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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学术期刊 《自然》 杂志日前刊
发了一篇重磅论文，展示了一个惊人发
现：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们通过一
种叫作 BrainEx 的系统，可以让死亡 4
小时后的猪脑恢复其脑循环和部分脑细
胞功能。这一发现掀起轩然大波，因为
这或许将重新定义“脑死亡”的概念。

大脑真的死亡了吗

人们通常以“不可逆的深度昏迷、
自主呼吸停止、脑电波平直、脑干反射
消失”作为脑死亡的判断标准。世界上
有几十个国家通过了脑死亡立法，认定
脑死亡就是真正的死亡。

脑死亡确实有科学依据：哺乳动物
大脑对于供氧水平的下降极其敏感，短
时的血流中断就可引起氧气和能量存储
快速消耗，引发神经元死亡和脑损伤，
导致神经活动和意识的丧失。如果不能
立刻恢复供血，脑内神经细胞将进入无
法挽救的凋亡过程，直至脑死亡。

但部分研究者却提出疑问：这种脑
缺血损伤级联反应，在血流中断后的短
时间内是否不可避免？

耶鲁大学医学院的内纳德·塞斯坦
团队就产生了这样的猜想，他们假定，
即便已经死亡几个小时，哺乳动物特定
的细胞脑活动或许还是能够部分恢复。

为验证这个猜想，他们将目光瞄准
了学校附近的屠宰场。他们从那个屠宰
场获得了约 300 个猪头，将猪大脑从颅
骨中取出。其中，32 个猪大脑被连接在
一台名为 BrainEx 的系统上。BrainEx
这个名字，在英文中的意思是“前任大
脑”。该系统包含记录软件、搅拌装置、
液体容器、泵等各种设备装置，能够模
拟正常体温 （37 摄氏度） 下的脉动血

流，向脑细胞输送营养和氧气。
在这些 6至 8个月大的猪死了 4小时

后，其中32只“幸运”猪脑被连入BrainEx
系统。研究人员开始向这些大脑静脉和
动脉中注入温热的防腐剂溶液。注入猪
大脑的防腐剂溶液可以模拟血液流动，并
向大脑细胞提供营养物质和氧气，整个灌
注时长大约为6个小时。

随后，内纳德·塞斯坦团队发现，
与没有接受 BrainEx 灌注的对照组大脑
相比，得到 BrainEx 灌注的大脑表现出
了巨大差异。它们在 6 个小时的人工血
液灌注中，脑细胞能进行氧代谢和糖代
谢，神经元能对电刺激产生反应，循环
系统可以工作，神经元的形状、大小、
网络结构和功能看上去比对照组大脑更
接近正常状态。

“我们从未想到我们能将大脑功能恢
复到这个级别。”内纳德·塞斯坦说，
BrainEx 系统的重点是恢复猪大脑中的
微循环，让氧气和养分进入大脑中的微
小血管中。以上发现表明，大脑拥有的
细胞恢复功能强于此前预期，而且血流
中断后的细胞功能退化可能是一个缓慢
而非快速的过程。

原来，哺乳动物大脑并没有我们当
初以为的那么脆弱。

大脑真的复活了吗

这个实验是否意味着，这批猪大脑
已经死而复活？答案并不是。

研究团队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监测了
大脑神经元的放电活动，随时准备着，一
旦看到脑器官有可能恢复意识的迹象，就
使用麻醉剂来阻止大脑复活的可怕场景
出现。

但在这项研究中，没有证据显示存

在与意识、认知或其他更高阶的脑功能
相关的全脑电活动。也就是说，猪脑没
有恢复意识。内纳德·塞斯坦说：“我们
只是在尽量延缓不可避免的死亡，大脑
最终将无法恢复功能。”

那么，有没有可能真正复活大脑呢？
内纳德·塞斯坦团队表示，重启大

脑活动可能需要电击，或者将注入的富
氧溶液长时间保留在大脑中，以使脑细
胞能够从缺氧导致的损伤中恢复过来。

但他们并没有打算这么做，因为这
在科研伦理上走得太远，令人惊悚。研
究团队甚至在 BrainEx 灌注液中加入了
阻止神经元放电的化学物质，以保护神
经元免受损害，并防止大脑活动重新开
始。如果不使用这些药物，大脑有没有
可能产生全脑电活动并恢复意识？现在
还不知道。而一旦大脑恢复意识，我们
就必须面临这样的伦理考问：单独的大
脑可以算作一个活着的生命吗？

研究团队认为，该技术并非旨在实
现脑移植或大脑功能的长期维持，而是
用于提高我们对大脑组成和功能的理
解，并为昏迷患者、癌症患者和痴呆症
患者，以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开发潜在
的疗法。

脑灌注技术会被滥用吗

同一期的顶级学术期刊 《自然》 还
发表了两篇相关的评论文章，讨论了这
项研究面临的伦理争议。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的两位教
授斯图尔特·扬格纳和玄仁洙撰写了其
中一篇评论文章，认为这项研究可能激
化有关人体器官移植的争论。“随着脑复
苏科学的进步，一些为挽救或恢复人脑
所做的努力可能看起来越来越合理——

放弃此类尝试而倾向于获取移植器官则
可能显得不那么合理。”

确实如此。在大多数国家，一个人
脑死亡，就意味着他可以被依法宣告死
亡。而最近几十年，大多数用于移植的
器官都是从那些被宣布脑死亡的人身上
摘取的。如果 BrainEx 灌注技术被改进
后用于人类，那些被宣布脑死亡的人，
恐怕应该等待脑复苏。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在另一篇评论中，美国杜克大学的妮

塔·法拉哈尼及其同事指出，这项研究开
启的种种可能性凸显了“当前关于研究用
动物的监管规定所存在的潜在限制”。

妮塔·法拉哈尼呼吁制定指南，帮
助研究人员应对由这项研究所引发的种
种伦理困境，因为该研究“对长期以来
有关如何认定动物或者人类是否存活的
假设提出了质疑”。

内纳德·塞斯坦团队曾向耶鲁大学动
物保护与利用机构委员会寻求伦理指
导。委员会决定没有必要进行监督，因为
这些猪是作为家畜饲养的，不受动物福利
法的约束，在研究开始前就被宰杀了。但
后来的研究成果显示，这些动物可能处于
灰色地带——既不是活着，也不是完全
死亡。

研究人员应该如何检测意识或知觉
的迹象？哪些物种适用于这类研究？应
该在哪些情况下使用麻醉药，以避免产
生类似疼痛或痛苦的体验？人工循环系
统应该运行多长时间？

其实，世界各地已有数百人付费冷
冻和储存大脑，希望有一天科学家们能
让他们复活。BrainEx 研究发表后，脑
灌注技术确有可能遭到滥用。

未来的世界，会不会出现仅以大脑存
活的人类？或许一切将静候时间的证明。

最新研究或重新定义脑死亡——

猪脑复活：生存还是死亡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人脑作为人体的重要器

官，以其精密复杂性吸引着

众多科学家长期以来孜孜以

求，也仅揭开其冰山一角。

日前，一项针对那些已

经死亡大脑的最新研究成果

引发关注，或将重新定义“脑

死亡”的概念

4月22日是第50个世界地球日，自然
资源部开展系列活动引导公众珍爱我们
的美丽地球。值得注意的是，在地球形成
至今的46亿年漫长岁月里，曾发生过无
数次近地小天体（近地小行星、近地彗星
等）撞击事件。美国宇航局（NASA）近日
就监测到大气层中的一次剧烈陨石爆炸
——直径数米的陨石在太平洋北部的白
令海上空，以 32千米每秒的速度在距离
地表 26 千米处爆炸，爆炸力达到了 173
千吨爆炸当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爆炸
力的7倍。

幸运的是，这次爆炸距离很远，不会
对人类造成任何影响，但它提示了太空陨
石的威力。

受益于地球大气层的保护，体积较小
和质量较轻的近地小天体往往在坠落地
球表面之前就已燃烧殆尽，或者成为小陨
石、流星雨等，但大型近地小天体会给地
球造成难以避免的巨大灾难。在联合国
（UN）认定的“世界四大突发灾难”中，近地
小天体撞击地球居于首位，可见其对地球
的潜在威胁之大。

2013年 2月 15日，俄罗斯车里雅宾

斯克州曾发生一起近地小天体坠落事
件。当时，这颗直径约60米的彗星在穿越
大气层时摩擦燃烧，发生爆炸，产生大量
碎片，形成了所谓“陨石雨”划过天际。在
陨石坠落区域，许多建筑物的窗户玻璃破
裂，造成了1200多人受伤。

为保卫人类文明和守护地球安全，科
学界正想方设法避免近地小天体与地球
相撞的灾难。中国科学家周海中教授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科学界目前有
多种防御方案，并且有些方案正在准备付
诸行动”。其中，具有“理论可行性”的方
案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采用核武器炸掉小天体。但麻
烦的是，爆炸很可能将它变成许多小型

“杀手”，把带有放射性的物体抛入不可预
测的轨道；而对于一些松散结构的近地小
天体，爆炸所起到的作用又很有限。因
此，这种方法一直毁誉参半。

二是采用太空飞船撞击小天体，改变
其轨道或把它撞碎。这种方法比较有效，但
对于松散结构的近地小天体，撞击很可能
把灾难扩大数倍，结果就会得不偿失。

三是采用航空器给小天体施加压力
即用机械力，使它的运行速度发生变化，
从而改变其飞行方向。这种方法比较理
想，但不易实行，并存在一定风险。

四是采用激光使小天体的表面物质
向外发散，从而产生反向加速度使它改变

飞行方向，或者使用超强激光把它摧毁成
对地球无害的小碎块。这种方法比较理
想，但必须要有超大功率的激光系统。

五是采用油漆涂料改变小天体的颜
色，影响它吸收太阳光的热量，通过热能
的变化来改变其轨道。但这种方法见效
比较慢，并且所需的大量涂料如何运送上
去也是个问题。

六是采用火箭把一面巨大的风筝形
太阳帆发送到小天体上，张开的太阳帆利
用反弹太阳光子所产生的压力把它逐渐
推离原来的轨道。但这种方法的技术要
求较高，难度较大。

七是在小天体的表面插入一种如火
箭那样的装置，让其不断像喷气式飞机一
样喷出物质，通过反作用力来改变其飞行
方向。不过这种方法好像有点浪漫色彩。

周海中还指出，所有的方案现在几乎
都停留在理论设想阶段，有的好像科幻情
节。它们是否切实可行可靠，还需未来的
实践加以检验。

目前，NASA、欧洲航天局、日本宇宙航
空研究开发局、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公司
等已成立专门机构应对近地小天体对地
球的威胁，民众对此不必过于担忧。但许
多科学家认为，目前对于潜在威胁地球的
近地小天体，我们现在只能“尽人事以听
天命”和持“过好每一天”的乐观态度。

（作者系美国基特峰天文台研究员）

如 何 应 对 近 地 小 天 体 威 胁
陈良友

近地小天体将撞击地球。 （想象图）

即将举行的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会
期 162 天，是历届世园会参展国家和国际组织最多的
一届。来自全球 11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20 余个非
官方参展者汇聚北京，共赴一场“春天的约会”——众
多海内外珍奇花卉竞相展出：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雀儿舌头、眼斑贝母兰，来自泰国的火焰兰，还有珍稀
特色植物绿绒蒿、大花杓兰、岷江百合、虎颜花……让
广大游客大饱眼福。

然而，这么多珍奇花卉要怎样安全参展呢？
北京海关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陈洪介绍，考虑到

有害生物入境风险，各国对于植物材料的入境管控一
向非常严格。种子、种苗、花卉等植物繁殖材料常常携
带昆虫、细菌、病毒等有害生物，随身携带或者邮寄，都
会增加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的风险。而且，有些植物本
身也是外来入侵物种，一旦被携带传播入境，会对我国
的农林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我国《植物检疫条例》明确规定，从国外引进种子、
苗木，引进单位应当向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植物
检疫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检疫审批手续。海关对入境
的种子、种苗及其繁殖材料实施指定口岸制度，也就是
说，植物材料必须从海关总署指定的入境口岸入境并
实施检验检疫。

陈洪介绍，对于植物种苗、花卉的入境，特别要关
注以下几点：一是携带疫情方面，植物种苗、花卉禁止
携带国家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土壤；二是海关禁止
进境方面，诸如松属苗、接惠穗，因易携带松材线虫、松
突圆蚧等疫情，禁止从亚洲（朝鲜、日本以及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欧洲（法国），美洲（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或
地区入境；三是海关限制进境方面，对于展销用途的植
物种苗，进境前需办理入境审批，同时随附出口国或地
区官方植物检疫证书。

北京海关技术中心还设置了“现场实验室”，为世
园会全程提供疫情监管与防控服务，强化北京世园会
生物安全保障工作。此外，为了解园区有害生物发生
状况，北京海关提前一年在园区及周边开展有害生物
监测，画出世园会“生物图谱”，为世园会后园区及周边
地区有害生物种类变化提供对照。在世园会及其前后
各一年时间内，北京海关将完成不少于 3000 份的园
区有害生物日常监测，确保展会前后无重大疫情发生，
防止境外、国内其他省市病虫害传入。

经济日报记者还了解到，为方便广大市民在参观
世园会之际能够快速、清晰地了解植物信息，北京海关
与北京市林业保护站联合开发了世园会溯源系统，将
植物的检疫情况、植物生物学背景等信息集合于一个
小小的圆形标签中，市民通过扫描标签背面的二维码
即可获得相关信息，在观赏同时可收获更多园艺知识。

世园会“美丽绽放”

绿植入境如何保安全
本报记者 顾 阳

北京海关为世园会生物安全保障工作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顾 阳摄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全国首个蔡司散光矫
治手术培训中心近日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
医院（简称上海五官科医院）正式成立。作为首批引入
业界尖端散光矫治人工晶体——蔡司散光王的公立三
甲医院，上海五官科医院率先采用预装式、微小切口的
蔡司双曲面散光矫正晶体，可为合并散光的白内障患
者提供精准诊疗。

散光是眼睛屈光不正的一种，临床主要表现为视
物模糊、变形、视力下降、视疲劳甚至眯眼等症状。尤
其白内障患者更易患有各类不规则散光眼疾，为日常
工作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调查显示，国内屈光不正人
群已达 4.8 亿至 5.3 亿，其中散光患者是“主力”。此
外，我国白内障患者已占据全球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
很大一部分是白内障合并散光患者。因此，针对以白
内障散光、极限屈光度数患者治疗为主的散光矫正晶
体研制成功，可以为高度近视、散光患者带来希望。

上海五官科医院眼科研究院院长卢奕表示，“很多
患者饱受散光及白内障双重困扰，他们对新产品和新
技术期待已久。相信随着培训中心的落成，将会有更
多患者享受到国际顶尖创新的福利”。

首个散光矫治手术培训中心成立

低龄儿童视力问题近年来日益严重，引发社会关

注。图为在武汉市一所小学内，同学们在做眼保健

操。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