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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乎失明 40 年的老人，在某一天
“突然”能看到人行道，并能计算斑马
线的数量。这不是小说故事，而是基
因治疗的新突破。

该患者是一位 58 岁的法国男性，
此前被诊断为色素性视网膜炎（RP，
Retinitis Pigmentosa），这种病是一
种遗传性进行性疾病，病因与 71 多个
不同基因突变有关，目前全球已有 200 
多万人“深受其害”。

色素性视网膜炎是一种神经退行
性眼病，患者通常在儿童时期就开始
视力恶化。由于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
丢失，最终可导致完全失明。一旦患
上这种罕见病，往往意味着视力仅仅
局限于对光的感知，即患者能感受光
的存在，也能区分白天和黑夜，但是
眼睛不能分辨其他任何东西。

除了基因替代疗法可对疾病的早
期发作起效之外，目前尚无得到批准
的色素性视网膜炎治疗方法。

而本次患者接受的基因疗法叫光
遗 传 疗 法（optogenetic therapy），
研究人员表示，使用的技术叫做光遗
传视力恢复，这也是该技术首次用于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部分功能恢复。

5 月 24 日，相关论文以《光遗

传学治疗后盲人患者视力功能的部分
恢 复 》（Partial recovery of visual 
function in a blind patient after 
optogenetic therapy） 为 题 发 表 在 
Nature Medicine 上，美国匹兹堡大
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眼
科 专 家 何 塞· 阿 兰· 萨 赫（José-
AlainSahe）教授是该论文的第一作者。

在参加相关先锋临床试验时，这
名老人需要佩戴一款特制护目镜，上
面有专用摄像头，该摄像头可检测病
人周围环境的光强度变化，还能把拍
摄的图像转换成光脉冲，光脉冲被投
射到视网膜之后，被改造的神经细胞
即可被激活。

通过结合护目镜、基因疗法和光
脉冲，患者能用一只眼睛看到部分东
西。在测试期间，其有 92％的时间能
找到、并触摸在他面前的记事本。

使用光遗传学技术
从基因角度改变视网膜细胞

研究中，工作人员让患者视力最
差的一只眼睛接受玻璃体腔药剂注射，
注射内容是一种腺相关病毒（AAV），
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基因治疗方法，即
让病毒载体感染人体组织，从而带来

有益的有效载荷。
科学家们利用无害的腺相关病毒

作为载体，将来自绿藻的可以编码的
光敏蛋白 ChrimsonR 的遗传指令送入
患者的一侧眼睛，目标是改造视网膜
中央凹的神经节细胞。

上述基因只有藻类表达。其原理
是腺相关病毒使用了一种光敏蛋白组
合，可以激活 ChrimsonR 的视紫红质
通道蛋白的基因编码，该蛋白是一种
敏感蛋白，能够感知琥珀色的光。

这时，被激活的神经细胞会把信
号通过视神经传递到大脑，信息在大
脑中会被处理和合成视觉感知。使用
该办法，患者眼前物体发出的阵阵光
线可以刺激他的眼睛，从而增强此前
受损视网膜细胞的光感知功能。

注射 4 个半月后，研究人员开始
使用刺激光的护目镜，对患者进行系
统的视觉训练。研究人员解释称，刺
激光的护目镜使用了一种神经形态照
相机，它能从视觉世界捕捉图像，这
种照相机可以根据不同事件的不同像
素去检测强度的变化。然后，护目镜
可以把事件转化为单色图像，并通过
局部 595 纳米的光脉冲实时投影到视
网膜上。

在接受了 7 个月的治疗时间后，
被基因改变的细胞开始稳定，病人也
开始出现视力改善的迹象。首次可以
重新看见时，患者看到的景象是行人
过马路时的斑马线，这让他 “非常兴
奋”。

何 塞· 阿 兰· 萨 赫（José-
AlainSahe）表示：“我们提出的证据表
明注射一种光基因传感器表达的基因
治疗载体，（并）结合佩戴光刺激护目
镜，可以部分恢复只有光感知视力的
色素性视网膜炎患者的视觉功能，”

除了可以看到斑马线，在实验中，

在患者面前分别放置一个笔记本、饭
盒和不倒翁，他能成功感知物体的定
位、并对其进行触摸。

这说明引起感知的视觉过程足够
有效，也就是患者的眼睛可以朝向物
体，并能通过执行视觉运动任务来观
看物体。

在使用护目镜的情况下，他还可
识别盘子、杯子、电话、走廊里的一
扇门，以及发现房间里的一件家具。
实验结果表明，患者能以 78％ 的准确
率判断是否有倒下的杯子。

治疗前后身体未出现不适
84 周内眼睛均具备感知力

治疗中，患者戴着护目镜来让参
与治疗的眼睛去感知、定位、计数和触
摸不同的物体。在视觉感知过程中，研
究人员还给他戴上一顶非侵入性脑电
图（EEG，Electroencephalogram）帽，
实验中这顶帽子可以读出大脑皮层的
神经元活动，从而测量恢复的部分视
力。

患者被指示在实验前 5 秒闭上眼
睛，同时实验人员会把杯子放在桌子
上，然后患者被要求睁开眼睛，并给
他 15 秒以确定玻璃杯是否在桌上。

该论文的作者表示 ：“脑电图的记
录表明，视网膜的光遗传刺激引起的视
网膜活动会传播到初级视觉皮层，并
对其活动进行调节，”“这种皮层活动
会被量化为局部脑电图阿尔法能量振
幅的变化，当传递了足够的信息，就
能解码物体与无物体的刺激。”

在测试期间，戴上护目镜的患者
在 92％ 的时间内，能找到并触摸在他
面前的桌子上的笔记本。而在注射前、
或者没有佩戴护目镜、亦或是注射了
但不佩戴护目镜这三种情况下，他都
无法执行任何视觉任务。

在注射前和注射后，研究人员对
患者进行了眼科检查，并根据 84 周的
方法评估了视网膜的解剖结构。此外，
研究人员还评估了患者每次就诊时的
生命体征，并在注射前后对其进行了
全身检查和心电图。

在随访期内，患者没有出现眼内
炎症、视网膜的解剖结构未出现变化，
也没有眼部或全身其他部位的不适，
经过治疗的眼睛在 84 周的测试中均保
持着光线感知。

尽管其视力得到了一定恢复，但
是研究人员预计这名病人的视力不会
恢复到让他可以阅读或者识别面部的
地步，因为识别人脸需要非常高的分

辨率。不过，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
本次光遗传学的新进展必将给许多家
庭带来新希望。

据研究人员介绍，除了论文展示
的患者案例之外，该疗法已帮助部分
患者恢复了失去的视力，他们希望“这
一里程碑可让视力恢复疗法带来令人
兴奋的未来”。

目前，该方法仍处于实验阶段，
实际治疗估计还需要数年时间。即便
如此，也已经是很大的突破，犹他大
学医学院的眼科专家保罗·伯恩斯坦

（Paul Bernstein）评价称 ：“现在发生
的事情就像我在 26 年前刚从业时想象
的科幻场景。” （麻省）

洋葱表皮
带来材料研发新灵感

植物细胞壁的力学特性长期以来令人着
迷 ：既具有足以支撑植物形态的强度，又能
在不破裂的前提下延伸，对应力的非线性响
应方式甚至能够主动变化以适应植物在不同
阶段的生长需求。这些特性都是新型材料设
计研发者们梦寐以求的。但即使是在明确发
现了这些特性的 80 年后，科学家们仍未明晰
它们的成因。最近，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
学的一项研究对细胞壁进行了建模，向揭开
植物细胞壁独特力学性能背后的秘密迈进了
一大步。

这 项 研 究 于 5 月 14 日 发 表 在《 科 学 》
（Science）上，从全新的角度审视了植物细
胞壁。研究者们发现，植物细胞壁强度高、
延伸性好的力学性能主要归功于细胞壁内纤
维素框架的运动。细胞壁内的纤维素聚集成
束保证了强度，同时可以在细胞拉伸时彼此
滑动，带来了延展性。这一研究帮助生物学
家更好地理解了植物细胞的生长过程，并有
望为具有更好的强度与延展性的高分子材料
提供设计灵感。

“长久以来，对于植物细胞壁最普遍的
认识是‘细胞壁是由纤维素加固的胶质，如
同由钢筋加固的混凝土’”宾夕法尼亚州立
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这一研究的作者 Daniel 
Cosgrove 说，“但我们发现细胞壁的结构并
非如此。纤维素链粘连成束，纤维束形成了
网络，这种结构的力学强度比杆状纤维悬浮
在胶质中的结构高得多。而在细胞受到拉伸
时，有效地限制细胞壁扩展的并非其他成分，
正是彼此间能够发生滑动的纤维链。”

过去对植物细胞壁进行的建模研究尺度
不是过大就是过小 ：要么从宏观入手，并未
整合单个细胞的行为 ；要么从原子水平入手，
不能关注细胞壁实际的力学特征。在这项研
究中，研究者在细胞壁所含的聚合物（纤维
素和其他糖分子的长链）
水平上应用了粗粒度
计算模型，使用类
似弹簧的珠链结构
而非单原子建模来
表征纤维等成分，
希望能准确复制其
物理特性。

Cosgrove 说 ：
“ 与 其 他 模 型 不 同，
我们还对分子间的非
共价键进行了建模，显示
出分子相互粘附的趋势，这

使得我们能够研究链之间的相互作用。”
团队对洋葱表皮细胞的细胞壁结构进行

了建模，以将模型给出的力学特性与洋葱皮
实验得到的实际数据进行比对。通过以多种
方式拉伸洋葱细胞壁，研究者探索了其独特
力学特性背后的结构。

“植物细胞壁很独特，它需要足够坚固，
为植物提供保护和支持作用，但又要同时具
有延展性，使自身能够在植物生长时扩展。”
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的生物博士后研究者 Yao Zhang 说，“我们
发现纤维素的微纤维承担了大部分的张力，
这是维持细胞壁强度和延展性的关键。”

研究者确认了纤维素的单个纤维之间的
并列粘附关系。在纤维束形成的网络中，超
细纤维会在细胞被拉伸时伸缩式滑动，将力
在网络中传导，最终导致了细胞的延伸。

“早在很久以前，研究者们就已经在干、
湿等不同条件下，对植物细胞壁的应力和应
变等力学性能的变化进行了测量。”Cosgrove
说，“但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在分子水平
上对这些测量结果进行解释。在这一研究
中，我们阐明了植物细胞壁中各成分的作用，
并为植物研究中解释性的实验提供了定量框
架。”

对于那些研究植物细胞壁特性及其调节
机制的课题来说，这项研究提出的见解可能
尤其有用。例如，茎部新芽在春季迅速伸长，
而果实却会长成球形。

研究人员希望将研究模型的适用范畴进
一步扩展，用来模拟其他植物物种的细胞壁，

同时将模拟规模扩展到整
个细胞。

“ 从 细 胞 壁 所
具有的强度和延

展 性 这 一 点 来
看，人类技术
目前还无法与
大自然相提并
论 。” Z h a n g
说，“植物细胞
壁的鬼斧神工
或 许 将 为 绿 色

材料多种多样的
设计与应用提供新
的启示。”

（武大可）

抽象分类思维从何而来？
小鼠能告诉你答案

分类是大脑用于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几乎所有事物的工具。将信息进行分
类，可以简化我们对复杂世界的认识，帮助
我们快速、有效地应对新的体验。日前，德
国马克斯·普朗克神经生物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of Neurobiology）的科学
家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出人意料，小鼠也具
备很好的分类能力。研究人员确定了编码学
习分类的神经元，并证明了抽象信息是如何
在神经元水平上体现的。

假设一名幼儿正在看一本新的图画书。
这时，他突然指着一幅插图，喊着“椅子”。
孩子说对了，但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没什么特
别的。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认出各种各样的
椅子，并称之为“椅子”。然而，这对于幼儿
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学习过程。做到这点需
要把书中画的椅子和我们所知的椅子联系起
来，而且这些椅子还可能有不同的形状或颜
色。这个孩子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答案就是我们思维的基本要素——
分类。该研究的第一作者 Sandra Reinert 说：

“每当小孩遇到一把椅子，他就会记住这样的
经历。根据椅子与椅子之间的相似性，小孩
的大脑会将椅子的属性和功能抽象成‘椅子’
类别。这就使得小孩可以很快地将新椅子与
它所属的类别以及所包含的信息联系起来。”

我们的大脑会不断地进行分类 ：不仅在
童年时期对椅子进行分类，而是对于在任何
年龄阶段遇到的任何信息，我们都会将其进
行分类。这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这

项研究的资深作者 Pieter Goltstein 说 ：“我
们的大脑正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简化和组
织我们的世界。如果没有分类，我们就不能
如此高效地与环境互动。”换句话说，如果没
有这种能力，那么每遇到一把椅子，我们都
要经过学习才知道可以坐上去。因此，将感
觉输入进行分类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但大
脑实现这一功能的潜在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
未知的。

小鼠的分类能力好得出奇

Sandra Reinert 和 Pieter Goltstein
与马克斯·普朗克神经生物学研究所的研
究 组 组 长 Mark Hübener 和 主 任 Tobias 
Bonhoeffer 一起，研究了大脑如何存储像习
得分类这样的抽象信息。由于这很难在人类
身上进行研究，科学家们检验了小鼠的分类
方式是否与人类相似。为了验证这一点，他
们向小鼠展示了不同的条纹图案图片，并限

定分类规则。其中一组小鼠根据条纹的宽度
将图片分成两类，另一组则根据条纹的方向
进行分类。研究发现，小鼠能够学习各自的
分类规则，并正确地将图片分类到正确的类
别。经过最初的训练阶段后，它们也能把之
前没见过的条纹图案归类到正确的类别中，
就像那个拿着新书的小孩一样。

不仅如此，当研究人员改变分类规则时，
小鼠也会忽略之前学过的东西，根据新的规
则重新分类图片——这也是我们人类在学习
新事物时一直在做的事情。因此，这项研究

首次证明了小鼠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精度
进行分类，从而接近我们的抽象能力。

神经元逐渐发展出分类表征

有了这项发现，研究人员就能在小鼠大
脑中研究分类的基础。他们关注的是前额叶
皮层——人类参与复杂思维过程的大脑区域。
研究表明，当小鼠把条纹图案进行分类时，
这一区域的某些神经元被激活。有趣的是，
不同神经元组会对不同分类选择性地作出响
应。

Tobias Bonhoeffer 解释道 ：“小鼠大脑
中分类 - 选择神经元的发现是一个关键点。
这使得我们第一次能够观察到这些神经元从
学习分类开始到结束的活动。这表明神经元
的分类能力不是立即获得的，而是在学习过
程中逐渐形成的。”

分类 - 选择神经元是长期记忆的一部分

科学家们认为，只有当获得的知识从短
期记忆转变为长期记忆时，前额叶皮质中的
分 类 - 选 择 神 经 元（category-selective 
neurons）才会发挥作用。在那里，这些细胞
将这些分类作为语义记忆的一部分储存起来，
其中语义记忆是所有事实知识的集合。在这
个背景下应该记住，我们学习的分类技能是
大脑用以更简单地认识世界的方式。然而，
这也意味着这些分类不一定是“对的”，或正
确地反映了事实。

通过研究小鼠的分类学习，该研究为理
解抽象思维的神经元基础增加了重要的细节，
并提醒我们复杂的思维并不仅仅是人类独有
的。 （胡琦琳）

本次研究用到护目镜。

参与实验的患者。 非侵入性脑电图（EEG）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