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
电（记者张莹）长期以来，基
因突变的随机性一直是生
物演化理论的基础，然而这
个生物学经典观点受到一
项新研究的挑战。

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戴维斯分校和德国马
克斯·普朗克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的研究人员日前在英
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
说，他们通过拟南芥实验发
现，基因突变并非是随机
的，而是以某种对植物有益
的方式进行。这一新发现
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

对进化的理解，有望帮助科
学家培育出更具优良性状
的作物，甚至帮助人类开发
对抗癌症等疾病的新疗法。

基因突变是指 DNA（脱
氧核糖核酸）发生了无法修
复的碱基对组成或顺序改
变。现有理论认为，最初的
基因突变是随机的，自然选
择决定了能够在生物体中
观察到哪些突变。

这一国际团队在实验
室中培育拟南芥并对其进
行DNA测序，以发现其突变
是否存在深层次规律性。

相比人类基因组由 30

亿个碱基对组成，拟南芥基
因组仅包含 1.2 亿个碱基
对，被认为是理想的遗传实
验模型植物。

研究团队发现，拟南芥
基因组存在低突变率区域，
并且这些低突变率区域出
现了生存必需基因的过度
表达，例如参与细胞生长的
基因。在这些低突变率区
域，基因的突变率降低 50%
以上，生存必需基因突变率
甚至下降三分之二。

研究人员解释说，基因
组中这些真正重要的区域
对新突变的有害影响也很

敏感，因此DNA损伤修复在
这些区域特别有效。

研究人员还发现，DNA
被不同类型蛋白质包裹的
方式可以很好地预测基因
是否会发生突变，这意味
着可以预测哪些基因比其
他 基 因 更 有 可 能 发 生 突
变。

论文通讯作者、德国马
克斯·普朗克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科学主任德特勒夫·魏
格尔表示：“这种植物（拟南
芥）已进化出一种方法来保
护它最重要的地方不受突
变影响……这令人兴奋，因
为我们甚至可以利用这些
发现来思考如何保护人类
基因免于突变。”

一项新研究挑战基因随机突变理论

1 月 15 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人们在极寒天气
中出行。加拿大多伦多 14 日至 15 日遭遇极寒天
气，最低气温达到约零下 20摄氏度。

新华社发（邹峥摄）

加拿大多伦多遭遇极寒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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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加海底火山喷发汤加海底火山喷发 多国发布海啸预警多国发布海啸预警

荷兰郁金香日免费送花数千束荷兰郁金香日免费送花数千束
新华社北京新华社北京 11 月月 1616 日日 荷兰荷兰 1515 日迎来一年一度的日迎来一年一度的““国家国家

郁金香日郁金香日”，”，花商用船载着数千束郁金香花商用船载着数千束郁金香，，沿首都阿姆斯特沿首都阿姆斯特
丹运河航行丹运河航行，，把一束束五颜六色的郁金香抛给岸上行人把一束束五颜六色的郁金香抛给岸上行人，，为为
新冠疫情中的人们带来欢乐新冠疫情中的人们带来欢乐。。

郁金香日标志着荷兰为期约郁金香日标志着荷兰为期约 33 个半月的郁金香花季正个半月的郁金香花季正
式拉开帷幕式拉开帷幕。。往年这一天往年这一天，，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达姆广场都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达姆广场都
会临时摆放郁金香花坛供人参观会临时摆放郁金香花坛供人参观。。然而然而，，根据防疫措施根据防疫措施，，荷荷
兰多地目前仍限制大规模人群聚集兰多地目前仍限制大规模人群聚集，，郁金香日活动组织者郁金香日活动组织者
于是想到沿运河免费送花于是想到沿运河免费送花。。

美联社援引美联社援引““荷兰郁金香推广联合会荷兰郁金香推广联合会””主席阿尔扬主席阿尔扬··斯斯
米特的话说米特的话说，，疫情持续让人沮丧不安疫情持续让人沮丧不安，，希望送出的郁金香花希望送出的郁金香花
束能让更多人露出欢颜束能让更多人露出欢颜。。荷兰从荷兰从 1515日起放宽部分新冠防控日起放宽部分新冠防控
措施措施：：大学复课大学复课、、运动场所重新开放运动场所重新开放、、一些商店恢复营业一些商店恢复营业。。

据美联社报道据美联社报道，，荷兰皇家花卉拍卖公司去年销售额达荷兰皇家花卉拍卖公司去年销售额达
5656 亿欧元亿欧元（（约合约合 406406 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创历史新高，，植物和鲜植物和鲜
切花价格上涨是主要原因切花价格上涨是主要原因。。 （（欧飒欧飒））

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
电 综述：汤加海底火山喷
发 多国发布海啸预警

南太平洋岛国汤加的
洪阿哈阿帕伊岛 14 日和 15
日发生火山喷发，首都努库
阿洛法观测到海啸。日本、
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斐
济、萨摩亚、瓦努阿图、澳大
利亚和智利均发布海啸预
警。专家指出，事发地火山
口已苏醒，喷发活跃期可持
续数周甚至数年，尚不清楚
目前是否已达喷发的峰值。

汤加火山喷发
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以

北约 65 公里处的洪阿哈阿
帕伊岛 14 日上午开始发生
火山喷发，15 日下午再次喷
发。火山喷发致使大量火山
灰、气体与水蒸气进入高空

形成巨大云团，喷发至高空
20 千米处。这座火山曾于
2021年12月20日开始，连续
喷发数日。2015 年，洪阿哈
阿帕伊岛火山也曾喷发过。

火山 14 日喷发后，汤加
政府部门全部关闭，汤加国家
海啸预警中心发布全国海啸
预警。火山 15 日再次喷发
后，汤加国家海啸预警中心再
次发布海啸预警，并呼吁民众
远离海滩及海岸线低洼地带。

汤加气象局说，汤加全
境面临海啸、暴雨、洪水和
强风威胁。火山 15 日喷发
造成海水倒灌。首都努库
阿洛法的主要街道都被洪
水淹没，不少建筑物被淹。
傍晚时分，首都努库阿洛法
停电，与外界联系减少。汤
加国内航班15日全部取消。

多国海啸预警
火山 15 日喷发威力巨

大，斐济、萨摩亚、瓦努阿图
等国部分地区的海水活动
异常，这些国家都紧急发布
了海啸预警。新西兰国家
紧急事务管理局 15 日发布
警告，其北部、东部沿海地
区及南岛西海岸可能受到
巨浪袭击，建议人们远离港
口、河流和河口。

澳大利亚气象局在汤
加火山喷发后随即发布海
啸预警，范围覆盖澳大利亚
东 部 沿 海 多 州 和 多 个 岛
屿。澳气象局 16 日表示，
此次火山喷发的冲击波传
播速度超过每小时 1000 公
里，澳大利亚的大气压力显
著变化。数据显示，该国诺
福克岛附近浪高达到 1.72

米，其黄金海岸地区浪高
0.82米。

日本气象厅 16 日针对
奄美群岛等部分地区发布
海 啸 预 警 。 截 至 16 日 上
午，此次海啸在日本海岸引
发的最大浪高出现在鹿儿
岛县奄美市附近，其浪高约
1.2 米；在其他大部分太平
洋沿海地区引发的浪高不
到 1 米。此次海啸对日本
总体影响不大，截至 16 日
早，该国 8 个县共对 23 万人
发出“避难指示”,只有 1 人
在避难时受轻伤。高知县、
德岛县分别有 10 艘和 5 艘
渔船倾覆。

美国西海岸部分地区15
日发布海啸预警，包括夏威
夷地区及华盛顿州、俄勒冈
州沿海地区。美国国家气象

局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官方
推特称，夏威夷所有岛屿目
前只有海啸引发的轻微洪
水，没有接到损坏报告，海平
面有轻微变化，部分沿海地
区的强海流可能持续数小
时，船员和游泳者需格外小
心。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沿海一
些地区可能继续有强海流。

智利内政部下属的国家
紧急事务办公室15日向太平
洋沿海大部分地区和太平洋
岛屿发布海啸预警，疏散了
海岸和沙滩上的人群。智利
海军水文和海洋局发布消息
称，该国北部伊基克等地遭
遇近2米高的海浪，智利目前
受影响面不大。智利有关部
门将继续通过沿海47个监测
站点监控海潮变化情况。

喷发可能持续
汤加地质部门首席地

质学家库拉介绍说，14 日火
山喷发释放的能量是 2021
年 12 月 20 日那次喷发的大
约 7 倍。15 日下午的喷发
也威力巨大，大量火山灰等
伴随着巨大轰响迅速升入
高空，汤加全境迅速被火山
灰等遮蔽，当天 17 时就已

提前天黑，能见度非常低。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

授沙恩·克罗宁 16 日表示，
15 日的火山喷发规模远超
过 2021 年 12 月 20 日和 2022
年 1 月 13 日的两次较早喷
发，含有气体的大量新鲜岩
浆从火山口喷发，冲击波穿
越数千公里。喷发还在汤
加和邻近的斐济和萨摩亚
引发海啸。这些迹象表明，
事发地火山口已苏醒，喷发
活跃期可持续数周甚至数
年，尚不清楚目前是否已达
喷发的峰值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
道，该国东北大学教授今村
文彦认为，日本海岸出现的
大范围浪高变化可能由汤
加火山大规模喷发产生的
冲击波导致。火山喷发引
起气压剧变，有可能影响潮
位变化。本次海啸由火山
喷发而非地震引发，引起海
啸的机制不明，预测海啸就
更为困难。

（执笔记者：李雯；参与
记者：张永兴、卢怀谦、郭
磊、郝亚琳、华义、谭晶晶、
尹南、张笑然、郝云甫、吴
昊、朱雨博）

新华社基辅 1 月 15 日
电（记者李东旭）据乌克兰
国家通讯社消息，乌克兰总
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 14
日表示，乌总统泽连斯基提
议与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
斯总统普京举行三方元首
会晤。

当天，叶尔马克在会见
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赫布斯
特时说，泽连斯基就举行视
频会晤已向拜登发出邀请，
并表示美俄乌或可通过视频
连线方式举行元首会晤。

叶尔马克表示，目前乌
方正等待俄方的回应，美方

已对此提议表示出兴趣。
关于乌方提议举行美

俄乌三方元首会晤一事，俄
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 14 日在回答俄罗斯媒体
提问时表示，“目前俄方未
收到任何信息”。

自去年11月以来，乌俄

边境局势再度紧张。近期
围绕乌克兰等问题，俄罗斯
在本月 10 日与美国举行战
略稳定对话之后，又分别于
12 日与北约和 13 日在欧洲
安全与合作组织框架下与
西方开展对话，但这些对话
均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乌克兰总统提议举行美俄乌三方元首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