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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的伟大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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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所撰写的综述“多聚磷酸盐在原核和真

核生物中的研究进展 ”一文得以发表时 ,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伟大的生物化学家、我们的老

朋友 A rthur Kornberg教授 (图 1)已经不幸地离开我

们了。2007年 10月 26日晚 Kornberg教授在斯坦

福大学医院因呼吸衰竭病逝 ,享年 89岁。虽然已到

了退休的年龄 ,但他依然坚持在他创建的 Stanford

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从事研究工作。

图 1　A rthur Kornberg教授

(1918～2007)

Kornberg教授生前任美国科学院院士 ,英国皇

家学会会员 ,任教于美国 Stanford大学医学院生物

化学系 ,一生致力于生物化学和酶学的研究 , 1965

年当选为美国生物化学学会主席。他最引人注目的

研究工作 ,是在 20世纪 50年代中期用实验证明

DNA的复制并分离了复制所需的酶 ,这集中反映在

他于 1956年发表的著名论文《Enzym ic Synthesis of

Deoxyribonucleic Acid》中 ,他因此获得 1959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A rthur Kornberg出生于美国纽约。他自幼聪慧

过人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 ,曾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

跳级 3 次 ,仍保持很优异的成绩。他在 Abraham

L incoln中学开始接触基础科学 , 1937年获得纽约城

市学院的理学学士学位 , 1941年获得 Rochester大

学医学博士学位。出于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热爱 ,他

毕业后并没有在美国海岸警卫队 U. S. Coast Guard

从事医生工作 ,而是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 N IH开

始踏上了成就其梦想的道路。一开始从事营养学研

究 ,不久 ,他将自己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生物化学和酶

学的研究。之后的几十年间 ,他又先后于 W ashing2
ton大学、Stanford大学工作 ,并与 Severo Ochoa首次

分离了合成 DNA的酶。这项研究为之后分子生物

学、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他富

有创造性的成果还表现在 1967年首次在实验室成

功合成了具有活性的 PhiX174病毒 ,推动了基因工

程的发展。1989年出版的自传《For the Love of En2
zymes: The Odyssey of a B iochem ist》更加体现了

Kornberg教授钟爱于酶学研究的一生。

A rthur Kornberg教授还开设一家生物科技公司

DNAX,主要从事药物生产和基因工程技术研发。

自从 1968年担任生物膜和中间代谢方面的研究顾

问踏入产业界到 1980年创立 DNAX并开始做生物

科技研发 ,几十年的经验他总结到“生物科技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其具有研发能力 ,如果没有研

发 ,一切都是徒劳 ”。1995 年出版的《The Golden

Helix: Inside B iotech Ventures》叙述了他的经验心

得 ,体现出他对科技创新的重视。

此外 , A rthur Kornberg教授于 1957年提出细胞

内多聚磷酸盐 (polyphosphate, poly P)的合成是酶

促催化过程 ,并于 1990年分离纯化该酶 PPK。1995

年他发表了综述《 Inorganic Polyphosphate: Toward

Making a Forgotten Polymer Unforgettable》和研究论

文《 Inorganic Polyphosphate in Mammalian Cells and

Tissues》引起了人们对 poly P的关注。他认为 poly

P应和 DNA一样重要 ,而 poly P更成为了 Kornberg

教授在之后的十几年间致力研究的对象。

A rthur Kornberg教授的创造性天赋不仅体现他

个人带领实验室专家学者揭示一个个生化机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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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个儿子无一不受到熏陶而成为了成功人士 ,其

长子 Roger Kornberg更是凭借揭示真核转录的分子

基础而独得 2006年 Nobel化学奖。迄今为止在世

界范围内唯有这一对父子各自拥有一枚 Nobel

奖章。

早在本世纪初 ,我们就与 A rther Kornberg教授

建立起了很深厚的友谊。我们曾到他 Stanford的实

验室交流学习 ,他更提出希望我们在神经系统中研

究 poly P的代谢和功能。怀着对他离去的遗憾和悲

痛 ,我们撰写了题为“多聚磷酸盐在原核和真核生

物中的研究进展 ”的综述 (同期刊登 ,编者注 ) ,除了

见证我们的老朋友在 poly P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

以外 ,更希望能够藉此引起同行学者对 poly P研究

的广泛关注。

A rthur Kornberg教授的伟大成就 ,奠定了今日

基因科技飞速发展的基础。他对本职工作的尽职尽

责 ,教导着我们甘于付出、培养无私的奉献精神 ;他

对科学研究的执著追求 ,鼓舞着我们不懈拼搏、勇攀

科学高峰 ;他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与肯定 ,启发我们脚

踏实地 、培育自主研发能力 。我们将永远记住

A rthurKornberg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和值得敬佩的老

朋友。

玩动作类游戏可提高对比敏感度

对比敏感度 ( contrast sensitivity function, CSF)是指人眼在平均亮度下能辨识两个不同区域的能力 ,这两个区域的对比度

越小 ,反映人眼的 CSF越高。CSF可以全面地反映人眼的形觉功能 , CSF下降不仅限制了许多专业人士从事精细、复杂、高难

度的专业工作 ,而且困扰着许多患有青光眼、黄斑病变、弱视等眼疾的病人 ,因此寻求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提高这些人的 CSF

对于改善他们的视力将是很有裨益的。在近期的英国《自然 ·神经学 》上纽约罗切斯特大学的 Daphne Bavelier等报道了一项

有趣的研究成果 ,他们发现玩动作类游戏可以提高人眼的 CSF。

研究人员把视力正常但不玩动作类游戏的 22名大学生分成两组 ,实验组 13人玩动作类游戏《使命召唤 2》和《虚幻竞技

场 2004》,对照组 9人玩非动作类游戏《模拟人生 2》,要求两组学生每人都在 9周内玩满 50小时的指定游戏。实验前后对两

组学生 CSF的测定结果发现 ,实验组学生 CSF平均增长 43% ,其中熟练玩家增长最多 ,达到 58% ,而对照组学生没有变化。

这项试验首次证实了人类可以通过简单训练改善 CSF。研究人员称 ,因为动作类游戏有改善 CSF的作用 ,也许找出它与

非动作类游戏之间的主要区别 ,就能研究出治疗 CSF缺陷更精确的办法。不过 ,鉴于参与试验的都是视力正常的成年人 ,因

此这种方法是否对弱视和白内障患者有效还有待观察。

(Nat Neurosci, 2009, 12: 549～551) (宋 　伟 )

出生前接触酒精可增加青春期酒量

流行病学资料已经证实人类在胎儿期接触酒精可以大大增加青春期酒精滥用的风险 ,但其中的生物学机制始终是一个

谜。新近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上州医科大学的 Steven Youngentob和哥伦比亚大学的 John Glendinning在 PNAS上发表了他们最

新研究成果 ,试图用实验大鼠解释这一现象。

前人的研究结果表明蔗糖 (甜味 )和奎宁 (苦味 )的混合物可以产生与酒精相同的口感 ,于是 S·Youngentob和 J·Glend2
inning提出出生前接触酒精很可能减少对酒精潜藏苦味的敏感性和 /或增加对其潜藏甜味的敏感性的假说。他们比较了青春

期大鼠对于酒精、奎宁和蔗糖口感的接受程度 ,发现出生前接触过酒精的大鼠比未接触过的更多地接受酒精 ,同时也更多地

接受奎宁的苦味 ,但是对于蔗糖甜味的接受程度并没有显著差别 ,结果提示出生前接触酒精降低了对酒精潜藏苦味的敏感

性 ,但并没有增高对潜藏甜味的敏感性。

接着 ,他们又进一步提出胎儿接触酒精还可能增加对酒精气味的积极行为反应。实验结果显示出生前接触过酒精的大

鼠还表现出了在酒精周围更多的嗅的行为 ,这提示了酒精气味的吸引力。

据此 , S·Youngentob和 J·Glendinning得出推论认为 ,这些结果可能为孕妇使用化学品如何反映在后代的行为中提供一

些参考。 ( Proc Natl Acad Sci, 2009, 106: 5359～5364) (宋 　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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