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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达累斯萨拉姆8月8日电 （刘姝麟）
由人民日报海外网和非洲华文传媒集团合作创
办的非洲新闻网，今天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
萨拉姆正式上线。这是海外网在海外开办的第
12个国家和地区频道，标志着人民日报海外版
实施的“报网融合、全球本土化布局”发展战
略在非洲正式启动。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吕友清出席上线仪式
并致辞。他说：“中非之间经贸关系密切，中非
人民沟通交流需要平台、需要纽带，人民日报
海外网非洲新闻网就是新的平台、新的纽带。”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王咏赋在上线仪
式上表示，面向世界，走向海外，不断扩大传
播力和影响力，是时代提出的要求，也是海外
版和海外网的战略发展方向。我们将坚定不移
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努力扩大海外影响力，
积极影响海外舆论，为海外读者提供更有用、
更贴心、更便捷的服务。

“网络无国界，四海皆亲朋”。王咏赋提
出，非洲新闻网上线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和海外
网为非洲华侨华人服务的一个新起点。希望海
外网非洲新闻网成为非洲最权威的本土化中文
网站，并成为中非之间的团结之桥、合作之桥。

非洲华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南庚戌认为，向

世界介绍中国是每个海外华侨华人的责任。“请
大家记住两个网址，一个是 www.haiwainet.cn，
另一个africa.haiwainet.cn。第一个网址，是人民日
报海外版官方网站海外网，这是我们全球华人的
网上家园；第二个网址是海外网非洲新闻网，这
是未来大家了解中非经济贸易文化服务咨询等
信息的最权威可靠的平台。”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龚建忠、坦桑尼

亚中国总商会会长黄在胜、坦桑尼亚 SIBUKA
传媒集团总裁乔治·南加拉先后致辞，祝贺海外
网非洲新闻网上线。海外网总编辑姚小敏、海
外网副总编辑聂传清、坦桑尼亚外交部新闻局
新闻发言人 Mindi Kasiga 与非洲华侨华人社团
领袖、中资企业负责人等 200 多人出席上线仪
式。同时，正在参加“中非公共外交论坛”的
嘉宾也出席了本次仪式。

人民日报海外网非洲新闻网上线人民日报海外网非洲新闻网上线

从8月6日开始，已经出生两个多月的大熊猫宝宝在比利时天堂
动物园正式亮相，吸引了很多游客。6 月 1 日，6 岁的中国大熊猫

“好好”在比利时产下一只雄性幼崽，这是首只在比利时出生的大熊
猫。图为大熊猫宝宝。 新华社记者 龚 兵摄

8月9日上午，“影印文津阁
本《四库全书》捐赠仪式”在故
宫博物院举行。

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政府向故
宫捐赠影印文津阁本 《四库全
书》 一套，并将按照经、史、
子、集四部分别安放于故宫博物

院内的文渊阁、昭仁殿中。
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原

大原色原样复制，全套共计 3.6
万余册。

图为文渊阁中的影印文津阁
本《四库全书》。

本报记者 陈振凯摄影报道

故宫获赠影印《四库全书》

本报广州8月9日电（记者
罗艾桦、贺林平）中国首个高级
法院破产审判庭（执行裁判庭）今
天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挂牌成
立，主要负责审理企业破产案件、
企业强制清算案件；协调指导全
省法院开展执行转破产工作；审
理执行诉讼案件，与实体权利有
关的执行异议、执行复议等案件。

此前，广州、深圳、佛山、茂名

4个中院被确定为全国第一批破
产审判方式改革试点单位，在强
制清算程序向破产程序的转化及
衔接、构建破产管理人考核和监
管保障体系、小额破产案件快审
程序、破产案件绩效考核、债权
人会议表决机制等方面开展改
革。其中，清算转破产、小额破
产案件等经验可运用于“僵尸企
业”清理工作。

广东高法破产审判庭成立

8 月 8 日，“2016
国际军事比赛”“空降
排”项目赛在俄罗斯
南部新罗西斯克市展
开。俄罗斯、中国、哈
萨克斯坦等多国代表
队参加了今年的“空
降排”比赛。

本届国际军事比
赛7月30日在俄罗斯
莫斯科州开赛，为期
15 天。图为中国队 03
式空降步兵战车参加
比赛。

新华社记者
白雪骐摄

中国“基因剪刀手”集体崛起

“完美人类”会诞生吗
健康、聪明、美丽……这些人人向往的优良品质，能够完美集成

在一个人身上吗？在生命之初的胚胎阶段，基因编辑技术的运用能够

完善基因的表达和功能，减少先天性疾病、显现优质性状，使“完美

人类”的诞生成为可能。

一些先锋科学家希望通过研究，在未来10年内合成一个完整的

人类基因组。当然，涉及人类基因的研究必须经历严格的伦理审视。

基因编辑技术目前不能逾越红线，用来制造“完美人类”。

新一轮方兴未艾的基因研究浪潮中，涌现不少中国面孔，中国

“基因剪刀手”正在集体崛起。

比利时：熊猫宝宝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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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将编写“生命天书”

“基因剪刀”技术，正式学术名称是基因编辑
技术，兴起仅 3年就风靡全球生物医学研究机构，
成为人类可能改造自身的利器。

众所周知，脱氧核糖核酸（DNA）是重要的遗传
物质，它呈螺旋互绕的双链结构，在 DNA 链条上，
一个具有某种功能的片段就是基因。基因编辑技术
可以断开 DNA 链条，对其进行改动，然后重新连
上，就像人们写作时编辑文字那样。由于对DNA链
条有剪断操作，它又被形象地称为“基因剪刀”。

基因组常被称作是“生命天书”。1990 年至
2003年，美英法德日中6国科学家共同实施了“人
类基因组计划”，推动了基因测序技术发展，掌握
了阅读“生命天书”的能力。

“基因剪刀”的出现，使得科学家们可以编写
“生命天书”。

今年 6 月，全球 25 名基因研究领域的科学家
联名在 《科学》 杂志上宣布，今年内将启动“人
类基因组编写计划”，目标包括在10年内合成一个
完整的人类基因组。

“我们希望更好地了解人类基因组，并推动基
因编辑和合成技术的发展。”30岁的中国学者杨璐
菡说。她是“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最年轻的发
起人之一，目前在哈佛大学从事基因研究。

全球最流行的“基因剪刀”是 2013 年兴起的
CRISPR－Cas9技术，主要发明者之一是出生在河
北石家庄的美籍华人科学家张峰。

中国基因研究从追随到领先

今年 8 月，中国科学家将在全球首次利用
CRISPR－Cas9技术进行人体临床试验。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教授卢铀领导的团队将用这一技术改造
免疫细胞，并注射入病人体内，以治疗非小细胞
肺癌。

在全球首次运用“基因剪刀”修改人类胚胎
基因的，也是一位年轻的中国科学家。2015 年，
中山大学“80 后”科学家黄军就利用这一技术修
改人类胚胎中可能导致β型地中海贫血的基因。
黄军就也因此被 《自然》 杂志列入全球十大科技
人物。

另一位因为运用“基因剪刀”而获得 《自
然》 杂志奖项的中国科学家是高彩霞。她是中国
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植物生物学
家，她与同事在全球率先在农作物特别是小麦和
水稻上，成功使用了这项简洁的革命性基因编辑
技术。

以“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为代表的上一轮
基因研究浪潮中，中国科学家处于追随的位置。
这是因为主要基因测序工具都是国外科学家发明
的，而中国科学家承担的工作量只占整个计划的
1%。

今天，许多在中国完成的基因编辑工作具有
开创性。黄军就对人类胚胎基因的编辑是世界首
次，且在国内完成。高彩霞则在中国解决了小麦
基因编辑的全球性难题。

生命完善的新蓝图和新伦理

“基因剪刀手”们将给未来生活带来多大改变？
从近期来看，基因编辑技术可以促进相关医疗

领域的发展，从而为治疗疾病开辟新的途径。例如
黄军就的研究成果为治疗一种在中国南方儿童中
常见的遗传疾病——地中海贫血症提供了可能，而
卢铀将开展的临床试验是试图通过修改免疫细胞
的基因来达到治疗肺癌的目的。

目前，全球具有器官移植需求的病人不在少
数，而捐献的器官数量有限。异种器官移植也被“人
类基因组编写计划”列为6个先导项目之一。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用猪培育可供移植的器
官。目前的技术障碍之一是猪体内存在一些有害基
因，可能给人类带来新的疾病。2015年，杨璐菡等科
学家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去除了猪基因组中62个有
害基因，扫清了猪器官用于人体移植的一大障碍。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只是提
出合成人类基因组，并不涉及胚胎，没有提议在基
因组基础上制造所谓的“无父母婴儿”。尽管如此，
仍然多有伦理方面的质疑。涉及人类基因的研究，
必然要经历严格的伦理审视。

2015年底，中美英等多国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在
华盛顿举行“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会后声明画
出的红线是，禁止出于生殖目的而使用基因编辑技
术改变人类胚胎或生殖细胞。这意味着，用“基因剪
刀”帮助自己治病可以，但不能用它来制造“完美的
下一代”。 （据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8月 9日，山东烟台海昌鲸鲨海洋公园的“海底奥运会”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来观赏。潜水员们在海洋动物的环绕下，参加足球、吊环、双
杠、自行车等“赛事”，为观众带来精彩表演。 唐 克摄（新华社发）

“海底奥运会”吸引游客

本报上海8月9日电（记者
曹玲娟） 中国国有电影第一股、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9日成功
登陆A股市场，正式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股票简称
为“中国电影”，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46700万股，发行价格为
8.92元1股。

自成立以来，中国电影股份
有限公司不断创新影视经营模
式，建立完善专业的影视制片制
作业务体系，《建国大业》《建党

伟业》成为主旋律影片市场化运
作的典范；《中国合伙人》 等商
业影片开创了国内主流电影商业
化运作新格局；《狼图腾》 等人
文商业元素兼备的主流大片，成
功打入国际电影市场。

据悉，中国电影此次上市后
募集的资金将服务于公司的战略
发展规划，包括补充影视剧业务
营运资金、数字影院投资、数字
放映推广、购买影院片前广告运
营权等项目。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本报北京8月9日电（记者
葛亮亮） 由中国书院学会、中国
书院研究中心、岳麓书院、白鹿
洞书院和七宝阁书院联合主办的
第六届“书院传统和未来发展论
坛”日前在京召开。本届论坛主题
为“家教、家训、家风与当代家庭
文化建设”，来自学术界、传统书
院、现代书院、学堂以及高校文化

类社团的180多名代表参会。
论坛组委会主席、北京大学

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认为，“家是
最小国，国是千万家”，重视家
教、家训、家风不仅是小家庭的
事，更是整个社会的大事。教育
要以身教来引领学生、带动家
长、影响社会，只有家风好了，
整个社会才会风清气正。

专家研讨书院传统与发展专家研讨书院传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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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际军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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