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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韩 4 日重启通讯联络线

吃火锅为啥会辣得嘴巴疼？
两科学家
“破译”温度和压力是如何被感知的

朝鲜中央通讯社的公报强调，
朝鲜决定从当天上午 9 时起重启所
有朝韩间通讯联络线。韩国当局应
深深领会重启朝韩通讯联络线的意
义，
为完成改善朝韩关系、打开今后
辉煌前途而需要先决的重大课题作
出积极努力。
为抗议和反制韩国对“脱北者”
敌视朝鲜行为处理不力，朝鲜 2020
年 6 月 9 日宣布将切断朝韩之间一
切通讯联络线。今年 7 月 27 日，朝韩
双方恢复被中断了 13 个月的通讯
联络线，但随着 8 月韩国和美国举
行联合军事演习，朝韩通讯联系再
度中断。
韩国统一部长官李仁荣 4 日上
午对媒体表示，
通讯联络线恢复后，
下一步可考虑建立可进行视频会议
的系统，
从而进行各领域、各级别的
磋商，
重启南北此前停滞的对话，
更
好履行韩朝间各项已达成的协议。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 10 月 4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卡罗
琳医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总秘书长托马斯·佩尔曼宣布，2021 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戴维·朱利叶斯和阿登·帕塔普蒂安，以表彰他们在
“发现温度和触觉感受器”方面作出的贡献，两位获奖者将分享 1000 万瑞
典克朗奖金（约合 736 万元人民币）。
评奖委员会说，人们对热、冷和触觉的感知能力对生存至关重要，支
撑着我们与周围世界的互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认为这些感觉理所当然，
但神经冲动是如何产生的，从而使温度和压力可以被感知？今年的诺贝尔
奖得主解决了这个问题。

为何吃辣会发热，
为何吃辣会发热
，
吃薄荷会凉爽？
吃薄荷会凉爽
？

打开，让带电离子（如钠和钙）流入
细胞。它广泛地分布在我们身上，
这
就是为什么辛辣的食物在进出身体
的过程中都会带来灼热的感觉。
TRPV1 是第一个在脊椎动物
身上被确认生理功能的 TRP 通道，
可以说是理解触觉和痛觉的分子基
础的一个里程碑，让我们认识到物
理力激活神经元的机制。
戴维·朱利叶斯使用辣椒素来
鉴定 TRPV1，
这是一种由热痛激活
的离子通道，使得我们了解温度变
化如何在神经系统中诱导电信号。
随后，TRP 通道在温度感知中
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确认。朱利叶斯
和帕塔普蒂安分别独立确认了
TRPM8 是一种会对薄荷醇和寒冷
产生反应的分子。现在越来越多发
现表明，TRP 家族在进化史上是一
个非常古老的体系。人们也认识了
更多家族成员，包括“芥末感受器”
TRPA1、会被百里香等香料激活的
TRPA3 等等。
朱利叶斯的进一步研究还揭
示 了 ，TRPV1 对 炎 症 过 程 中 产 生
的化学物质很敏感，与炎症相关的
疼痛敏感反应有关，这为癌症疼痛
和其他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的潜
在途径。

为何闭上眼后能走路如常？
为何闭上眼后能走路如常
？

Piezo2 通道赋予的能力

然而，帕塔普蒂安在思考我们
如何感受外部环境刺激时，选择了
一个不同的研究方向。
2010 年，他的团队发现了两个
新的离子通道，它们会被机械压力
（用细棒轻轻戳）激活，产生电活动。
这两个离子通道被命名为 Piezo1 和
Piezo2。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语中的
“piezi”
，意为“压力”
。
这项突破同样开启了一片全
新的领域。在感觉神经元和其他细
胞上发现的 Piezo1 和 Piezo2，引领
了大量新研究，让人们逐渐认识这
些离子通道在触觉、疼痛、血压调
节和本体感觉等各方面压力感知
中的作用。
其中或许最令人感到新奇的
要数与本体感觉相关的研究。本体
感觉是指我们感知身体在空间中
位置的能力。这种感觉让我们能够
站立和行走，甚至闭上眼睛或蒙上
眼睛后依旧能行走自如，它依赖的
是那些向大脑发出肌肉伸展信号的
神经元。
帕塔普蒂安的团队和其他研究
已经证明，Piezo2 是本体感觉相关
的 关 键 分 子 。有 研 究 称 ，罕 见 的
Piezo2 缺乏的人，在黑暗中站立和

行走都有困难。帕塔普蒂安更近期
的研究，在人类遗传学和小鼠模型
上已经证明，Piezo1 在控制红细胞
体积中会发挥作用。他发现了一种
Piezo1 基因的变异，似乎可以防止
疟原虫感染。
帕塔普蒂安在接受采访时曾表
示，他的研究生涯中也曾经历过很
长一段时间进展缓慢的阶段，他甚
至曾经想过转行。但幸好他坚持了
下来。
评奖委员会表示，TRP 通道是
人体感知温度的核心，Piezo2 通道
赋予我们触觉和感知身体位置和运
动的能力，TRP 和 Piezo 通道也有
助于许多额外的感测温度或机械刺
激的生理功能。
目前，还有很多正在进行中的
研究侧重于阐明这些通道在各种生
理过程中的功能，这些知识被用于
开发多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包括慢
性疼痛。
今年的诺奖获得者的开创性发
现解释了热、冷和触摸如何在我们
的神经系统中引发信号，这些离子
通道对许多生理过程和疾病发生来
说非常重要。
据每日经济新闻

□ 阿登·帕塔普蒂安
另一位获奖者
阿登·帕塔普蒂安
1967 年 出 生 于 黎
巴嫩贝鲁特。年轻
时，他从饱受战争
蹂躏的贝鲁特搬到
美国洛杉矶，并于
1996 年 获 得 了 美
国帕萨迪纳加州理
工学院的博士学
位。他是加州大学
旧金山分校的博士
后 研 究 员 。自
2000 年 以 来 ，他
任职于加州拉霍亚
的斯克里普斯研究
中心，目前是该中
心的教授。2014 年
以来，他也是霍华
德·休斯医学研究
所的研究员。

缘何当下重启朝韩联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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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维·朱 利 叶 斯 利 用 辣 椒 素
（一种从辣椒中提取的刺激性化合
物，能产生灼烧感）来识别皮肤神
经末梢上对热做出反应的感应器。
阿登·帕塔普蒂安利用压力敏感细
胞发现了一种对皮肤和内部器官
的机械刺激作出反应的新型感应
器。这些突破性的发现引发了激烈
的研究活动，使得人们对神经系统
如何感知热、冷和机械刺激的理解
迅速增加。
提到辣的东西，我们都会有一
种“热”的感觉，红辣椒会让你嘴巴
感觉灼烧，吃完辣椒第二天“身体末
端”很有可能也会经历火辣辣地疼。
神奇的是，还有一些东西会让我们
觉得“冷”
，比如薄荷。
辣椒中的辣味来自一种叫辣椒
素的物质。早先，一些科学研究表
明，在辣椒素和高温的刺激下，一部
分感觉神经元变得活跃。然而，关于
其作用的具体机制一直存在争议。
直到 1997 年，朱利叶斯在感受疼痛
的神经元上识别出了受体分子
TRPV1，并证明它能被高温和辣椒
素激活，才揭开了答案。而这也解释
了辣总是和热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TRPV1 属于一个离子通道家
族，它位于细胞膜上，一旦激活就会

□ 戴维·朱利叶斯
据诺贝尔官网
介绍，
戴维·朱利叶
斯 1955 年出生于
美 国 纽 约 。1984
年，他在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获得博
士学位，并在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成为
博士后。戴维·朱利
叶斯于 1989 年受
聘于加州大学旧金
山分校，目前是该
校的教授。
朱 利 叶 斯
2004 年入选美国
科学院院士，2010
年因“皮肤感知疼
痛刺激和温度并产
生疼痛超敏反应的
分子机制的开创性
发现”获邵逸夫奖，
同年也获得阿斯图
里亚斯亲王奖科学
技术奖。2017 年获
加拿大盖尔德纳国
际奖。

人物
故事

朱利叶斯：
朱利叶斯：
“冒险一试”
开启未知领域研究
终将诺贝尔奖收入囊中
相关资料显示，此次诺奖得主之一、
分子生理学家戴维·朱利叶斯，为美国加
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生理学系教授。
多年来，
朱利叶斯在实验室中的一系
列非凡发现，
为他带来了专业上的赞誉和
众多奖项，
比如表彰为改善人类健康做出
重要、
转型性贡献的科学家奖项
“保罗·詹
森博士生物医学研究奖”
，
以及有着
“科学
界奥斯卡”
之称的
“科学突破奖”
。
然而，这样一位科学大咖却表示，自
己小时候“几乎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科
得知自己获奖的朱利叶斯，与妻子
学家”
。
以一杯咖啡作为庆祝
据报道，朱利叶斯从小在纽约布鲁
克林的布莱顿海滩长大，这是一个俄罗
里用辣椒素来研究疼痛。辣椒素是一种
辛辣的辣椒提取物，能给人以灼烧感。然
斯移民社区。童年时的朱利叶斯几乎从
而，没有人知道辣椒素为什么会产生这
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1977 年，朱利叶斯进入加州大学伯
种效果。朱利叶斯对涉足这样一个未开
克利分校的生物化学系攻读研究生。他
发的领域犹豫不决。
有一天，当他和妻子、加州大学旧金
的两位指导老师分别是著名的生物化学
山分校的教授霍莉·英格拉姆（Holly In家 杰 里 米·索 纳（Jeremy Thorner）和 兰
graham）一起逛超市时，妻子发现他盯着
迪·谢 克 曼（Randy Schekman），后 者 在
2013 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香料货架陷入了沉思，于是鼓励他冒险
此后，他对神经生物学，尤其是对利
一试。
他照做了。
此后，
朱利叶斯带领团队创建了一个
用分子遗传学和药理学方法破译神经元
在这个
功能的可能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 包含了百万个DNA片段的基因库。
基因库当中，
这些DNA片段都是神经元中
1984 年，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与神经生物学
能对疼痛、
热和触感做出反应的基因。
家理查德·阿克塞尔（Richard Axel，2004
通过对目标 DNA 片段的进一步研
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起进行
究，他们发现该 DNA 片段可以编码出一
博士后研究。
“我在那里的时候，
每个人都
种离子通道蛋白质受体，这个蛋白质受
在做不同的事情，
”
朱利叶斯说。
体后来被命名为：
TRPV1。
1989 年，朱利叶斯来到加州大学旧
TRPV1 的发现是一个极其重大的突
金山分校，开始有了自己的实验室，随即
破，
它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科学家可以
带领团队展开研究。
沿着这个路径去研究其他温度感应受体。
随着朱利叶斯的注意力转移到神经
事实也是如此。
比如，
后来科学家们真的找
系统，他越来越好奇，为什么食物和其他
到了会被
“冷”
激活的蛋白质受体 TRPM8
产品中天然存在的化合物有时会对大脑
除此之外，
基于TRPV1的研究，
中的受体起作用，引起幻觉或其他大脑 （薄荷素）。
也可以帮助科学家研发新型止痛药。
功能的变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雅林 罗天
几十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实验室

岸田文雄当选日本第 100 任首相并组建新内阁
日本自民党新总裁岸田文雄 4
日在临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首相
指名选举中，均获得超过半数选票，
当选日本第 100 任首相。
在当天的首相指名选举中，
岸田
文雄在众议院 458 张有效选票中获得
311票，
在参议院241张有效选票中获

得 141 票，
顺利当选。
岸田文雄随即着
手组建内阁。
当晚在日本皇宫举行首
相任命和内阁大臣认证仪式后，
新内
阁将正式成立。
新任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
首相官邸公布了岸田内阁阁僚名单。
岸田内阁阁僚共 20 人，其中 13

位为首次入阁，女性内阁成员有 3
人。内阁阵容体现了岸田平衡派阀
的用意。
菅义伟内阁 3 位阁僚再次入阁，
其中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
岸信夫留任，前文部科学大臣萩生
田光一转任经济产业大臣。此间分

责编 杨珒 美编 吴卫 校对 陈婕

朝鲜中央通讯社 4 日发表公报
说，朝鲜决定从当天上午 9 时起重
启朝韩间所有通讯联络线。韩国统
一部证实，韩朝联络办公室当天开
始通话。
朝韩重启通讯联络线现状如
何？缘何当下重启通讯联络线？双方
此举对推动半岛和平有何影响？

重启通讯联络线现状如何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时间到了。北京时间 10 月 4 日下午 5 点
30 分，2021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结果揭晓。

TRPV1 是关键

为何重启？
影响几何？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析认为，这一人事安排反映出岸田
内阁在经济、外交和安全等方面将
沿袭安倍晋三和菅义伟内阁路线，
难有太大变化。
鉴于本届国会众议院将于 10 月
21 日任期届满，岸田有意在新内阁
成立不久后解散众议院。据日本广

播协会电视台报道，岸田 4 日向多位
自民党人士表示，将在本月 14 日解
散众议院，19 日发布选举公告，本月
31 日进行投票。
4 日上午，菅义伟内阁在临时内
阁会议上宣布辞职。
据新华社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红星新闻、
@成都商报

从时机上看，韩美每年春夏两
次的军事演习已结束，朝鲜对韩国
不满的因素随之暂时减退，有利于
重新恢复关系。
9 月 21 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
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
言时呼吁尽快恢复韩国与朝鲜、美
国与朝鲜之间的对话，朝鲜希望接
住韩国抛出的橄榄枝，顺势而上，
打破朝韩间的僵局。一直试图改善
韩朝关系的文在寅的总统任期将
于 2022 年 春 季 结 束 ，这 给 未 来 韩
朝关系增添变数。在此情况下，朝
鲜决心在文在寅在任的最后时段
打破僵局，为朝韩关系进一步改善
奠定基础。
9 月 29 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在朝鲜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
第五次会议上表示，作为努力实现
全民族希望朝韩关系早日恢复、持
久和平降临朝鲜半岛的心愿的一部
分，朝方愿重启被断绝的朝韩通讯
联络线。
分析人士指出，2020 年 6 月，朝
韩通讯联络线中断后，朝韩关系陷
入低谷，但双方其实都有改善关系
和进行对话的需求。朝方希望韩方
能改变对朝敌视政策；
在国际制裁、
自然灾害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朝鲜
经济发展和粮食生产均面临严重困
难，
朝方希望朝韩关系改善后，
韩方
能为解除针对朝鲜的国际制裁在国
际社会做调解说服工作，帮助朝方
走出困境。

重启朝韩联络线影响几何

韩国统一部说，连接南北通讯
联络线路为稳定朝鲜半岛局势和恢
复南北关系奠定了基础。韩方期待
通过稳定运营南北间的通讯联络线
路，
尽快重启对话，
开始进行包括恢
复南北关系和推动半岛和平在内的
实质性讨论并取得进展。
韩国舆论认为，
恢复通讯联络，
意味着韩朝具备随时沟通对话的渠
道，
有助于帮助相互理解对方意图，
这一进展可视为南北有望改善关系
的第一步。
分析人士认为，朝韩恢复通讯
联络是全面改善双边关系的重要一
步，将对未来的朝韩关系产生积极
影响。韩国在朝美谈判上发挥协调
人的作用，因此朝韩关系的改善也
将为未来重启朝美之间的半岛无核
化谈判带来可能。韩方也希望通过
重启对话早日恢复半岛无核化和推
进半岛和平进程的有关实质性磋
商，
并推动朝美间对话和沟通，
以促
进构建半岛永久和平。 据新华社

反应
韩国统一部说
韩方期待尽快重启对话
韩国统一部 4 日说，韩方期待
通过稳定运营南北间的通讯联络
线，
尽快重启对话，
开始进行包括恢
复南北关系和推动半岛和平在内的
实质性讨论并取得进展。
韩国统一部对媒体说，当天上
午 9 时（北京时间上午 8 时），韩朝联
络办公室开始通话，南北通讯联络
线得以恢复。
韩国政府认为，
连接南
北通讯联络线为稳定朝鲜半岛局势
和恢复南北关系奠定了基础。
据新华社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