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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实现了对“生命密码”的改写，
两位女科学家詹妮弗·杜德纳和埃马纽
尔·夏彭蒂耶摘得 2020 年诺贝尔化学
奖。她们发明的基因修饰方法 CRISPR-
Cas9 现如今已经在全球各大实验室开
展了使用。用“基因剪刀”改写“生命密
码”，未来是否能彻底解决人类的基因遗
传疾病？

重写“生命密码”，“基因治疗”
的革命性技术

在获奖之前，CRISPR-Cas9 基因组
编辑技术一直被业界认为是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的最大热门之一，前两届一直
呼声很高，此次终于获奖也被认为是实至
名归，只不过捧得的是诺贝尔化学奖。

CRISPR-Cas9 被誉为“基因魔剪”，
是目前基因编辑领域最前沿的办法，也
是基因治疗的一项里程碑式技术。

什么是基因治疗？“基因治疗是将外
源基因通过一些高新技术，靶向导入细
胞，从而纠正和补偿有缺陷基因导致的
疾病的一种生物医学技术。”南京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系
主任陈熹教授告诉记者，基因治疗按操
作可以分为基因矫正、基因置换、基因增
补或者基因失活。通俗地说，要么矫正
坏的基因，要么换掉一个，或放进去一个
新东西来补偿它失去的作用，或把这个
坏的基因沉默掉。

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有一些比
较有远见的科学家提出了基因治疗的相
关概念。1990年，被誉为基因治疗之父
的威廉·弗兰奇·安德森成功完成了首例
基因治疗人体试验，激发国外大量医疗机

构和医药公司涌入基因治疗这个领域。
但没几年基因治疗就发生了陷入低

谷的事件，18 岁的男孩杰西格尔辛格，
在参加宾州大学 I 期临床试验的时候，
发生了由于病毒载体引发的强烈免疫排
斥 ，导 致 全 身 器 官 衰 竭 而 死 亡 。 从
2004 年发展至今，大家又回归了理性，
将研究重点回归于技术开发本身，而不
是急于在技术不成熟的时候开展临床试
验。通过这一阶段研究，相继发展出了
三个革命性的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就是
其中之一。

“基因剪刀”既能剪辑，还能修正

“DNA（脱氧核糖核酸）是储存人类遗
传信息的重要物质，基因上携带的信息状
况，便决定了人类的外部展现。因此，通

过‘基因剪刀’剪辑、修饰或是替换基因
上的信息，可以实现功能分子蛋白质的
调控，理论上实现治疗任何疾病的可
能。”陈熹教授告诉记者，“基因剪刀”是
中文的一个形象比喻，它不是一把真正的

“大剪子”，而是一种具有RNA导向的核酸
酶，能够通过DNA（脱氧核糖核酸）剪切技
术治疗多种疾病，有时又像“涂改液”一
般，将基因上错误的信息进行修正，是近
年来炙手可热的一种基因治疗方法。

通过对 DNA 的修剪，科研人员可以
关闭某个基因或引入新的基因片段，从
而达到治病目的，非常高精度地改变动
物、植物和微生物的DNA。

此 次 获 奖 的 两 位 科 学 家 发 明 的
CRISPR-Cas9，是对靶向基因进行特定
DNA 修饰的技术，是目前基因编辑领域

最前沿的方法，被誉为“基因魔剪”。
CRISPR 是基因组 DNA 上的一段特殊的
序列，源于细菌及古细菌中一种获得性
免疫系统，能够识别出入侵细菌的病毒，
并通过一种特殊的酶破坏入侵的病毒。
天然的 CRISPR-Cas9 基因剪刀可以识
别病毒中的 DNA，但是今年被授予诺贝
尔化学奖的两位科学家证明了我们可以
控制它们，以便在预定位点切割任何
DNA 分子。在此之前，研究人员若要发
现生命的内部运作原理，就需要修饰细
胞中的基因。这项工作曾经十分耗时、
困难甚至有时是不可能。而使用 CRIS-
PR-Cas9 基因编辑工具，现在可以在几
周的时间内更改生命编码。

两位科学家能够获奖，赢在了
首次体外证明

根据公开的报道信息，多位科学家
都在“基因剪刀”的研发中作出贡献。比
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博德
研 究 所 张 锋 实 验 室 ，他 们 成 功 改 造
CRISPR 系统，实现了在哺乳动物细胞

（包括人类细胞）中的基因组编辑。
但最终获得诺贝尔奖认可的是詹妮

弗·杜德纳和埃马纽尔·夏彭蒂耶，对此
陈熹认为，这与两位科学家在《科学》杂
志发表的论文有着密切关系。2012 年
6 月，詹妮弗·杜德纳和埃马纽尔·夏彭
蒂耶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证明了
CRISPR-Cas9可以进行基因编辑。

论文中，两位女性科学家带领的研
究团队首次在体外证明使用 Cas9 的
CRISPR 系统可以切割任意 DNA 链，指
出 CRISPR 在活细胞中修改基因的能

力。这是最早发表的把细菌天然免疫系
统演变成 CRISPR-Cas9 基因编辑工具
的工作。

人类基因遗传疾病未来或将
得到彻底解决？

陈 熹 介 绍 ，目 前 基 因 修 饰 方 法
CRISPR-Cas9已经在全球各大实验室广
泛使用，作为流行的基因编辑技术，科学
家通过它可以高效、精确地改变、编辑或
替换植物、动物甚至是人类身上的基因，
经过改造的 CRISPR 技术被广泛地应用
于农业和生物医药领域。

有了这样一把“大剪子”，是否意味着
人类的基因遗传疾病将得到彻底解决？
陈熹表示“基因剪刀”也有着较为明显的
缺陷，脱靶效应一直是阻碍其应用的关
键障碍之一。在基因中，长相颇为相似的
信息数量极多。因此，“基因剪刀”在对基
因信息进行修饰时，很容易出现“误伤”或
是“路痴”的状况，存在着小概率的“跑
偏”，不小心伤及其他基因，这便是基因
编辑中的“脱靶”。这个问题对于日趋精
准的医学治疗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也是
科学家们不懈奋斗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基因编辑所面临的伦理
争端，也是科学界普遍存在争议的话题
之一。“我们如果对生殖细胞进行治疗，
稍微过线一点，可能将修饰基因传给后
代从而扩散到人群中，也可能定点改变
人的正常特性。”陈熹介绍，目前，基因编
辑不可以在能发育成人的胚胎细胞上进
行操作。但在未来，一些遗传病的基因
编辑早期临床试验获得允许，也并不是
没有可能。 本报记者 杨频萍

重写“生命密码”，两位女科学家诺奖“折桂”

“基因剪刀”能否“剪”掉基因遗传疾病？

加深我们对世界认知的又一
个里程碑

“诺贝尔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奖
励突破人类认知的一些新发现，黑洞就
是这样一个例子。”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
文台研究员刘四明说，以前，很多人都不
相信黑洞是真实存在的，但是现在大量
的天文学观测证明，黑洞确实存在于宇
宙中。而 201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
了研究“双黑洞合并引发的引力波”的三
位科学家，以及 2019 年第一张黑洞照
片的问世，使得今年的诺贝尔奖花落黑
洞“并不让人意外”。

科学研究需要好奇心和想象力，天文
学更是如此。刘四明认为，突破人类认知
的、原创性的科学发现，更多的源于科学
家们的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人类之
所以跟很多其他生物不一样，是因为人类
有理性、会思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
去探测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从这
种意义上讲，诺贝尔奖颁给黑洞研究者，
正是激励人类不断拓宽、加深我们对生存
的世界认知的又一个里程碑。”

今年物理学奖的黑洞“获奖组合”，
前者是理论研究，后者是天文观测，它们
既是物理与天文的完美结合，也是理论
与实践的统一。

罗杰·彭罗斯的获奖理由是“发现广
义相对论预测了黑洞的形成”。南京大
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王祥玉告诉
记者，作为牛津大学数学系名誉教授的
彭罗斯是霍金多年的好友，在业界眼里，
他与其说是一位物理学家，不如说是一
位数学家和数学物理学家，他对物理的
最大的贡献都和数学相关。

提出“预见”广义相对论的爱因斯坦
并不相信黑洞的存在，但彭罗斯通过严
谨的数学逻辑证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
对论能够有力地预测黑洞的形成。

彭罗斯建立的一个数学定理表明，基
于几个合理的假设（通过使用当时大部分
物理学家并不熟悉的整体/拓扑技术），一
颗坍缩中的、质量过大的恒星最后会在时
空中坍塌形成一个奇点，并在其周围形成

一个封闭的空间，能够把光也束缚在其
中。在这个中心的奇点处，密度和时空
曲率都被预期会变得无穷大的地方——
为我们提供了现在称之为“黑洞”的物体
的一个图像。爱因斯坦的经典广义相对
论将不再适用，黑洞可以形成。

莱因哈德·根泽尔和安德里亚·格兹
则通过观测“发现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
量黑洞”。“两位科学家在上世纪 90 年
代初就一直专注于银河系中心区域的观
测研究，通过自适应光学系统，修正大气
扰动对恒星的观测位置带来的干扰，他
们系统分析了银河系中心区域几十颗恒
星的运动特征，最终在银河系中心发现
了一个非常重且看不见的物体。这个神
秘的物体就是黑洞。”刘四明说。

仰望星空 30 年，近 10 年方
“开花结果”

“这三位获奖者都至少在该领域有
30 年的耕耘，在最近 10 年才慢慢到开
花结果的时候。罗杰·彭罗斯的研究更
远远超过 30 年。”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
科学学院教授李志远告诉记者，“黑洞”
获奖非常令人惊叹，但又在情理之中。
诺奖级别的成果往往都是耕耘数十年的
重大成果和发现。

李志远告诉记者，以这三位当中最
年轻的美国科学家安德里亚·格兹为例，
1992 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后，到加州大学做助理教授开始就从事

黑洞研究。德国科学家莱因哈德·根泽
尔就更早一些进入该领域，在美国著名
的马克斯·普朗克地外物理研究所开展
工作。“这两位科学家各自领导着一个天
文学家小组，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
他们一直专注于银河系中心一个叫做人
马座 a*的区域，所用的都是 10 米级大
口径、探测能力最强的望远镜，监测围绕
黑洞运转的一些恒星，绘制出恒星的运
行轨道。”

“这样的轨道最短的周期也在十几
年左右，所以你必须要监测十几年以
上。”李志远告诉记者，30年间轨道周期
最短的已经走了将近两圈，最外面的恒
星轨道刚刚或是接近走完一圈，所以距
离银河系中央最亮恒星的轨道已经被越
来越精确地绘制出来。

李志远说，这两组人的测量结果一
致，在这些恒星运转的轨道上，都发现了
一个共同的“沉重”焦点。大约 400 万
个太阳质量聚集在一个不比我们的太阳
系大的区域，牵引着恒星以令人眩晕的
速度四处奔波。“这个超大质量物体，为
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黑洞在宇宙中真实
存在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这是一项开
创性的工作。”

利用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两位科
学家也发明了一种观测方法，“因为地面
上的望远镜穿过大气层看宇宙，需要克
服大气的湍流，他们通过激光束来实时
测定湍流的效应，并某种程度上抵消其

影响，达到望远镜衍射极限，改进了观测
技术并致力于长期研究。”李志远说。

李志远告诉记者，在美国有段时间他
曾在世界知名的银河系中心组工作，安德
里亚·格兹是核心成员和领导者之一。

“近10年我们与那边一直保持学术交流，
今年我们就有一篇论文与安德里亚·格兹
那边合作。”李志远说，安德里亚·格兹首
先是一位非常严肃的科学家，她发论文的
周期都很长，但每一篇论文都是业界的标
杆，可以说是30年将一个事情做到极致，
她也很少去考虑其他方向的问题研究。

未来，虫洞是否也会被证实
存在？

四年中获得三次诺贝尔物理学奖，
很多人戏称天文学成了最大赢家。在刘
四明看来，这不仅是对黑洞领域理论和
实验工作的认可，更会进一步激发该领
域的科学家探索宇宙的奥秘。

“这些年关于引力波的探测，以及黑
洞成像观测，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进展，但
是放在黑洞研究的整个框架下看的话，
这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刘
四明认为，黑洞的性质非常神秘，还有许
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比如黑洞的形
成机制是什么，怎么演化，将是一个非常
有挑战性的课题。”

他举例说，在引力波探测中，科学家
们看到的是两个质量比较大的黑洞相互
绕行，最后变成一个黑洞，由此产生非常

强的引力波。但在观测到引力波之前，
并没有天文学家预言有这样的双黑洞系
统存在，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双黑洞系
统是怎么形成的，依然还不是很清楚。

此外，超大质量黑洞是怎么形成
的？目前，人类用已有的观测手段观察
到的黑洞有两类，一类是小于10个太阳
质量的黑洞，一类是 100 万个质量以上
的超大质量黑洞。后者主要存在于星系
的中心。“宇宙本身的寿命是有限的，但
是现在的科学观测发现，在宇宙非常年
轻的时候，也有超大质量黑洞存在的证
据，那么这种黑洞又是怎么形成的？”像
这些未解决的科学问题，都还有待科学
家们持续深入地开展研究。

曾经，黑洞只是科幻小说里面的一
个概念，现在变成了真实的存在，并成为
科学研究的前沿。那么在未来，虫洞是
否也会被证实存在呢？

“虫洞，首先是从数学上有人提出这
样一个可能性，然后从科幻的角度来看，
人们认为如果有虫洞的话，我们就可以
通过这个捷径从一个星系很快地穿越到
另外一个星系。但是根据现在我们所掌
握的物理和天文知识，这是不可能实现
的，或者说虫洞是无法形成的。”刘四明
告诉记者，现在已有科学家试图通过引
力波的探测来看看有没有虫洞存在的可
能，如果能够证实，整个天文学和宇宙学
的认知都要产生非常大的改变。

李志远说，黑洞的挑战性和吸引力
一直很大，以视界望远镜来说，它第一个
目标就是银心的黑洞，“虽然首张照片拍
摄的是室女座椭圆星系 M87 中心的超
大质量黑洞，但主要是因为观测角度和
数据分析相对容易，未来我们可以期待
银心黑洞照片的发布。”

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大
卫·哈维兰所说，“今年获奖者的发现为
紧凑和超大质量物体的研究开辟了新天
地。但是，这些奇异的物体仍然提出了
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解答，并激励了
未来的研究。”

本报记者 杨频萍 蔡姝雯
供图：视觉中国

2020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花落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花落““黑洞黑洞””——

向突破人类认知的新发现致敬向突破人类认知的新发现致敬
有科学家说，宇宙是未来重大科学发现的温床，有许多的秘密会来自于天上。

黑洞，“吸”走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奖项一半授予罗杰·彭罗斯，另一半授予莱因

哈德·根泽尔和安德里亚·格兹，前者是因为“发现广义相对论预测了黑洞的形成”，后者则

因为“发现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正如颁奖人所表示，今年的奖项关乎“宇宙最黑暗的秘密”——三位获奖人都因在黑洞

研究方面所做的卓越贡献而获奖。诺奖花落“黑洞”意味着什么？记者联系到中国科学院

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的专家为我们解读。

发现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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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敬畏生命、心怀宇宙。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化学等自然

科学奖项，分别颁给了三位“丙肝病毒猎手”、三位“黑洞猎手”和两位“基因剪刀手”。

百年诺奖的风向标，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年，指向了对生命和宇宙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