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癌细胞“杀手”现真容

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以亚纳
米尺度上描绘出ATR激酶的三维结构，
这是一种DNA修复关键蛋白，通过研究
它的结构和响应机制，有望阻止癌细胞
自我修复，从而指导抗癌新药的开发。

《科学》杂志日前发表了该成果。
在人体中有一种名为ATR激酶

的蛋白质，它像“雷达”一样时刻警戒，
一旦感受到DNA损伤的迹象，就会活
化细胞固有的修复系统。因此，ATR
激酶被视为潜在的癌症治疗靶点。因
为癌细胞更依赖这种蛋白质来修复自
己，ATR及其参与的信号通路对基因
组稳定以及肿瘤的发生、发展和治疗
至关重要。此前，大量功能和临床前的
实验数据表明，ATR激酶抑制剂能直
接高效杀死肿瘤细胞。

中国科技大与南京农业大学的研
究人员使用顶级的冷冻电子显微镜，
在3 . 9埃（即0 . 39纳米）的精度下构建了
酵母中的模型，这是相当于接近原子
级别精度的三维结构。该成果不仅揭
示了ATR激酶活化的分子机制，同时
也为肿瘤治疗新型药物的研发提供了
重要结构基础，有助于指导新型癌症
治疗药物的开发。

（据《科技日报》）

暗物质，我们真的“看”到你了吗？

计算出来的“上帝”

加拿大科幻大师罗伯特·索耶
曾有过一本著名的科幻小说《计算
中的上帝》，讲的是两位外星人有一
天来求见人类的一位古生物学家，
三个来自不同星球的人讨论后惊奇
地发现各自星球的生命演化存在着
高度相似的周期律，如果不存在一
个我们认知之外的“上帝”（超级文
明）在操控这一切，这种巧合无法得
到解释。上帝就这样在人们看不见、
摸不着的情况下，被三人用数学公
式“推算”出来了。

罗伯特·索耶的这本小说看似
荒诞不经，但他的确摸准了人类科
学逻辑的脉门——— 至少，暗物质这
一概念的提出，其实就是这么被推
算出来的。

有关暗物质的推算，是从上世
纪30年代物理学家的一次对星系的

“称重”开始的。
1933年，瑞士的天文学家兹威基

对距离地球3 . 2亿光年、由超过3000个
星系组成的后发座星系团进行了观
测。他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测量
星系团的质量。第一种方法是对大量
星系的运动速度进行分析，因为速度
与引力有关，所以可以间接估计出星
系团的质量。用这个方法得到的质量
称为“力学质量”。另一种方法是通过
星系团内星系的亮度来估计质量，因
为恒星质量越大就越亮。这样得到的
质量称为“光度质量”。

按说力学质量和光度质量应该
相近，然而实际得到的结果是，力学
质量比光度质量高了400倍左右！也就
是说，力学质量里的绝大部分是我们
看不到（不发光）的物质。如果没有这
部分“看不见的物质”的作用，那么这
个星系团的引力就不足以将其中的
星系像现在这样束缚在一起。

起初，这个发现也没有引起物
理学界太大的恐慌，因为人们首先
猜测可能是那些用光学望远镜很难
发现的暗天体，例如行星、褐矮星、
衰老的白矮星、中子星、黑洞等导致
了这一差距。然而，经过近半个世纪
的观测，科学家们发现，即便将人类
已知所有天体的质量做个估计都算
在内，其总质量依然不到星系“力学
质量”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宇宙
中的每个星系都存在着大量看不
见、摸不着、不与普通物质相互作用
的暗物质。它们的质量竟然达到可
见物质的五到六倍。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宇宙中如
果只有“可见物质”的话，宇宙根本
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
暗物质对宇宙中恒星和星系等小结
构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
由于偶然性，有些地方的暗物质会
聚集得多一些，所以引力更强，暗物
质就更易积聚，密度渐渐变大；接下
来，由原子组成的物质也被引力拉
过去，很快进一步坍缩，生成恒星和
星系等结构；然后，一些星系进一步
汇集，形成星系团。就这样，在暗物
质的作用下，从星系到星系团，一步
步形成了宇宙中的大尺度结构。

人类物理学面临一个十分尴尬
的现实：暗物质的比重如此之大，可
以说我们随着地球，穿行在暗物质
的海洋里。每秒钟就有上亿个暗物
质粒子穿过我们的身体，而它，正是
让宇宙得以成为宇宙的关键。但是，
我们却对这个几乎无所不在的“上
帝”一无所知，只能从计算中推知它
们的存在。

寻找“隐身人”的游戏

暗物质是现代天文学和物理学
的一大谜团，根据天文观测表明，暗
物质没有强相互作用，也没有电磁
相互作用，这意味着它既不发光，也
不反射光，也不吸收光，而且长寿
命、质量大，把暗物质的物理性质和
标准模型里面的所有基本粒子相匹
配，发现没有一个基本粒子能符合
暗物质的物理性质。

这就意味着，如果找到了暗物
质粒子，肯定会超出现有标准模型，
导致物理学发生巨变，这就是暗物
质探测意义这么重大的主要原因。

然而，对于这种真正看不见（没
有电磁相互作用）、摸不着（不与已
知任何粒子相互作用）的隐身粒子，
我们该如何研究它呢？可行的方案
有三种，“上天下地对撞”。

若能量足够高、流强足够大，粒
子通过加速器对撞，理论上可以产
生暗物质。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撞
机——— 欧洲核子中心的LHC就在做
该方面的尝试。

地下探测，则是为了减少宇宙
射线的噪声，等待每天经过地球的
不可见暗物质，能有一些撞飞可见
的原子，以此找到暗物质。上海交通
大学、清华大学等团队就在四川锦
屏山下2400米深处建立了地下实验
室，守株待兔，甄别高纯锗和液氙原
子被“撞飞”触发的光电信号，寻找

暗物质经过的证据。
“悟空”采取的空间探测，是指

发射空间高能粒子探测器，探测暗
物质湮灭或衰变的产物粒子，例如
正负电子、正反质子、伽马光子等。
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虽然我们

“看不到”暗物质粒子，但暗物质粒
子相互碰撞后，会产生我们能够“看
到”的粒子，例如伽马射线、电子和
正电子、质子和反质子、中微子等。

银河系的中心，理论上是暗物
质最稠密的地方。“悟空”本质上是
一台望远镜，在500公里高的地球轨
道上，守望遥远的银心，捕捉并甄别
从那里放射的粒子。“悟空”每天传
送回500万个粒子信息，其中，有用的
电子不到千分之一，而目标光子只
有十万到百万分之一。最复杂的时
候，需要汇集7万多路电子学信号通
道，才能还原一个粒子的信息，就如
7万个盲人摸象。

暗物质已经成为科学界最热门
的“通缉犯”。所有上天入地的团队，
包括国际空间站上，由诺奖得主丁
肇中领导20余年的阿法磁谱仪，虽
然都在不断找到新的迹象，但始终
没有得到最终的证据。

所幸的是，与阿法磁谱仪等国
际竞争者比起来，“悟空”具有3个世
界之最的硬件优势：最高的能量分
辨本领、最宽的观测能段、最强的高
能粒子鉴别本领。正是凭借这样一
双“火眼金睛”，“悟空”才能够“捉
妖”成功。捕捉到了“疑似”暗物质湮
灭所产生的痕迹。

有趣的是，国际物理学界对于
“悟空”的这一发现，暂时还没有过
于热烈的反应。究其原因，其实是物
理学家实在不敢肯定此次捉住的是
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暗物质”——— 毕
竟，在此之前，暗物质只是存在于物
理学家的推理中，没人知道它应该
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或许“悟空”抓
住 的 是 另 一 种 未 知 粒 子 也 不 一
定———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这次
确实抓住了点什么。

也许物理学家们对暗物质讨论
玄而又玄，但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
来说，了解这些依然有着别样的意
义 ，它 至 少 重 塑 了 我 们 的 世 界
观——— 原来真正的物理学家们认识
世界的方式不仅仅靠观测，更要靠
逻辑。套用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的
名言：排除了一切的不可能，剩下的
不管多么难以置信，一定就是真相。

暗物质，就是这样一个令人难
以置信的真相。

近日，《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中科院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团队的探测成果：“悟空”成功获得了目
前世界上最精确的高能电子宇宙线能谱。这个厉害的论文表明，宇宙空间中存在着“质量为1 .4万亿电子伏
左右的新物理粒子”。科学家推测，这或许就是人们长期以来寻找的暗物质。要知道，阿法磁谱仪狂砸20亿
美金、费米卫星耗资7亿美金，就是为了寻找暗物质的踪迹。

暗物质到底是什么？为何引得世界各国的物理学者争相寻找？“悟空”到底又“看”到了什么，引得媒体
在报道中一定要强调我们“可能”看到了暗物质呢？

科学家发现
5.18亿年前海底“毛毛虫”

中、英两国古生物学者新近在中
国澄江动物群中，发现一种新的寒武
纪奇异生物。这种奇异生物生活在距
今5 . 18亿年前的海洋底部，形似我们
常见的“毛毛虫”，科学家将之命名为

“长形黎镰虫”。
该发现将黎镰虫出现时间前推了

1300万年，而且更完整细致地展现了
黎镰虫身体形态特征：体长在1 . 5至2
厘米之间，它们的背部长满鳞片，身体
两侧各有一排弯弯的长刺，形态与现
在人们常见的“毛毛虫”非常相似。科
研人员推断，这些长形黎镰虫生活在
寒武纪时期的海洋底部。它们视力极
弱，只靠身上的感光细胞感知周边环
境。平时趴伏在海洋底部，以海底的菌
类和藻类为食，实在需要运动时，才像
蜗牛一样，缓慢挪动到下一个觅食点。

寒武纪大爆发一直是古生物学界
研究的热点。在距今5 . 41至5 . 20亿年前
的寒武纪早期，几乎现在所有动物门
类在短短两千万年的时间内快速出
现，并经历大规模辐射式演化。“长形
黎镰虫就是生活在寒武纪时期且非常
原始的一个动物种类。虽然它们已灭
绝，现在也没有‘直系亲属’存活，但了
解其形态和生活习性，仍然对人类了
解早期动物、研究动物起源具有重要
作用。” (据新华社）

多巴胺或直接影响
人类智力

据外媒报道，多巴胺（dopamine）
对快乐和奖励具有关键性作用，目前，
科学家最新研究表明，该物质对于人
类智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对
比了几支物种的大脑，发现每支物种
的多巴胺系统都存在显著差异。研究
显示，人类身体多巴胺系统进化方式
不同于大猩猩。人类大脑区域存在大
量多巴胺物质，有助于我们思考和计
划，这将解释我们为什么比其它灵长
目动物更聪明。

研究小组发现，人类纹状体中
1 . 5%神经元参与制造多巴胺，这比猿
类纹状体高3倍。人类大脑区域存在大
量多巴胺物质，而且多巴胺异常指数
与许多疾病相关，例如：自闭症、精神
分裂症和帕金森氏综合征。

这项发现同时挑战了我们大脑进
化的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影响人
类智力的关键是大脑容积；第二个观
点是对于大脑智力最重要的唯一部位
是大脑新皮质。 （新科）

□本报记者 王昱

空间观测暗物质粒子是目前寻找暗物质的主要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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