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24 日出版的学术杂志 《细
胞》上发表学术论文称，英国和以色列
科学家联合研发，成功地利用人类成熟
的皮肤细胞制造精子和卵细胞，而这一
发现意味着，我们距离“人造人”仅一
步之遥。

一周 人工培育生殖细胞

据报道，英国剑桥大学和以色列魏
茨曼研究所的科学家合力完成这一壮
举———科学家选取人类胚胎干细胞认
真培育， 一周之后制造出人类生殖细
胞。 同理，科学家也选取了成熟的人类
皮肤组织细胞，同样培育成人类精子和
卵细胞的前体细胞。

据悉， 科学家经历多次失败之后，
才成功地让半数干细胞变成精子和卵
的前体细胞， 科学家随后加入生长因
子，引导细胞在短短五天之内迅速转化
为成熟的精子和卵细胞。 剑桥大学戈登
研究所的阿齐姆·苏拉尼教授说：“现
在不管拿到任何胚胎干细胞，我们一旦
调整好细胞状态，就能在 5 到 6 天之内
把它们转化成生殖细胞。 ”

暂停 道德法律引起隐忧

成功培育出精子和卵细胞以后，科
学家并没有乘胜追击， 把它们注入子
宫，继续试验。 因为英国法律禁止使用

人造精子和卵细胞“制造”后代。 不过
要知道，一旦取得成功，就意味着“人
造人”的诞生，意义重大，在道德和法
律上存在隐忧。

魏茨曼研究所的雅各布·汉纳表
示， 他的研究团队还没有准备好创造
“人造人”， 但是正在考虑在老鼠或灵
长类动物身上进行试验。 汉纳说：“我
们看看论文发表之后，外面怎么看待此
事。 ”不过有专家认为，立法机构应该
修改相关法律，给科学研究放行，为众
多不孕不育患者带来福音。

可能 男子皮肤造精子和卵细胞

用人造精子和卵细胞培育生物后

代早已有之。 早在 2002 年，美国科学家
就用雄性老鼠干细胞培育出小老鼠。和
老鼠干细胞相比， 人类干细胞复杂得
多，引导起来也困难得多。理论上讲，女
性皮肤细胞没有 Y 型染色体， 所以只
能用来制造卵细胞；而男性皮肤细胞既
可以做卵细胞，又能做精子。 此前有研
究人员承认，这项新技术也可让死去几
年的男子“生下”自己的孩子，因为只
需从尸体上取下皮肤细胞，就可以制造
精子，“这真像是电影 《侏罗纪公园》
里的情节。 理论上这是可以的，但人类
繁殖不仅仅是纯粹的生物过程，我们还
得有心理 、 社会和伦理等方面的考
虑。 ”

据《信息时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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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遭遇数十年来最严重的
洪灾， 当局从北部五个州撤离逾 10 万
人。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发表声明称，
高涨的水位和恶劣天气导致寻找遇难

者和直升机运送食品等变得困难。
马来西亚媒体称，吉兰丹州、登嘉

楼州、彭亨州、霹雳州和玻璃市州共撤
离 10.3412 万人，超过了 2008 年洪灾时
撤离 10 万人的纪录。

马来西亚半岛东北部受灾最严重，
这里每年都要受到东北季风带来的降
雨引发的洪灾影响，今年的降雨量尤其
大。

据中新网报道

日本当地时间 26 日 6 点 05 分左
右 ， 一 艘 柬 埔 寨 的 货 船“MING�
GUANG”号在日本青森县附近的日本
海海域沉没， 船上共计 10 名船员均获
救，但其中两名中国船员及一名缅甸船
员最终不治死亡。

据日本青森县海上保安部公布消
息称， 该货船当时装载有约 3000 吨的
废铁， 由北海道函馆港口驶向韩国方
向。25 日晚上 11 点多，日本第二管区海
上保安总部收到该船“船体出现漏水”
的报告，该船在船体倾斜的状态下企图

靠岸，但在途中沉没。 据青森当地气象
台表示，当时事发现场周边曾发出过海
浪警报，风速超过 10 米每秒。

据悉， 船上的 10 名船员中包括 7
名中国船员、两名孟加拉国船员和 1 名
缅甸船员。 据环球网报道

伊朗国家电视台 25 日报道，伊朗军
方已在南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地区展
开军事演习。 伊朗陆军司令艾哈迈德·
礼萨·普尔达斯坦说，“演习的目标之一
是增加我们的防御能力……向年轻一代
士兵传授经验”。 报道说， 演习持续一
周，覆盖陆地和海上超过 52.7 万平方公
里的范围。 演习初始部分包括陆军部队
25 日和 26 日在东南部地区的演习。 空
军和海军将于本周末开始演习。 伊朗海
军司令哈比布拉·萨亚里先前说， 海军
将在演习中使用不同军事装备和武器，
包括各种战舰、驱逐舰、潜艇、导弹、飞
机和直升机， 以展现伊朗海军的力量。
伊朗媒体上周报道，伊朗革命卫队也将
加入演习，将试射新武器。

据新华社电

因面临经济危机， 俄罗斯总统弗拉
基米尔·普京取消了政府部长们的新年
假期。普京 25 日在一次电视直播的政府
会议上说，部长们“没法”去度假了。 美
联社报道，俄罗斯 1 月 1 日至 1 月 12 日
为庆祝新年以及 1 月 7 日东正教圣诞
节，全国的企业员工可以放假。 如今，受
国际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影响，俄罗斯
卢布价值不足之前一半，俄罗斯经济明
年可能陷入衰退， 为 6 年来首次。 面对
这一状况，普京希望政府部长们即便是
在假日期间也要控制局势。

据新华社电

英国邦蒂育儿俱乐部统计了今年在
英国出生的约 37 万婴儿的名字，列出十
大最受欢迎的男孩和女孩名字， 女孩名
字三大热门分别是阿梅莉亚、奥利维娅、
埃米莉；三大男孩热门名字分别是杰克、
奥利弗、查利。 不过，总有那么些脑洞大
开的父母，给孩子起不着调的名字，比如
戴森（与吸尘器同名）、托尔（北欧神话
中司雷、战争及农业的神）、罗亚尔（王
室）等。 据新华社电

12月 24 日 19 时 30 分， 黄南藏族自
治州举行圣诞节“零点”夜查行动启动
仪式，副州长关却加、州公安局副局长王
子广，州安监局、文化局、旅游局，各县政
府、公安局主管消防工作的领导、相关职
能部门的领导以及州、县治安、派出所民
警等 100 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后， 关却加副州长带领联
合检查组，深入到同仁县热贡演艺中心、
聚膳阁茶餐厅、腾龙网络会所等单位、场
所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并要求各单位、
场所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消防安全职责，
加强现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确保消防
安全。 在对热贡演艺中心检查过程中，检
查组发现该场所存在严重堵塞消防疏散
通道的现象， 当场要求该场所立即停业
整顿，整改火灾隐患，未经复查合格不得
擅自营业，并依法临时查封。

同时，出动 4 辆消防车、25 名官兵组
成执勤巡逻组在同仁县主要街道开展巡

逻，确保一旦发生情况，能够快速反应，
科学处置，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和危害。 据
统计，此次“零点”行动共检查单位 30
家，发现火灾隐患 51 条，责令立即整改
49 条，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23 份，临时
查封 2 家。

（通讯员 李智）

黄南消防视窗

黄南开展“零点”夜查行动

消防队员正在检查

12月 10 日，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甘
子河乡开展村 “两委” 换届选举工作，县
委、县政府、县政协、县统战部相关领导出

席会议。 县消防大队以此次换届选举为契
机，抢抓机遇对村“两委”和牧区群众开展
消防宣传培训， 并指导乡镇成立农牧民消

防队，大力推进了牧区冬季防火工作。
此次宣传培训活动，受到了当地党委

政府的高度肯定和牧民群众的欢迎，有效

提高了牧民的防火意识和火灾自防自救
能力。

（周杨淋）

海晏县借力村“两委”换届选举开展消防宣传培训

科学家用皮肤细胞成功研发人造精子和卵细胞

“人造人”仅一步之遥？

柬货船沉没 两名中国船员遇难

马来西亚遭遇数十年最严重洪灾
逾 10 万人被撤离

伊朗举行大规模军演

英国不着调父母
给娃取名吸尘器

经济面临危机
俄官员免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