是办不
到的。”刘志说，基因检测很多研究
还处于疾病领域，能不能商业化得
打一个问号。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
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基因工程抗体
研究办公室主任杨金亮告诉记者目
前基因检测主要用于遗传病筛查、
肿瘤精准治疗、指导合理用药等方
面，其他用得少。他更直指“国内市

场较混乱，一些基因检测就是为了
收钱。”

基因检测商业化的过程中，为
什么会出现 350～69800 元不等的
售价，它的成本从何产生？Wallace
Wang 解释，成本在于对基因组的
解读，一是采用什么技术把基因组
上的信息读下来，二是这些字母如
何解读，是分析的成本。对消费者来
说吐一口唾沫抽一管血，而后台技
术包括基因分型、全外显子组测序
或全基因组测序，国内消费级基因
检测用得较多的是芯片基因分型技
术，能读取的信息非常有限，在美国
的成本不过二三十美元。

“拿到数据后怎么解读的问题，
还要有专业的人员、专业的数据库，
以及上游的科研已经有比较明晰的
研究。”Wallace Wang表示，技术层
面得到解决后，解读层面是个大问
题。国内为了吸引消费者、迎合市
场，往往存在过度解读的问题，把非
常轻微的可能性“误解”为事实。科
学研究中为了能够探索某个基因位
点的作用，往往需要成千上万的样
本量来做统计分析，即便如此大的
样本量，能检测出的显著位点的表
型贡献往往十分微弱。考虑到基因
与基因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基因与
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基于单个位点
的解读往往是没有意义的。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到底报哪个兴趣班才
适合娃娃的天赋，不揠苗助
长？这个让家长纠结的问
题，最近在成都等地貌似有
了一种“高科技”解决方案
——一款号称发现儿童天
赋优势的基因检测在家长
圈中流行开来。

一口唾沫或一管血的
样本寄到公司，便能通过基
因测序技术，发现孩子与生
俱来的潜质。这种“高科技
算命”价格不一而足，便宜
的数百元，贵的高达数万
元。昂贵的天赋基因检测究
竟靠不靠谱？为什么突然在
家长群中受到热捧？成都商
报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基
因检测的概念虽火，但非临
床领域的应用并未得到科
学研究的支持。

数位相
关领域专家
在接受采访
时指出，天赋
基因检测是
对基因和天
赋的关联性
过度解读，都
是为了挣钱。

5180元测7项天赋能力倾向
提取口腔内膜细胞将样本寄给卖家即可案例

一本65页的样本
能分析记忆力、艺术音乐天赋等报告

临床只用于单基因疾病检测
消费级基因检测只能是“娱乐”专家

新闻链接

人民日报提醒
天赋基因检测涉嫌坑蒙拐骗

日前，《人民日报》刊出《天赋基因检测
涉嫌坑蒙拐骗，研究阶段应用应禁入市》报
道，关注到市场乱象。

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教授张宏冰认
为以目前的科技水平，天赋基因检测并不靠
谱，涉嫌坑蒙拐骗、炒作概念，而且收费都非
常高。张宏冰表示“天赋基因”检测是根据基
因的关联分析得出，而关联分析只表明非常
轻微的可能性。检测机构把它扩大化，把似是
而非的东西变成事实，变成了各种“天赋基
因”，比如音乐基因、美术基因等。事实上，人
的天赋具体由哪些基因决定、如何决定，以目
前的科技水平还没办法给出准确解答。

比如，智商与基因有密切关系，但智商
由成千上万的基因综合决定，从基因测序的
角度看，很难检测出某人的智商天赋。相反，
某个基因突变导致智商很低是完全能够检
测出来的，例如唐氏综合征、结节性硬化症，
但这是基因检测在医学上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