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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说推进韩朝领导人
再次会晤时机已到

韩国总统文在寅15日表示，准备
并推进韩朝领导人再次会晤的时机已
到，希望双方能不拘时间地点，坐在一
起进行具体的、实质性的讨论。

文在寅当天下午主持召开青瓦台
首席秘书和助理会议时说，当前朝鲜
半岛和平进程进入了延续朝美领导人
河内会晤对话势头、为下一阶段成果
付诸准备的过程。朝鲜国务委员会委
员长金正恩通过施政演说再次阐明实
现半岛无核化和构建半岛和平的坚定
意志，并表明有意重启朝美对话，对此
韩方高度评价并表示欢迎。

文在寅说，金正恩委员长明确表
示要彻底履行《板门店宣言》和《9月平
壤共同宣言》，这一点上韩方秉持相同
立场，韩朝再次举行领导人会晤的条
件已经具备。韩国政府将全力促进韩
朝关系和朝美关系形成良性循环，并
在强化与国际社会合作、构筑半岛和
平秩序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华社）

阿桑奇愿配合强奸指控调查
但拒去美国

“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
阿桑奇的律师14日说，如果瑞典司法
机构重新启动强奸指控调查，阿桑奇
愿意配合，同时将继续抗争美方的引
渡努力。

阿桑奇的律师珍妮弗·鲁滨逊告
诉英国天空新闻频道，阿桑奇“当然乐
意回答”瑞典调查人员的问话，“关键
问题现在是美国方面的引渡要求”。

“朱利安从来不担心面对英国或
瑞典方面的司法审理，”她说，“这件案
子一直是关于他担心被送往美国、遭
到不公正审理。”鲁滨逊说，阿桑奇将
寻求瑞典方面作出保证，不会把他引
渡至美国。

阿桑奇2006年创建“维基揭秘”网
站。这家网站2010年曝光大量关联阿
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国政府秘
密文件。同一年，阿桑奇因涉嫌强奸和
性侵犯两名女性，受到瑞典检方调查。
他当时身处英国，遭英国警方逮捕后
否认所有罪名，拒绝前往瑞典接受调
查。英国最高法院2012年裁定，可以引
渡阿桑奇至瑞典。阿桑奇同年6月在保
释期间进入厄瓜多尔驻英国使馆寻求
庇护。

厄瓜多尔政府本月11日撤销对阿
桑奇的庇护，英国警方同一天进入厄
瓜多尔使馆并逮捕他。阿桑奇被捕同
一天，美国检方发表声明，指控阿桑奇
与美国陆军前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
宁2010年“合谋”破解一台美国国防部
涉密电脑所储存的密码，后者继而窃
取保密资料并传给“维基揭秘”。

厄瓜多尔总统莱宁·莫雷诺先前
说，英国政府已经“书面确认”，不会把
阿桑奇引渡至“他可能受到折磨或面
临死刑的任何国家”。

以最大在野党工党籍议员为主的
英国议会70多名议员12日发表公开
信，呼吁内政大臣赛义德·贾维德优先
考虑把阿桑奇引渡至瑞典、而非美国。

（新华社）

31年前
我国大陆首个试管婴儿降生

31岁的萌珠，留着一头短发，说
起话来直来直去。1988年3月10日，
萌珠在北医三院出生。用萌珠自己
的话来说，“我还没成形的时候就已
经很出名了。”1987年，当萌珠作为
一个胚胎被植入妈妈的子宫时，就
得到了北医三院妇产科所有医务人
员的重点保护。

萌珠的妈妈郑老师婚后10多年
一直没有怀孕，检查发现是因为幼
时的一次结核菌感染造成输卵管堵
塞。执著的郑老师来到北京，巧遇了
同样因不孕问题来北京就诊的刘先
生一家。“他们夫妻俩带着我们一起
来到北医三院看病。”这一趟行程，
终于圆了郑老师要当妈妈的梦。北
医三院彼时正在进行试管婴儿科
研，这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将近10
年：1978年，世界首例试管婴儿路易

斯·布朗已经在英国诞生，她的缔造
者、“试管婴儿之父”罗伯特·爱德华
因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中国大陆的医务人员一直在默默努
力，国家启动“七五”攻关项目，由北
医三院张丽珠教授担任组长。科研
团队一次次努力，一次次失败，一次
次坚持，终于在1988年3月10日迎来
了第一个试管婴儿。

郑老师还记得在手术室里，医
生将体重3900克、白白净净的萌珠
抱给她看的场景。郑老师决定在女
儿的名字中要表达对“恩人”、中国
大陆“试管婴儿之母”、北医三院妇
产科主任张丽珠教授的感谢，于是
她给女儿起名叫萌珠。

“回家”
大学毕业后到北医三院工作

萌珠是在后来的课本里见到
了自己“萌芽”的过程。小时候，萌

珠经常去北京，5岁、10岁、20岁的
时候都曾经去过北京。萌珠的老家
在甘肃的一个小村庄，她在成长的
过 程 中 逐 渐 知 道 了 自 己 的“ 特
殊”。大学毕业后，萌珠来到北医
三院生殖中心工作，她感觉就像是
回到了家。

有时候萌珠在诊区走过，有眼
尖的患者会认出萌珠来，“你是第一
个试管婴儿吧。”萌珠总会连连否
认，“不是不是，您认错人了。”萌珠
说，倒不是因为要否认自己的身份，
而是怕在狭窄的环境中引起关注，
会影响其他患者的就诊。每年北医
三院生殖中心也会有很多进修医
生，他们认出萌珠后，常常会找萌珠
合影，每次萌珠都非常配合。

成长
我国辅助生殖技术后来居上

30多年来，北医三院生殖中心

一直在关注萌珠的成长。刘平教授
是和萌珠最熟悉的专家之一，萌珠
特别亲地称呼她为“娘”。试管婴儿
技术起步时，刘平是张丽珠老师的
研究生。萌珠出生的当天，刘平也守
候在手术室外。之后，“逢五逢十”的
试管婴儿联谊会，也是刘平负责联
络工作。30多年过去了，刘平早已是
生殖医学领域的顶级专家，而那个
刘平看着长大的孩子昨天也“升级”
成为妈妈。

同样在成长的还有试管婴儿技
术：当时中国大陆的试管婴儿技术
比国外起步晚了将近10年，但一直
在努力追赶；最近10年来，中国科学
家在国际顶尖专业期刊上发表了数
十篇有影响力的医学论著，并且参
与了多个国际生殖领域指南的制
定，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目
前，中国辅助生殖技术已达世界先
进水平，在某些领域甚至达到世界
领先水平。 （北京晚报）

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当妈妈了！
31年前她的出生创了纪录 昨天她的宝宝出生同样引人注目

根据太空飞行对照实验，威
尔康奈尔医学院发表了一篇关
于“太空基因”的论文，他们研究
了太空环境对双胞胎兄弟RNA
和 DNA 化学变化的影响后提
出，虽然93%的基因表达在斯科
特返回地球后恢复正常，但仍有
数百个“太空基因”处于混乱状
态。“太空基因”是遗传学家用的
一个术语，用来指代纯粹由航天
飞行而导致的基因表达出现异
常变化的那些基因。

基因表达是一个受调控的
过程，具有时间和空间的特异
性。例如，按功能需要，某一特定
基因的表达将严格按特定的时
间顺序发生，或是在个体生长的
过程中，某种基因产物会在个体
按照不同组织空间顺序出现。基
因表达也会因为外界的刺激发

生变化，生物体所处的内、外环
境是在不断变化的，通过调控基
因的表达，可使得生物体表达出
合适的蛋白质分子，以便更好地
适应环境。在对照实验中，研究
人员观察到的双胞胎基因表达
的变化就是身体对空间飞行环
境的一种应激反应。

7％的基因表达改变，这只
是非常小的基因表达变化，这种
反应与人在压力环境中，或者人
在登山或潜水时出现的反应相
似。基因表达发生异常变化，是
一个很重要的信号。目前的研究
还不能形成确定性的结论，但不
可否认，基因表达变化可能会对
免疫系统、骨骼构成、DNA损失
修复等产生持久的影响，进而影
响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
衰老的速度。

空间环境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什
么样的影响呢？这是个非常重要并且
基础的问题，因为这关系着未来星际
旅行的可行性，以及人类在宇宙中到
底能走多远。多年来，科学家对此问
题进行苦苦思索，希望能获得真实的
数据来进行参考和分析。

举个例子，如果想知道长期太空
飞行对人体产生的影响，就可以找两
个相同的人来进行对照实验：将一个
人送入太空，一个人留在地球上，一段
时间之后将两人进行对比，观察进入
太空的人身上发生了哪些变化，就能
初步知道太空旅行对人体的影响了。

这个对照实验的困难之处在于
世上并无完全一样的两个人，科学家
也就无法找到理想的实验对象。目前
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找一对同卵
双胞胎作为实验对象，因为同卵双胞
胎已经是基因相似度最高的人类了。
但问题来了，世界上的同卵双胞胎固
然不少，但是在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

两方面都达到航天员要求的可不多。
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双胞胎？

无巧不成书，NASA还真的有这
么一对特殊的宇航员。斯科特和马
克，他们是历史上唯一一对同卵双胞
胎宇航员，两兄弟既满足基本的要
求，也对太空实验有足够的认知。

2015年3月，斯科特在俄罗斯搭
火箭上太空，马克则留在地球作为对
比参照对象。2016年3月，经过了一
年的任务之后，斯科特返回地球，在
他执行飞行任务之前、飞行期间和返
回地球之后，研究人员分别采集了两
个双胞胎兄弟的DNA样本，希望找
出太空生活对人类身心造成的影响。

此前，在NASA举办的人类研究
计划2018年调查员研讨会上，NASA
公布了他们的新发现。研究人员称，
在太空中时，斯科特的一些基因表达
发生了变化，而且回到地球几个月
后，其中7％的基因表达仍然没有恢
复到飞行前的状态。

美国宇航员斯科特·凯利在国际
空间站工作了1年，其同卵双胞胎兄
弟马克·凯利则在地球上生活。美国
韦尔·康奈尔医学院、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和德国波恩大学等多个机构
的科研人员对他们开展了对比研究，
收集并分析了执行宇航任务前后共
计25个月中二人的健康状况。

斯科特表示，刚回到地球的那几天
非常难受，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活力
相当疲惫，“我还以为自己得了流感”。

研究显示，宇航任务结束6个月
后，斯科特的大部分基因表达恢复了
基准水平，但仍有7%的基因表达存
在变化。基因表达会影响基因如何读
取或表达，但不影响用于遗传的基因
代码本身。

佛罗里达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家
赛德勒说，“这些基因突变不会对宇
航员造成直接危险，但不排除会增加
他们未来罹患癌症的风险。”

血液里的两种免疫细胞调查显
示，调控基因表达的DNA甲基化的
最大差异发生在宇航任务进行到第
9 个月时，当时斯科特的 DNA 甲基
化 率 为 79% ，而 在 地 面 上 的 马 克
DNA甲基化率为83%。二人DNA甲
基化的位置也有所不同，斯科特的变

化发生在与免疫反应有关的基因附
近，并且有关炎症反应的生化标记物
也相应升高了。

调查还发现，在国际空间站的后
6个月，斯科特与马克的基因表达差
异是前6个月的6倍。斯科特出现了
颈动脉硬化、肠道菌群改变、认知能
力下降、衰老和视网膜变厚等症状。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教授
安德鲁·范伯格说，研究对象只有两
个人，还不足以断定这些变化的原因
就是太空飞行造成的，未来还需要开
展更多研究。

美国航天局说，斯科特的大多数
生化指标和健康指标维持稳定或恢复
正常，且这些变化“可能在人体应激反
应的范围之内”。这表明为期一年的太
空飞行后，人类可以基本保持健康。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癌症生物
学家贝莉表示，人类染色体末端有个
叫“端粒”的部分，通常随着年龄增长
会渐渐缩短，辐射、污染、压力等等因
素都有可能导致它加速变短，但奇怪
的是，斯科特去一趟太空后，端粒竟
然没缩短，反而比之前更长，换句话
来说就是“他的细胞比以前更年轻
了”，很有可能是“太空唤醒他体内某
部分沉睡细胞”。

蓬佩奥拉美忙“作秀”
达目的恐怕有点难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自本月 11 日
开始访问智利、巴拉圭、秘鲁、哥伦比
亚4国，并于14日抵达拉美四国行最
后一站——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
塔，委内瑞拉局势是他此访主要议题。

蓬佩奥访问这 4 个利马集团国
家，被认为旨在就解决委内瑞拉问题
进一步协调立场、争取支持，但在是否
军事干预问题上，美国与利马集团尚
存分歧。

14日下午，蓬佩奥在哥伦比亚总
统杜克陪同下，先后走访了移民临时
安置中心和西蒙·玻利瓦尔国际大桥
等地。这座大桥是委哥两国陆路最重
要的通道，委政府2月22日宣布暂时
关闭此要道。2月23日，委反对派试图
从这里将美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
入委境内未果。同日，委政府宣布与哥
伦比亚断绝外交和政治关系。

蓬佩奥14日说，美国将使用其掌
握的所有经济和政治手段对委内瑞拉
总统马杜罗施压。

委内瑞拉外长阿雷亚萨当晚在社
交媒体发文，指责蓬佩奥当天对库库
塔的访问是“陈词滥调”和“廉价作
秀”。他还表示，“与此同时，被（哥伦比
亚政府）遗弃的库库塔人民还要靠委
内瑞拉的经济维持生计”。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
长、前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吴白乙说，
虽然美国近来的制裁和施压对马杜罗
政府造成了很大困难，但并没有收到
显著成效，因此蓬佩奥此访重要目的，
就是为解决委内瑞拉问题进一步协调
立场、争取支持。 （新华社）

由美国航天局（NASA）
主持的一项联合研究显示，长
时间太空旅行可能会改变宇
航员的基因表达并构成多种
健康风险，但并未改变基因本
身。研究结果日前发表在美国
《科学》杂志上。

美国未来计划开展长达
3年的火星旅行，因此美航天
局承认有必要采取应对措施，
避免长期太空飞行对宇航员
造成损害。

实验
对象

一对同卵双胞胎宇航员
把其中一人送上太空

关系着未来星际旅行的可行性
以及人类在宇宙中到底能走多远

由美国航天局主持的
一项联合研究显示，长
时间太空旅行可能会
改变宇航员的基因表
达并构成多种健康风
险，但并未改变基因本
身。研究结果日前发表
在美国《科学》杂志上。
美航天局承认有必要
采取应对措施，避免长
期太空飞行对宇航员
造成损害。

美国宇航员斯科特·凯
利在国际空间站工作
了1年，其同卵双胞胎
兄弟马克·凯利则在地
球上生活。多个机构的
科研人员对他们开展
对比研究，收集并分析
了执行宇航任务前后
共计25个月中二人的
健康状况。

研究显示，宇航任务结
束6个月后，斯科特的
大部分基因表达恢复
了基准水平，但仍有
7%的基因表达存在变
化。从遗传基因的角度
来看，是无法恢复的永
久损伤。

实验
背景

实验
结果

太空飞行
对基因与染色体的影响

4月15日上午8时34分，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手术室
内，伴随着一声啼哭，一个新
生命降生了。这是个身长52
厘米体重3850克的男孩。如
同当年妈妈出生时一样，他的
出生同样引人注目——因为
他的妈妈是我国大陆首例试
管婴儿郑萌珠。当然，与宝宝
相比，郑萌珠的知名度更高，
出生31年来，她始终在公众
的视野中。

张丽珠与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
儿郑萌珠 图据北京晚报

通过实验，科学家发现：斯
科特的端粒平均长度被发现显
著增长，返回地球后的 48 小时
内，斯科特的端粒长度则又缩
短，然后稳定在飞行前的水平。
马克的端粒长度则一直保持着
相对稳定。

端粒，是存在于真核细胞线
状染色体末端的一小段DNA-
蛋白质复合体，它是染色体末端
的“保护使者”，保护染色体不被

“磨损”掉。一旦端粒磨损、耗尽，
染色体将无法正常分裂，细胞的
更新也就走向终止。因此，端粒的
完好程度，能够表明细胞分裂潜
力的大小：端粒越短，表明细胞的
再生能力越小，剩余的分裂次数
逐步逼近极限，细胞寿命越短；端
粒越长，则意味着细胞的再生能

力越强，剩余的分裂次数更多，机
体组织将保持“年轻”。随着人的
年龄增长，若端粒消耗殆尽，细胞
将会慢慢走向凋亡，端粒的加长
也意味着衰老速度的减缓。

客观地说，斯科特的端粒延
长的机制还不是很清楚。研究人
员猜测是由于在太空中，斯科特
执行了严格的体能训练计划，并
在饮食上限制了热量摄入。在执
行任务过程中，斯科特的体重下
降，并伴随着体内叶酸水平的升
高，因而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太
空中斯科特吃的食品更健康。斯
科特的体重下降和叶酸增加与
端粒延长的研究结果相吻合，这
表示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会
使得端粒延长。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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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宇航员斯科特·凯利 图据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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