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RNA修复受损心肌
新华社华盛顿3月24日

电!记者林小春"心肌修复，请
找微RNA（核糖核酸）。中美科
学家的一项新研究发现，给心
脏病发作的小鼠注射一种微
RNA分子，可以刺激小鼠心脏
长出新的细胞。这种受损心脏
修复法有望应用到人身上。

与其他器官不同，哺乳动
物的成年心肌细胞不具备增殖
能力，因而其心脏受损后不能
再生。但美国天普大学、宾夕法
尼亚大学和中国第四军医大学

的研究人员在美国《科学-转
化医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发
现一种名为 miR302-367的
微RNA分子对胚胎发育期的
心肌细胞增殖起重要作用。

在刚出生的小鼠体内提高
这种分子的表达，会引发持久
高水平的心肌细胞增殖，导致
小鼠心脏增大，剔除这种分子
则会减少心肌细胞增殖。用成
体小鼠进行的实验显示，这一
分子可使小鼠因实验性心肌梗
死而形成的瘢痕减少。

该研究负责人之一、天普大
学的田颖告诉新华社记者，
miR302-367分子可抑制一种
名为Hippo的信号转导途径，这
一信号转导途径扮演着阻止细胞
增殖的“分子刹”角色。松开这一
“分子刹”，心肌细胞会重新进入
细胞周期，开始长出新的心肌细
胞。

但 田 颖 也 表 示 ， 如 果
miR302-367分子连续工作几
个月，心肌细胞就会持续处于未
成熟状态，最终会造成心脏衰竭。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人工合
成了一种微RNA分子，其功能
与天然miR302-367分子相同，
但前者只能在小鼠体内短暂发挥
作用，进而有效促使心肌细胞增
殖和心肌再生，但不会对心脏功
能产生不利影响。

田颖介绍说，她和同事将用
上述人工合成的微RNA分子进
行大动物试验，并与生物工程师
合作，创建一个定向输送系统，将
人造微RNA分子定向输送到心
脏，从而不会影响其他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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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警告美勿在韩
部署反导系统
新华社微特稿 俄罗斯外交部 24

日警告美国不要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
防御系统，说此举可能威胁地区安全，引
发军备竞赛。“萨德”全称末段高空区域
防御系统，英文缩写为 THAAD，能在
大气层内和大气层外拦截来袭的短程、
中程弹道导弹，由于拦截距离远，在绝大
多数情况下能充分保证有足够空间和时
间拦截目标，是美国导弹防御体系重要
组成部分。俄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关
注美国与韩国就部署 THAAD讨论的
情况。俄方担忧，美在韩部署THAAD
可能在亚洲引发军备竞赛，而且使朝鲜
半岛核问题谈判更加复杂。声明中说：
“在一个安全形势本就极端复杂的地区，
这一举动可能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
赛，而且使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解决更加
复杂。”美国先前说，有意在韩国部署
THAAD，以应对朝鲜的威胁。不过，韩
方说尚未收到美方正式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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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出云”号
驱逐舰服役
排水量1.95万吨
已可算作轻型航母
新华社东京3月25日电 !记者刘

秀玲"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自卫队目前最
大的驱逐舰“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 25
日交付海上自卫队，正式开始服役。
“出云”号基础排水量为1.95万吨，

造价约12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2亿
元）。其舰体类似航母，舰首至舰尾由整
块甲板贯通，全长248米，可同时起降5
架直升机，最多可搭载14架直升机，并
能为其他舰艇提供燃料补给。

日本现行宪法禁止日本保有攻击型
航母。一些专家认为，“出云”号无论在吨
位、布局还是功能上，都已符合现代轻型
航母标准，可以看作是“准航母”。但日本
防卫省称，“出云”号不具备起降战斗机
的功能，不属于攻击型航母。

共同社报道说，另一艘与“出云”号
规格相当的战舰正在建造中，预计将于
两年后交付使用。
“出云”号隶属于日本神奈川县横须

贺基地，它将在结束半年训练后用于海
上自卫队执行警戒、监视任务。“出云”号
具备较强的指挥通信功能，将成为日本
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编队的核心舰，该舰
可容纳470人，可用于日本西南诸岛防
卫人员的输送及遭遇大规模灾害时的人
员疏散和救助。

引擎故障紧急着陆
俄一架波音737客机

新华社莫斯科3月25日电!记者张继业"据俄罗斯联
邦航空运输署25日消息，俄罗斯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
在圣彼得堡机场紧急着陆。

消息称，当天一架从莫斯科飞往圣彼得堡的客机于当
地时间11时42分显示引擎故障。客机随后要求在圣彼得
堡机场紧急降落，后于12时33分成功降落，机上73名乘
客和6名机组人员安全无恙。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架客机为俄罗斯UT航空公司
所有，于当地时间11时11分从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起
飞，原定于12时30分在圣彼得堡降落。

朱莉又切除卵巢
因基因缺陷切除乳腺后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好莱坞影星安吉丽娜·朱莉24日
说，为降低患卵巢恶性肿瘤风险，她已经接受卵巢和输卵管
切除手术。朱莉在当天出版的《纽约时报》上发表声明，证实
这一消息。她的母亲就因为罹患卵巢恶性肿瘤去世，终年
56岁。现年39岁的朱莉说，上周获得的血液检测结果显
示，她有患早期癌症的风险，引发担忧。她说：“我为我自己
和家庭作出这一决定。我知道，我的孩子将来不会说，‘我的
母亲死于卵巢恶性囊肿’。”朱莉说，由于家庭患病史以及自
己携带一种名为BRCA1的缺陷基因，她患卵巢恶性肿瘤
和乳腺癌的概率分别为50%和87%，因此接受手术。2013
年，为降低患乳腺癌风险，朱莉接受了双侧乳腺切除手术。

中国寻求或放弃亚投行
一票否决权命题不成立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记者韩洁 申铖"近日，随

着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等国家纷纷提交申请加
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亚投行筹建问题备受
关注。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主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
耀斌25日接受记者采访，回应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有记者问：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放弃在亚投行的一票否
决权以换取欧洲国家支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史耀斌说，亚投行决策机制和股份分配是亚投行章程
的内容，目前各方正在进行磋商。亚投行是互利共赢的倡
议，是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有益补充，将遵循公开、透明、
高效的方式建立一个全新的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将按域
内和域外划分其成员，随着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每一个
成员的股份比例都会相应下降。所谓中方寻求或放弃一票
否决权是一个不成立的命题。

习近平致电慰问
就德国之翼客机失事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就德
国之翼航空公司客机失事造成包括德国、西班牙籍乘客在
内的大量人员遇难，分别向德国总统高克、西班牙国王费利
佩六世致慰问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个人的
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的亲属表示诚挚
的慰问。

高速撞击地面 摔得粉碎
A320客机空难现场极其惨烈：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
电 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25
日在接受法国 RTL广播电台
采访时说，在法国南部坠毁的
空客客机的一个黑匣子受损，
但是仍有可能在未来几个小时
从中获取信息。

德国之翼航空公司A320
客机坠机地点位于法国东南部
阿尔卑斯山区，海拔大约2000
米，搜救人员在山区向导带领
下，耗费数小时才抵达坠机地
点。直升机航拍画面显示，客机
残骸散落得到处都是，搜救人
员在其中搜寻。当地官员吉尔
贝·索旺描述，“所有东西都摔
得粉碎。最大残骸仅有一辆小
轿车那么大”。

法国内政部发言人皮埃尔
-亨利·布兰迪说，客机残骸散
落区域可能有上万平方米，“令

我们相信客机以极其高速、剧
烈撞击地面”。

坠机地点附近的一家滑雪场
负责人桑德兰·布瓦斯描述，当时

他听到“震耳欲聋的响声。我还以
为发生了雪崩，但又感觉不像，因
为当时听到的巨大响声短促、仅
持续数秒”。

一些媒体先前援引法国交通
部副部长阿兰·维达利的话报道，
客机曾发出求救信号。但法国民
航管理局官员埃里克·埃罗随后
澄清，客机“从未发出求救信号”。

这架客机上 150名乘客和
机组人员悉数遇难，是法国过去
几十年来伤亡最惨重的一起空
难。德国之翼2002年投入运营，
这是该公司首次发生有人员死亡
的坠机事件。

美国方面已经与法国、德国、
西班牙等国取得联系，初步排除
涉恐嫌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发言人米汉说：“目前没有迹象表
明这起事件与恐怖主义存在关
联。”

失事有三大可能原因
“德国之翼”坠毁客机上150人全部遇难

德国之翼航空公司一架空中客
车A320型客机24日坠毁于法国
东南部阿尔卑斯山区，150人悉数
遇难。调查人员已经寻获一个黑匣
子，正在调查空难发生原因。

美国波音公司安全分析显示，
空客A320型客机与波音737型客
机很相似，拥有良好的飞行安全记
录，平均每100万次飞行中仅发生
0.14起有人员死亡的空难。眼下全
球有超过3600架A320型客机处
于服役中。

航空飞行基金会负责人托德·
柯蒂斯说，调查线索之一是客机残
骸覆盖多少区域。“如果你看到机翼
掉落在这里，机身却坠落在3英里
以外”，那么客机很可能是在空中解
体；反之，如果残骸较为集中，意味
着客机撞击地面后才解体。

航空专家表示，根据现在掌
握的情况，还不足以准确判断坠
机原因，但初步推断出以下几种
可能性。

急剧减压
本次失事的空客A320型客

机于1991年交付德国之翼母公
司汉莎航空公司，服役24年期
间飞行超过4.67万次，总飞行时
间大约5.83万小时。

作为欧洲短途航班客机，这
架客机平均每天飞行超过5.3次
航班。这一飞行频率虽属于正常
范围，但略显偏高。

航空专家介绍，飞机每次起
飞、降落都会伴随增压和减压过
程，对机舱舱体构成压力。与长途

航班相比，短途航班客机起降次
数更多，意味着更频繁地经历增
压和减压。

1988年，美国阿洛哈航空公
司一架服役19年、频繁执飞短
途航线的波音 737-200型客机
失去部分舱顶，调查显示舱体出
现腐蚀和金属老化。

初步调查显示，本次失事客
机曾以每分钟 900多米的速度
急剧下降，在大约8分钟内从1
万多米高空骤降至 1800多米。
当飞行高度低于 3000米时，机
舱外的空气才适于人体呼吸，而
飞机提供的紧急情况氧气罩可以
为乘客维持大约10分钟供氧。

一些人猜测，如果当时发现
机舱金属老化或遭遇炸弹威胁，
飞行员选择急剧下降，恰好来得

及让飞机降至可呼吸空气的高
度。

技术故障
空客客机驾驶舱设计严密，

但过去也曾发生过设备故障。
2009年，法国航空公司447

航班从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法国
巴黎途中遭遇恶劣天气，坠入大
西洋。调查显示，悲剧始于客机的
空速管失灵，导致速度读数无法
正确显示，而飞行员根据错误读
数拉起机头，导致飞机加剧失速。

2014年11月，汉莎航空旗
下一架比空客A320机身略长的
A321型客机在1分钟内急剧下
降1200多米，所幸飞行员最终
在8500多米的飞行高度控制住

飞机。调查显示，由于某个感应器失灵，
飞机安全系统对错误数据作出了反应，
导致机头意外朝下。

欧盟航空安全局随后向欧洲飞行员
发布警告，提示他们注意空客 A318、
A319、A320、A321等机型都存在的这
一问题，并告知应对手段。据了解，飞行
员需要关闭 3套飞行数据仪器中的两
套，才能避免这一故障。

飞行员失误
一种可能情形是，飞行员操作失误

导致飞机急剧下降，之后无力扭转情势。
另一种可能情形是，飞行员一心只

想让飞机降低到适于呼吸空气的3000
米以下飞行高度，却没有注意到飞机已
经快要撞到山体。待到飞行员察觉时，为
时已晚。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性格也会影响体型
新华社微特稿 你知道什么因素最影响体型吗？遗传？

代谢率？血糖？都是！但还有一点你可能不知道：瑞士联邦
理工大学一项研究表明，性格也是影响体型的重要因素。研
究人员在接受《纽约杂志》采访时说，他们发现，性格开朗随
和的人更爱吃水果、蔬菜和沙拉，对肉不怎么感冒；责任心
强的人自控能力比较强，不会因为食物味道好就大吃特吃，
也不会因为味道不好而一口不碰；性格外向的人更爱吃油
腻的食物，酒喝得也多，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总是跟一大群朋
友一起边吃边聊；神经质的人也爱吃高热量食物，这是他们
对抗负面情绪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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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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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泰国普吉岛事故现场拍摄的事故车辆#

一辆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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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国游客的旅游大巴
"#

日在普吉岛发生车祸$ 导致
!

名中国游客

死亡$其余
%$

多人受重伤#事发时$旅游大巴正经由帕塔克路前往普吉岛西海岸著名的

芭东景点$途中不慎坠入山崖# 新华社发

普吉岛一大巴坠崖
3名中国游客死亡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回应亚投行有关
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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