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生的地图是东南西北
女生的地图全是商场？

想《记忆与认知》杂志发表的一篇
论文中，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心理学与脑科学系的布恩和同事找来
一群大学生，请他们体验虚拟现实的
迷宫。被试者首先用一个钟头来熟悉
地形，然后完成一些指定任务，比如从
一个地点到达另一个地点。

研究人员发现，男女性的认路行为
存在明显的差异。男性脑子里似乎有一
个全局地图，他们喜欢首先估计目标相
对当前地点的大致方向，然后抄近道迅
速抵达目的地；而女性则倾向于先在附
近晃荡找到熟悉的标记物，然后沿循之
前走过的路线。

男性找路线的确效率更高，这得
益于他们更好的方向感。此前多个研
究也证实了这一现象：在此类任务中，
女性的额叶区域更多地被激活，男性
的海马体则更为活跃，而海马体被认
为在感知四个基本方位的过程中起到
必要作用。

那么，男人方向感为什么更好？伊
利诺伊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人员发表
的一项研究中，综合分析了人类和其
他十种动物的领地习性以及空间能
力，包括乌贼、马、恒河猴和几种鼠类。
对于其中八个物种，雄性都显示了比
雌性更强的空间技能；然而，所有物种
两性之间的活动范围大小并没有什么
区别。所以说，两性方向感的差异并不
能用活动范围来解释。

研究人员推测，性激素才是导致
这一差异的关键，导航能力或许是高
水平睾丸酮的一个副作用。一项来自
挪威的小型双盲试验中，女性被试接
受了少量舌下睾丸酮滴剂。之后的功
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显示，她们
中的一部分人就开始更多地利用四个
基本方位来导航了。

（据《南都周刊》）

实用“仿生眼”
离我们更近了

美国研究人员首次完全采用3D打
印技术，在一个半球形表面上打印出了
一列光接收器，这一成果标志着科学家
向制造出实用“仿生眼”迈出了重要一
步，这种“仿生眼”未来可帮助盲人看见
东西，或使不盲之人看得更清楚。

论文合著者、明尼苏达大学机械
工程学院副教授迈克尔·麦卡宾说：

“仿生眼睛通常被认为是科幻小说中
才会出现的情节，但现在，多材料3D打
印机的应用，让科幻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接近现实。”

研究人员从一个半球形玻璃圆顶
开始，克服了在曲面上打印电子元件
的各种挑战，得到了最新的“仿生眼”
模型。

他们特制的3D打印机使用以银粒
子为基础的墨水。墨水保持在适当的
位置并均匀地干燥，而不是沿着弯曲
的表面向下流动。然后，他们用半导体
聚合物材料来打印光电二极管，将光
转换为电能，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一个
小时。麦卡宾表示，该过程中最令人惊
讶的是，借助完全由3D打印出来的半
导体，将光转换为电的效率高达25%。

麦卡宾说：“要想可靠地打印出活
性电子产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
们的3D打印半导体现在已经证明，它
们的效率可与由微加工设备制造的半
导体器件相媲美。另外，我们可以轻松
地在曲面上打印半导体器件。”

麦卡宾表示，接下来，他们计划打
印一个拥有更多光接收器(因此效率
更高)的“仿生眼”原型，还希望找到一
种在柔软的半球形材料(能被植入真
实眼睛内)上进行打印的方法。

麦卡宾团队以在单一平台上集成
3D打印、电子学和生物学而闻名。几年
前，他们曾因打印出“仿生耳”而受到
国际关注。从那时起，他们采用3D打印
方法，制造出了多种可用于外科手术
的人造器官、可帮助脊髓损伤患者恢
复某些功能的细胞和支架等。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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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威电影《蚁人2》上映后票房表现不俗，蚁人能自如变化大小，还能够控制各类蚁群组成的“军
团”。生物科技经常让科幻大片里的主人公们呼风唤雨——— 蜘蛛侠被基因“合集”的蜘蛛咬了一口、美
国队长是因为注射了血清而成为超级战士……这些奇思妙想，有的对于目前的生命科学研究来说“八
字还没一撇”，而有的已经在“改变生活”的路上。

《蚁人2》
电影场景：意念控制军团
科研现实：神经信号复杂电磁波协载难

在电影《蚁人2》中，蚁人能
大小变化自如，还能够控制各
类蚁群组成的“军团”。创造蚁
人的汉克博士表示，《蚁人1》是
通过缩小原子之间的距离，而

《蚁人2》是通过一个小巧的夹
耳装置，将大脑所思所想转为
电磁波，直接指挥蚂蚁的嗅觉
神经中枢以达到控制的目的。

如果拆解这个生物电信号
传递的过程，就可以发现，这是
一个将人类神经元电信号捕
捉、转换、传递并接收的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要像了解
程序的底层源代码一样了解神
经元所传递的电脉冲的含义。
然而，在神经领域中，这个工作
才揭开了一个小角。

如果以电脑系统的上亿行
代码作为总数，人们对神经科
学了解的部分可能不及亿分之
一。在科学家对斑马鱼脑中的10
万个神经元研究了数年后，日
前有国内专家表示，将在2020年
完成斑马鱼神经元图谱的绘制
工作。相比之下，人类大脑的神
经元要复杂数倍，其绘制工作

目前预估还需要几十年时间。
与全局同步推进的研究工

作还包括不同神经环路发送信
号的意义。例如，战斗—逃跑的
指令是如何发出的，北京生命科
学研究所曹鹏团队通过光遗传
学等多种技术手段，在小鼠视觉
中枢上丘中鉴定出一条以小清
蛋白为生物标记物的兴奋性神
经环路，能把预警信息间接传送
给恐惧中枢杏仁核。直接刺激该
神经环路，动物做出的相关反应
与受到生命威胁时一致。

“《蚁人2》中将神经元中传
递的信号提取并传递，可能是可
以实现的，但传递介质还有待商
榷。”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研究员路中华表示，“现
阶段电磁波还没有达到拥有能
将自己协载的复杂信息准确传
递给目标神经元的能力。”

有形的介质或许比电影中
的电磁波更可能成为传递载体
的“首选”。可以将其形象地理
解为有线电话与手机载波能力
的差别。

另一个可能实现的思路，

或许是生物细胞本身的“逆应
用”。生命体中存在可以将声
波、光信号等进行转换的“生命
仪器”，如果将机理参透，进行
逆向利用，或许可以在不了解
神经元电信号含义的情况下，
进行获得和传递。

例如，在听觉方面，将声波
转换为电信号的细胞是“毛细
胞”。有科学家利用单个毛细胞
为“零部件”创造了一个机电转
换器，用极细的玻璃纤维模仿
声波推动静纤毛，毛细胞就会
产生电位变化。而如果将该装
置反其道而行之，很可能将以
一系列电位变化形式存在的神
经信号转换为机械震动，进而
传播利用。然而，目前科学家还
不能完全揭示该细胞内部的分
子机理，仍需进一步的基础研
究以实现对其利用。

总而言之，人们现在对神
经科学知之甚少，脑电波仍处
于捕捉和再现的基础研究阶
段，还没有到转换状态和传播
利用，更谈不上用脑电波进行
动物行为控制的应用研究。

和《蚁人》相比，《美国队
长》就接地气了许多。美国队长
原本是位叫史蒂夫·罗杰斯的
普通年轻人，二战爆发，他想参
军卫国。无奈他瘦弱矮小，只有
90磅(81 . 6斤)，屡次造假仍未被
选上。在一位项目首席科学家
的帮助下，他先被注射超级士
兵血清、再经不知名仪器电击
后，在几十秒内变高长壮，速
度、力量、耐力瞬间提升，被称
为美国队长。

这部作品中的血清就像
《大力水手》里的菠菜，只不过
这是一罐“永久牌”血清型“菠
菜”。资料显示，血清提供基本

营养物质、激素和各种生长因
子等。其中类固醇类激素对于
身体变化的影响早被世人所
知，人们将促进肌肉生长的神
秘药物统称为“类固醇”。在竞
技运动中，总有一些希望获得
奖牌的运动员，尝试此类产品
以提高运动成绩。

类固醇之所以能够控制
身体生命活动，是因为它直接
影响核内基因的表达仅需三
步。

细胞膜主要成分是磷脂，
而类固醇激素的分子质量较小
且是脂溶性的，穿透细胞膜的

“第一步”如入无人之境。第二

步，“借壳入核”，它与细胞质中
的物质形成激素—受体复合
物，通过Ca2+通道进入核内。
第三步，组装后“吸附”于染色
质，控制DNA转录，进而诱导
或减少某些蛋白质的合成，影
响机体变化。在这三步中，一个
激素分子可生成几千个蛋白质
分子，从而实现激素的放大功
能。

相关资料显示，一些运动
员也通过血液回输技术来提高
比赛成绩以逃避检测，但这一
方法不仅会导致血液黏度过
高，而且对使用者的循环系统
有极大损害。

电影场景：蚊血孵出大恐龙
科研现实：再造生命得先获干细胞

生物技术中最令人着迷
也是最受争议的部分，应该是

“创生”。《圣经》创世纪中记
载，上帝分别在第5天、第6天
创造生命。而在上世纪90年代
风靡一时的电影《侏罗纪公
园》中，科学家则是利用凝结
在琥珀中的史前蚊子体内的
恐龙血液，将已灭绝6500万年
的恐龙复生。

干细胞是生命发育的原
点，每个生命个体均从没有分
化的干细胞开始生命旅程，可
谓“创生”必备品。此前胚胎只
能由胚胎干细胞发育获得，直
到2006年日本学者山中弥伸发
表论文报道了小鼠体细胞诱导
能够产生干细胞的研究。他于

2012年因该项研究获得诺贝尔
生理或医学奖。

2009年，中国科学院动物
所学者周琪利用四倍体胚胎
技术培育出27个来自于体细
胞诱导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
(IPS)的活体小鼠，最终证明了
体细胞经过“重编程”能够获
得干细胞。这为《侏罗纪公园》
中蚊子含有的恐龙血液细胞
变为干细胞提供了微小的可
能性。

2008年，北京大学教授邓
宏魁以几万种小分子化合物为
基础，进行大规模筛选，最终证
明并不需要日本学者的转基因
手段，就可以用小分子处理体
细胞，得到IPS细胞，这使得获

得干细胞的方法出现极简风
格。这类研究近年也在突飞猛
进，以至于后来有媒体报道相
关研究时表示，将体细胞在两
种溶液中“蘸蘸”“洗澡”就能获
得干细胞。

从琥珀中死去的动物的血
液细胞是否能获得干细胞至今
没有人尝试过，不过其中的某
些步骤已经打通；而随着大鼠
等复杂物种研究的逐步深入，
从IPS细胞到活体生物的可能
性也获得了大幅提升，尽管人
们对恐龙的生物学特性知之甚
少，但在对濒危物种的保护上，
相信生物科技能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据《科技日报》）

电影场景：20秒变强壮
科研现实：血清虽好却不能乱用

《美国队长》

《侏罗纪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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