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宇宙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可以阻止自己衰老

吗？”“我们如何在火星上开发制造系统？”4月 10日，“SJ⁃
TU & Science 125个科学问题发布暨未来科技论坛”在上

海交大闵行校区举行。上海交大与《科学》/美国科学促进

会联袂策划发行《125个科学问题——探索与发现》增

刊，面向全球发布125个科学问题。

《科学》/美国科学促进会国际合作总监初晓英，世界

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Mi⁃
chael Levitt，上海交大校长林忠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

副校长徐学敏、奚立峰、毛军发、王伟明共同受邀上台，

按下面向全球的125个科学问题发布装置。

125个问题叩响未来

本次活动是为纪念上海交大建校 125周年而举办，

随着发布装置的开启，现场 600余位观众共同见证了集

合全球智慧的125个科学问题发布。

林忠钦在讲话中提及，上海交大自 1896年创办以

来，取得了很多“中国第一”的重大成果，培养了一大批

杰出的科技人才。如今上海交大正在加快构建“综合性、

创新型、国际化”的新办学格局，学校联合《科学》面向全

球征集与发布 125个科学问题，既是对既往研究成果的

凝练与升华，更是对未来人类发展的激励与引领。交大

人应继续怀着感恩溯源的情怀和淡泊高远的志向，为推

动科技进步、服务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科学》系列期刊出版人Bill Moran通过视频向上海

交大建校 125周年表示祝贺。他回顾了 16年前，《科学》

杂志社为纪念创刊 125周年出版《125个科学问题——我

们有哪些未知》特刊的情况，并对新版的 125个科学问题

表示期待，希望科学家们积极参与相关研究。

初晓英表示，这本专刊的封面非常漂亮，体现了传统

与未来、科学与文化的碰撞，让其想起屈原的《天问》——

人类对世界的探索精神一脉相承、源远流长。上海交大提

出这样极具创新的方式纪念校庆，体现了交大人的创新

精神，以及对科学发展、人类未来的重要使命感，这与《科

学》系列杂志的宗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使命高度吻合。

Michael Levitt向交大 125周年诞辰表示祝贺，他认

为，当今全球科技日新月异，科学界诸多领域均发生巨

大变化。增刊的发行和 125个科学问题的提出，对于推动

自由探索、激发全球智慧、培养青年人才、启迪未来发展

具有深远的影响。他很期待看到学者们和科研人员们对

这125个科学问题开展热烈探讨，推动研究发展。

与此同时，《125个科学问题——探索与发现》的姊妹

篇——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25周年科

学问题专刊》，也在会上同步发布。专刊收录多个领域的前

沿基础研究述评，以激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学术探讨。

激励科技探索与发现

2005年，《科学》在其创刊 125周年之际，公布

了 125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这些问题涵盖地球科

学、能源、宇宙领域，并涉及数学与计算机科学、政治与

经济、环境和人口等领域，至今仍有积极广泛的影响。

《科学》当时指出，在未来的 25年内科学家很有希望找到

这些重要基础性问题的答案，科学界也因此面临挑战。

这些未知的问题可以激励科学研究、引导研究方向，它

们不仅是谜团，更是一个个探索的机会。

2021年，时逢上海交通大学建校 125周年，上海交通

大学联合《科学》杂志，再次向全球征集 125个科学问题，

以引领科学发展，鼓励开展创新性、交叉性和前瞻性研

究，状貌未来，探索创新。问题征集的消息发布后，得到

了全球科学家、青年学者、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等学术

组织的积极响应，问题凝聚了《科学》/美国科学促进会编

辑与学术圈，诺贝尔奖、沃尔夫奖、拉斯克奖、图灵奖、麦

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等全球知名科学家和青年学者，上

海交大师生以及社交媒体的共同智慧。此次问题涉及数

学、化学、医学健康、生命学科、天文学、物理学、信息科

学、材料科学、神经科学、生态学、能源科学和人工智能

多个领域，涵盖范围广，学科领域丰富。

新版 125个科学问题中，个别问题是持续关注上版

问题中至今尚未解决的重大科学难题，如“宇宙是由什

么构成的？”“我们可以阻止自己衰老吗？”……也有具有

挑战性的全球共性问题，如“我们可以阻止全球气候变

化吗？”“能量存储的未来是怎样的？”“我们有可能在另

一个星球上长期居住吗？”……还有具有较强时代特征

的前沿科技问题，如“为什么生命需要手性？”“量子人工

智能可以模仿人脑吗？”“DNA可以广泛用作信息存储介

质吗？”“我们如何在火星上开发制造系统？”……

以 125个科学问题发布为契机，上海交大将围绕相

关领域策划不同主题的系列论坛活动，进一步提升学

术文化与创新氛围。本次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大健康”

主题，举办第四期未来科技论坛。会上，人工智能、智慧

医疗、光子芯片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分享研究成果，探

讨交叉创新研究方向，和与会学者、师生开展了热烈的

探讨。

近日，专注城市空间智能管理的
新一代AI中台公司——闪马智能举
办了一场盛大的品牌日暨新世界智
能技术沙龙活动。闪马智能创始人
&CEO彭垚、闪马智能智慧城市创新
院常务副院长邵钦豪、上海科创基金
执行副总裁孙欣女士、线性资本创始
人兼CEO王淮、国创中鼎合伙人兼总
裁顾涤非女士、新创建集团执行董事
兼六脉资本创始合伙人郑志亮等嘉
宾以及多家权威媒体出席了活动。活
动上，闪马智能宣布正式揭幕智慧城

市创新院项目，该项目的成立标志着
闪马智能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开
启品牌新的篇章。

创始人彭垚表示，创办闪马智能
最早还是一个实验室。作为专注城市
空间管理的AI企业，闪马智能迎来了
他的两周岁生日。通过摄像头这一遍
布城市的终端，为城市管理部门提供
有效治理方案支持，闪马目前已成功
赋能转型200+城市，又进一步拓展了
智慧高速、智慧工地等新业务场景，城
市交通业务方向也得到了持续深化。

未来，闪马将深度挖掘城市空间
管理领域，进一步助推数字化转型，
赋能到每一个城市的角落。 润宏

闪马智能品牌日暨新世界智能技术沙龙活动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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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携手《科学》发布全球125个科学问题

笔者的一位小学老师高老师前段
时间来配了副眼镜。高老师说她看
书读报批作业都非常的吃力，可能
是老花了。于是读者就陪高老师找
了专家验光，高老师刚刚开始有老光
150度。介于高老师的职业需要以及当
时正直春夏交换的季节，紫外线的强
度日趋增加，验光师建议高老师配了
一副变色渐进多焦镜。高老师在拿到
新眼镜戴上后感觉非常好，对渐进片
的适应速度也非常快，而且到了夏天
还可以当太阳镜来使用，真是一镜多
用、物超所值。

可是上个周末高老师给笔者发了个
短信留言说为何她的这副变色片不变色
了？说是双休日正好来人民广场办点事
儿，顺便想来查一查这副眼镜究竟出了
什么问题。

周日高老师如约而至 ,笔者仍旧请
那位专家仔细地帮高老师的眼镜
做了测试 ,结论是镜片没有问题 ,因
为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 ,它可以正

常变色。“可是……”高老师满脸疑惑地
问道：“最近家里买了辆车，这几天上班
我都开车去学校，但是不知怎么回事儿
这副变色渐进片却不变色了。”验光师
听后笑了笑说：“你的车贴了膜吧？”

“是啊。”高老师肯定地回答。“问题就
出在这儿。”专家解释道：“光致变色片
是一种在镜面镀有一层‘光致变色材
料’的高科技镜片，当它遭遇到紫外线
时，镜片的镀膜层马上会再阻断紫外线
侵入的同时快速变深，而进入室内，紫
外线相对较弱，镀膜颜色会迅速浅下
来，因此这种镜片能百分之百地阻断
UVA、UVB对我们眼睛的侵害。而在你

的轿车的车窗玻璃上都贴有防护膜，这
种防护膜已经隔断了紫外线的穿透。而
在近乎没有紫外线的情况下，变色片就
失去了变色所需的条件，所以颜色就不
能变深了。”

“哦，原来这就是她的这副变色渐进
片为何不变色的原因啊！”高老师很满意
专家的解释，并当场决定再买一副太阳
眼镜开车时使用。

金康

本栏责任编辑 何巍颀

E-mail:670958721@qq.com

变 色 片 为 何 不 变 色

新镜界

我们可以阻止自己衰老吗？……

近日，莘庄镇城管中队开启“回
头看”模式，以辖区内怡丰城等大型
商场为重点对象，对前期检查中存
在生活垃圾混投混放等问题的火锅
店、生鲜超市等店铺进行复查。执法
队员查看了店铺内整体情况，并以
后厨和垃圾处理区域为重点进行
检查，发现大部分店铺都已经按照

要求进行了改正，四类垃圾桶配备
完善，并按照标准分类投放生活垃
圾，整治成果显著。但一超市水果
售卖区域内只放置了一个没有任
何标识的垃圾桶，经营过程中产生
的腐烂水果、水果皮等餐厨垃圾与
水果外包装塑料袋、纸盒等其他垃
圾存在混投混放问题，执法队员当

场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约谈。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战线”长、易反复。
在之后的工作中 ，莘庄镇城管中队
将坚持“回头”“回头”再“回头”，督
促各单位和个人养成良好习惯，以
不断向“后”看的方式，推进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持续向前进。

鑫文

促成习惯向“后”看 推进垃圾分类向前进

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的建党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昭示
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近日，中
国二十冶按照中冶集团党委宣传部统一
部署，在上海吴淞口国际科创城首发项
目组织开展“百年辉煌•薪火相传”之“践
行红船精神、建设人民满意工程”专题宣
传活动。

活动邀请了业主单位宝地吴淞公
司和媒体以现场参观和主题座谈的方
式，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感知二十
冶人以央企的初心使命和实力担当，
发扬红船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投身
世界一流的吴淞口国际科创城项目建
设 ,助力吴淞地区建设成为上海面向未
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城市发展的

一面旗帜。
活动紧紧围绕“红船精神”内涵和

外延展开，共分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四个环节，内容丰富、流程
紧 凑 、形 式 多 样 ，得 到 了 业 主 热 情 参
与强烈好评，使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
习并践行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
精 神 ，坚 定 理 想 、百 折 不 挠 的 奋 斗 精
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努 力 汇 聚 推 动 企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强
大合力。

润宏

中国二十冶践行红船精神 建设人民满意工程

中国二十冶按照中冶集团党委宣传部统一部署，近日，由
中国二十冶安装公司在浙江省安吉市灵峰旅游综合体二期项
目组织开展了“百年辉煌•薪火相传”之“践行红船精神、建设人
民满意工程”专题宣传活动。活动邀请了业主单位和媒体参与，
共同见证中冶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展现中国二十冶倾力打造美丽城市、
美丽城镇、美丽乡村建设的新优势，进一步凸显央企品牌形象
与责任担当。

据了解，安吉灵峰二期住宅开发项目及其配套商业街项目

是一个集综合服务、餐饮、民宿、休闲游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
工程建设项目，该目建设用地面积 5526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85076.64平方米。项目建成以后将成为安吉一个独具特色的精
品项目和靓丽名片。

专题宣传活动紧紧围绕“红船精神”内涵和外延展开，内容
丰富、流程紧凑和形式多样，让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并践行了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
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努力汇聚推动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强大合力。 润宏

践行红船精神 中国二十冶安装公司建设美丽乡村

为了进一步引导和激励学生弘
扬雷锋精神，践行“五育并举”，加强
学生的品德塑造，培养有社会责任
意识的接班人，多年来，三泉学校始
终坚持开展“学雷锋”系列主题活
动，带领队员们积极参与各类校内
外公益活动。今年，各中队以“弘扬
雷锋精神，争做美德少年”为主题，
出了三月份的黑板报。通过生动的
文字和绘画，向队员们宣传雷锋的
英雄事迹，分享雷锋的名言。3月 1
日的升旗仪式国旗下讲话，刘校长
做了主题为“让雷锋精神永驻校园”
的讲话。引导队员作为新时代的青

少年，学习雷锋精神重在“践行”，贵
在坚持!从每一件小事做起，时时处
处寻找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小学部
继续开展“大手牵小手”活动。四、五
年级队员帮助低年级布置教室环
境、打扫校园包干区、指导绘制黑板
报、学习上答疑解难。

每周四中午是全校队员的校园
包干区公益劳动时间。各中队认领并
维护包干区的环境卫生，为美丽校园
添砖加瓦。

除了校内公益服务，三泉学校
“叮咚泉”志愿者服务队遵循传统，
进入社区开展校外公益服务。3月 22

日中午，三泉学校的教工党员、团
员、入党申请人及学生团队员组成
的“叮咚泉志愿者服务队”和临汾路
1515弄居委居民组成的“清清护河
志愿服务队”在东茭泾公园开展了

“爱河护河”志愿服务活动。师生与
“清清护河志愿服务队”的居民志愿
者一起清理东茭泾绿地的垃圾，擦
拭护河栏杆，保维护河道周边环境
的整洁。当代青少年应当继承并发
扬“雷锋精神”，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我们都应当怀有社会责任感和无私
奉献的精神，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
益活动，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积极向上向善，从“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中感受善的力量，以实际
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为实
现中国梦有一份热发一分光。

刘珍 符婕

上海市三泉学校举办“学雷锋”月主题活动

弘扬雷锋精神 争做美德少年

本报讯 （记者 耿挺）在生物体进行空间探

索活动时，常见的策略是基于路标导航和基于

向量导航两种方式。当缺乏有效的外界路标或

路标过于模糊时，生物体主要依赖后者（又被称

为路径积分）对空间进行导航，此时，基于自身

运动的前庭信息和基于光流的视觉信息都在其

中扮演重要角色。海马区域作为动物大脑中的

导航系统，在路径积分这种空间导航方式中发

挥关键作用。然而，目前人们尚未了解海马是如

何利用外界的自身运动信息对路径积分进行编

码的。

最近，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

新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

究中心、中科院灵长类神经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空

间感知研究组，利用虚拟现实系统，结合清醒猕

猴胞外电生理技术探究了位于猕猴大脑后扣带

回区域的神经元对基于自身运动感知的自身信

息的编码。研究发现：该区域中的后扣带回皮层

亚区携带有明确时空调谐性质的前庭信号，并通

过三维时空动态模型对自身运动中的不同时间

成分进行有效分离，对该区域所携带前庭信息的

时间和空间调制进行了动态分析。相关论文于 4
月 8日在《eLife》杂志在线发表。

此前的研究表明，位于胼胝体上方的后扣带

回区域在结构连接上正处于编码了自身运动相关

信息的感觉皮层和海马系统的中间地带，因此，为

了寻找自身运动信息向海马路径积分导航系统传

递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的脑区，顾勇组研究人员

通过一个成熟的虚拟现实系统，利用六自由度运

动平台，在三维空间中给出几乎均匀分布的 26个

不同方向的运动刺激，以及利用光流模拟的视觉

运动刺激，探索了在结构上处于中间地位的后扣

带回区域神经元对自身运动信息的编码。生物体

的前庭系统由耳石器和半规管两部分组成，其中

前者主要编码线性加速度（平移信号），后者编码

旋转运动。为探究神经元对二者编码的异同，运动

刺激分别在平移和旋转两种条件下给出。研究人

员通过胞外电生理记录的手段，在猕猴的两个不

同亚区——后扣带回皮层和压后皮层分别进行记

录，发现后扣带回皮层对自身运动感知中的前庭

信号有较强的编码，而且具有复杂的时空调谐性

质。相较于后扣带回皮层，处于大脑更深部的压后

皮层虽然也编码了前庭信号，然而其编码特性中

却不包含明确的时空调谐性质。

为了对该时空调谐性质进行定量分析，研究

者们通过一个三维时空动力学模型对运动刺激

的时间和空间成分进行分解，发现该脑区的神经

元群体编码了加速度、速度、变加速度和位置等

多种时间成分，表明由前庭外周器官的加速度信

号在传递到该脑区的过程中经过了不同程度的

积分和微分计算，以便用于不同功能。另外，该脑

区在平移运动的前庭刺激中携带了更多的加速

度成分，而对旋转刺激中的前庭信息编码则更偏

向于速度信号，结合神经元群体偏好方向的分

布，预示该脑区的旋转信号有可能作用于海马系

统的头向细胞。另外，虽然该区域的两个亚区都编码了较强的前庭信

号，其中的视觉信息编码却很弱，意味着该区域似乎并不对两种自身运

动信息进行同时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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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耿挺）氧化还原稳态对细胞正常存活

至关重要。相较于正常细胞，肿瘤细胞内活性氧水平明

显升高，其氧化还原稳态更容易被打破，从而造成活性

氧在细胞内的累积，进而引发细胞凋亡。因此，打破细胞

氧化还原稳态的肿瘤治疗方式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和特

异性，发展前景良好。蛋白基纳米材料因其良好的生物

相容性、富含官能团便于载药修饰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

肿瘤诊疗研究，具有良好的临床潜力。

最近，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陈航榕研究员

团队在制备新型蛋白基纳米复合材料用于打破细胞氧

化还原稳态以实现高效肿瘤治疗方面取得新进展。该团

队利用生物相容性良好的白蛋白作为纳米载体，通过对

功能组分的调控，实现了谷胱甘肽（GSH）消耗辅助增强

的化疗/化学动力学联合治疗，在小鼠皮下瘤模型中实现

了对肿瘤生长的有效抑制。相关论文于近日发表在《先

进功能材料》杂志上。

GSH是细胞内主要的抗氧化剂，对于清除胞内活

性氧以维持细胞的氧化还原稳态具有重要作用。研究

人员让无机功能组分通过仿生矿化的方式原位生长到

白蛋白分子中，随后通过酰胺键连接顺铂前药分子得

到分散性、稳定性良好的蛋白基载药纳米颗粒 CMBP，
其粒径为 20—30纳米。其中的锰氧化物组分可氧化

GSH，使其含量下降，减少 GSH-Pt加合物的产生，有助

于提高顺铂药物的化疗效果；此外顺铂药物可通过激

活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促进过氧化氢的

产生，高表达的过氧化氢结合弱酸性肿瘤微环境，促进

铜基组分的类芬顿反应，极大增强了肿瘤区域化学动

力学疗效。更重要的是，GSH含量的下降以及羟基的生

成有效下调了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表达，进一步加剧

了肿瘤细胞内氧化还原失衡，从而实现化疗和化学动

力学的协同增效治疗效果。

体内外研究结果表明：所合成的蛋白基复合纳米颗

粒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安全性，没有产生明显

毒性或引发机体的免疫排斥反应等。该研究为制备新型

蛋白基纳米材料和有效打破肿瘤细胞氧化还原平衡，实

现精准高效的肿瘤治疗提供了有益参考。

新型蛋白基纳米材料可打破肿瘤氧化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