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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唯一目的
是服务人类健康，但科研人员不考虑对
人类进行相关研究。”蒲慕明说。

科学家认为，由于猴子与人在基因
方面非常相近，克隆猴研究对于开发治

疗人类疾病的新疗法等将会起到巨大
的促进作用。

“这也是‘全脑介观神经联接图谱’
国际大科学计划的关键技术。”蒲慕明
说，我国目前在该领域处于国际领跑地

位，将进一步使我国成为世界脑科学人
才的汇聚高地。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表示，除了在基
础研究上有重大意义外，此项成果也将
推动我国率先发展出基于非人灵长类

疾病动物模型的全新医药研发产业链，
为应对我国人口健康领域的重大挑战
做出贡献。

克隆猴之后做什么？不考虑对人类进行相关研究

世界生命科学重大突破
两只克隆猴在中国诞生
从“多利”羊到“中中”猴，这一步为何跨越21年？

克隆猴在中国成功了。

中国科学院公布，世界上首只体细胞克隆猴“中中”于2017年11

月27日诞生，10天后第二只克隆猴“华华”诞生。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细胞》北京时间1月25日以封面文章形式在线发布该成果。

自1996年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诞生以来，21年间，各国科学家利

用体细胞先后克隆了牛、鼠、猫、狗等动物，但一直没有跨越与人类最相

近的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屏障”。

克隆猴为什么难？它的诞生有什么价值？带着这些疑问，新华社

记者在克隆猴的诞生地——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非人灵长类平

台，第一时间采访了研究团队。

经过体检，记者戴上口罩、穿上白
大褂，在中科院神经所研究员孙强的带
领下，走进克隆猴宝宝的“育婴房”。

世界上首只克隆猴“中中”，和她的
妹妹“华华”正在恒温箱里嬉戏。姐姐
比妹妹年长 10 天，除了体型大小略有
差异，姐妹俩看不出什么区别。

她俩的基因，都来自同一个流产的
雌性猕猴胎儿。科研人员提取了这个

猕猴胎儿的体细胞（非生殖细胞），通过
技术手段将其细胞核“植入”若干个“摘
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中中”是第一
个发育成型并顺利诞生的幸运儿。

克隆猴的诞生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将率先建立起可有效

模拟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孙强说，利
用克隆技术，未来可在一年时间内，培育
大批遗传背景相同的模型猴。这既能满

足脑疾病和脑高级认知功能研究的迫切
需要，又可广泛应用于新药测试。

孙强介绍，如果实验对象的遗传背
景不同，“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说服力
就不够强。传统医药实验大量采用小
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鼠类可通过快速
近亲繁殖，培育出大量非常相似的小鼠。

但由于小鼠和人类相差太远，针对
小鼠研发的药物在人体检测时大都无

效或有副作用。据了解，这是目前绝大
多数脑疾病研究无法取得突破的一个
主要原因。

中科院神经所所长蒲慕明院士说，
克隆猴的成功，将为脑疾病、免疫缺陷、
肿瘤、代谢等疾病的机理研究、干预、诊
治带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这是世
界生命科学领域近年来的重大突破。”
他说。

克隆猴有啥价值？疾病研究、新药测试将大幅提速

从第一只克隆羊到第一只克隆猴，
历时 21 年。期间，各国科学家先后克
隆出牛、鼠、猪、猫、狗等多种动物，但对
猴子一直无能为力。

2003年，权威学术期刊《科学》曾发
表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的
一篇论文，论文称，用现有技术克隆灵
长类动物“是行不通的”。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实验发生在
2010年。美国俄勒冈灵长类研究中心
的著名科学家米塔利波夫率领团队成

功移植了克隆猴胚胎，但胚胎发育至81
天，以流产告终。

孙强介绍，克隆猴主要有三个难
点。难题之一，是细胞核不易识别，“去
核”难度大。作为受体的卵细胞，必须
先把细胞核“摘除”，才能容纳体细胞的
细胞核这个“外来户”。但是，猴的卵细
胞核去核难度非常大。

孙强团队中，博士后刘真是“去核”
的主要操作者。借助显微设备，刘真用
一双巧手反复练习，在最短时间内、用

最小损耗完成“去核”工作，为后续的克
隆工作奠定重要基础。

难题之二，是卵细胞容易提前激
活。克隆过程中，体细胞的细胞核进入
卵细胞时，需先“唤醒”卵细胞，然后才启
动一系列发育“程序”。因此，“唤醒”的
时机要求非常精准。但是，使用传统方
式，猴的卵细胞很容易被提前“唤醒”，往
往导致克隆“程序”无法正常启动。

难题之三，是体细胞克隆胚胎的发
育效率低。被转移到卵细胞里的细胞

核，突然要扮演受精卵的角色，“赶鸭子
上架”很不适应，需要科学家采取多种
手段“保驾护航”。如果“保驾”不力，绝
大多数克隆胚胎都难以正常发育，往往
胎死腹中。

经过5年不懈努力，孙强团队成功
突破了克隆猴这个世界生物学前沿的
难题。通过DNA指纹鉴定，“中中”和

“华华”的核基因组信息与供体体细胞
完全一致，证明姐妹俩都是正宗的克隆
猴。

克隆猴为什么费劲？三大难点抬高门槛

克隆猴“中中”和“华华”在恒温箱里向外张望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日
前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上强调，各级
检察机关要积极投入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既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形成压倒
性态势，又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形成长效机制和常态化成果。

曹建明还指出，各级检察机关要深
入开展反分裂反渗透反恐怖反邪教反间
谍斗争，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
颠覆破坏、暴力恐怖等活动，坚决捍卫国
家政治安全。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
旨，持续开展缉枪治爆等专项行动，严厉
打击盗抢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以及非法
传销、拐卖等犯罪，依法保护人民人身
权、财产权、人格权，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人民安居乐业。

最高人民检察院

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
形成压倒性态势

在知名旅游城市杭州，市民和游客
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搜索“杭州旅游数
据在线”，登录查询最近的厕所、自助行
程等，享受“随身导游”的便利。

这是记者昨日从杭州市旅游委员
会主办的 2017 年度杭州旅游数据发布
会上了解到的。

据介绍，25 日上线的“杭州旅游数
据在线”是全国首个旅游大数据公共服
务平台。该平台由杭州旅游委员会与
中国旅游研究院合作建设的杭州旅游
经济实验室打造。

除了手机端查询外，市民和游客也
可以在电脑端输入www.hztdc.net，进入
系统后，查询杭州实时客流、主要景点
的实时拥挤度、各类型酒店好评率等与
杭州旅游相关的数据。

“数据不仅要为政府决策、企业经
营所用，更要为民所用。”杭州旅游经济
实验室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实验室将依
托这一公众服务平台，不断开放更多数
据给全社会共享，并持续加载各类数据
服务，让公众层面感知到大数据的价
值。

杭州旅游数据在线
游客的“随身导游”

1 月 24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
摩，人们正在体验试运行的无人驾驶巴
士。

该无人驾驶巴士借助 GPS 和传感
器在斯德哥尔摩北部一条长约1.5公里
的预设道路上行驶，时速为20公里。目
前，车上配有一名工作人员，确保车辆
安全运行。

无人驾驶巴士在
瑞典首都试运行

将于2月25日（正月初十）举行的韩
国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交接仪式上，北京将
奉献一个什么样的“北京8分钟”？总导
演张艺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了答案。

昌平练兵 直指平昌
2018年冬奥会在平昌举行，而“北京

8分钟”表演团队的排练场地则在听起来
和平昌很相似的北京昌平。过去近两个
月，表演团队进行了密集排练。由于需要
灯光，排练基本都在夜间进行。冬天的北
京非常寒冷，而据了解，平昌冬奥会期间
当地室外温度或将低至零下 20 摄氏度，
而且还会伴有“怪风”。因此，对于演员来
说，健康是第一位的。“首先不能生病，其
次要防寒，要健康，要完成这个任务。”张
艺谋说。

需要防寒的不仅是演员，演出的各种
设备也要经历抗冻、抗风试验。“我们提前
几个月就在冰库里把所有设备放到零下
20摄氏度进行抗冻试验。”张艺谋说。

将举行闭幕式的平昌奥林匹克体育
场为五边形露天体育场，为了尽可能地贴
近实战，在昌平排练的场地全部按照1:1
模拟实际场地布置，包括观众席的高度、
舞台的整个尺寸以及通道的材料等。

据张艺谋透露，表演团队要一直排练
到正月三十（2月15日），并于正月初一（2
月16日）启程前往韩国平昌。目前，演出
设备都已运到韩国前方。“因为我们是客
场，前方条件有限，所以我们基本上所有
东西都要从国内带过去，就连一个螺丝钉
都要带。”

过去的几个月，表演团队几乎每个星

期都有人去韩国，与韩国闭幕式导演团
队、转播团队、技术团队、国际奥委会和平
昌奥组委官员等方方面面进行沟通，确保
万无一失。

张艺谋坦言，此前韩国的编导团队注
意力都在开幕式上，因为开幕式成功，奥
运会就成功一半了。与韩国方面沟通闭
幕式，他们有时候会顾不上。好在随着冬
奥会临近，闭幕式方案和流程逐步落实，
韩国方面也表示会全力以赴配合“北京8
分钟”。表演团队在抵达韩国之后将参加
三次闭幕式整体彩排，张艺谋表示将向组
委会再争取两次单独彩排机会，把入场、
退场等细节都落实到位。

邀请世界 展现自信
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北京8分

钟”通过红灯笼、茉莉花等中国元素，首次
在奥运会闭幕式的舞台上集中展现了中
国文化。那时同样担任总导演的张艺谋
回忆说：“04年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想要展
现很多东西，那是第一次（在奥运舞台亮
相），大家都有很多欲望要表达，但由于客
场受到很多限制，最后做了一个像拼盘一
样的东西，而且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名字
——《从奥林匹亚到万里长城》。”

经过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洗礼，世
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也进一步了解世
界。今日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日益走到世界舞台中央。

如今，第二次执导“北京 8 分钟”，张
艺谋希望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的“北京8
分钟”可以“更纯粹地回到具体的节目上，
就是一个创意，然后传递一个信息，这样

也许艺术上能更有发挥”，要潜移默化地
传递中国文化，而不是变成一个宣传片或
者橱窗。因此，整个主创团队花费了很长
时间在创意上面。

在张艺谋看来，平昌冬奥会的“北京8
分钟”不仅希望传递出当今中国的发展，
更要展现中国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信心，
中国人欢迎世界朋友来作客的热情。“这
是一个要表达的非常重要的信息。”

他说：“今天的中国和十几年前已经
不可同日而语了，再加上我们也办过奥运
会，向世界讲述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这
次我们不太想体现‘向后看’的东西，而是
要反映一些当代中国的新成就。”

科技助力 创新形式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2009

年国庆 60 周年联欢晚会、2014 年 APEC
欢迎晚宴文艺演出、2016年G20峰会“最
忆是杭州”文艺演出……即便抛开电影，
在大型活动演出方面，张艺谋的经验也毋
庸置疑。

对于“北京8分钟”，张艺谋用了两个
“希望”。“首先我希望它新，不是老一套。
其次希望它有科技含量，用一些革新技
术，跟我们传统的表演结合起来，其实挺
有意思，会带来新气象。所以这次我想尝
试这样的方式，展现当代中国的科技水平
和中国的新发展。”

其实，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数
字影像技术结合灯光、焰火等多种表现手
段愈发成为奥运会等大型活动和文艺演
出的“标配”。张艺谋并未回避在平昌“北
京8分钟”大量应用新技术的话题。

不过张艺谋坦言，一台演出科技含量
很高也会成为“双刃剑”。“我们常做演出都
知道，人是最不会出问题的，基本上人出现
问题可以立即补上。但如果是一个科技含
量很高的表演，就要非常谨慎，要确保设备
在极端天气、温度下方方面面正常运转。
历史上（开闭幕式表演）出现过五环变四
环，都是因为基本线路出现问题。”

在表演形式上，张艺谋透露不一定是
传统的唱歌和跳舞。“冬奥会要表达冬奥
元素，我们希望表达滑雪、滑冰这样的姿
态，所以在挑选演员时，未必就是舞蹈演
员，我们要选有这样（冬季运动）技能的
人。但也不能全选运动员，因为还要有表
演，所以（在挑选演员时）实际上是运动技
能和表演的结合。”

从2001年开始拍摄北京申奥宣传片
开始，张艺谋与奥林匹克结下了不解之
缘。时至今日，张艺谋依旧清晰地记得在
2008 年 8 月 8 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两
三个小时，作为总导演的他去鸟巢做最后
一次巡查，看到上万名已经为此排练七八
个月的演员在等待入场。“大家化好妆，穿
好衣服，人群当中，每个人都在看着你，那
股劲儿，那个等待，那个磁场，可能是我有
生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你会觉得所
有人的心都在一起跳动，你会感觉到全国
人民的那种期待——我们要给全世界看
中国人的开幕式。那时候不用总导演再
说什么了，什么都不用，就像一个机器，全
部到位，只差按电门就开动了。”

从那一刻开始，张艺谋认为在奥运舞
台上，那些普通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那些
幕后默默无闻工作的人是最可贵的，“表
演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代表着国家”。

张艺谋揭秘平昌冬奥会“北京8分钟”
“这次不太想体现‘向后看’的东西，要反映一些当代中国的新成就”

新一期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
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流感会显著增加心
脏病发作的风险，尤其是在患流感的第
一周。

加拿大临床评估科学研究所等机构
的研究人员分析了 2009 年至 2014 年间
加拿大安大略省近2万成年流感患者的
健康数据，其中 364 人因心脏病发作住
院治疗。结果发现，急性呼吸道感染特
别是流感与急性心肌梗塞之间存在显著
相关性，患流感第一周内发生急性心肌
梗塞的风险会提升6倍。

研究人员说，这项研究凸显了接种
流感疫苗的重要性。老年人等心脏病
高风险人群应采取接种疫苗和洗手等
预防措施，以预防流感等呼吸道感染。
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如果出现心脏病
症状，应及时就医，特别是在感染第一
周内。

研究显示
流感增加心脏病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