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受关注的韩春雨基因编辑
论文争议事件近日有了结果， 韩
春雨团队在英国著名学术刊物
《自然》 子刊 《自然·生物技术》
网站上发表撤稿声明。 “施普林
格·自然集团” 大中华区总裁安
诺杰告诉新华社记者： “此次撤
稿 展 现 并 证 明 了 科 研 群 体 对
于 维 护科学发现过程基本规律
的承诺。”

确实， 这次撤稿首先证明了
科学界的 “自净” 机制， 也说明
了媒体舆论监督的价值， 以及学
术研究的复杂性。

科学能够 “自净”
“国际科学界有 ‘自净 ’ 机

制”， 北京大学生物学家饶毅对
新华社记者表达了与安诺杰相似
的观点。

一项研究有了数据、 形成论
文并通过同行评议发表， 通常意
味着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初步承
认。 但这并不是终点， 论文发表
后， 各国同行会根据论文中的描
述来重复实验， 如果不能经受这
一检验，研究成果就会受到质疑。

韩春雨团队２０１６年５月在《自
然·生物技术》上发表的关于一种
新型基因编辑技术ＮｇＡｇｏ的论文
就是如此。 这篇论文因其所宣称
成果的重要性而引发巨大关注，
各国同行纷纷跟进。 但一两个月
后就出现质疑， 如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的研究人员加埃唐·布尔焦
在网上公开发文表示， 他不能重
复韩春雨论文中描述的实验， 并
且在与许多同行的讨论中得知他
们也无法重复该实验， 因此 “我
对ＮｇＡｇｏ技术有严重的怀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 《自然·生物
技术》 就此发表 “编辑部关注”。
今年初又有消息说韩春雨团队提
供了新的数据 ， 但杂志最终认
定： “我们判定韩春雨及同事提
供的最新数据不足以反驳大量与
其初始发现相悖的证据。 我们现
在 确 信 韩 春 雨 的 撤 稿 决 定 是
维 护 已发表科研记录完整性的
最好做法。”

“维护已发表科研记录完整
性”， 正是科学界的 “自净” 机
制。 论文等科研记录是科学交流
的基础， 它们必须真实可靠。 为
了维护这一点， 许多科研人员跟
在 “先行者” 后进行没有名利的
重复验证。 正如 《自然·生物技
术》 社论所说： “那些进行可重
复性研究的人， 其付出的努力往
往得不到回报———这样的工作单
调乏味， 没有资金支持， 还吃力
不讨好。” 但正是这种对真理的
追求让科学不断前进。

媒体可以监督
“这显示了论文发表后的同

行评议在全天候媒体时代的重要
性”， 《自然·生物技术》 在社论
中提到了这一事件中媒体的重要
性。 社论说， “这无疑是一篇中
国去年被报道最多的论文”， 开
始时媒体大量报道原论文所宣称
的重要成果， 而质疑声出现后也
很快引起媒体注意， “有关该初
始报告有效性的正反两方面的声
音开始交锋”。 显然， 媒体在这
一事件中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

饶毅也是网络科学媒体 “知
识分子” 的主编， 在韩春雨论文
发表后， “知识分子” 率先报道
了论文中所宣称成果的重要性。
在质疑声出现后， “知识分子”
又刊登了多篇质疑的文章， 保持
了客观公正。

“新闻的常规是很快报道事
情的重要进展， 科学新闻的国际
标准是请多个专家读论文后发表
评论。 但即使这样有时也不能判
断其中的问题。 好在对科学研究
的判断还有时间的考验———同行
的重复和验证。” 饶毅说。

的确， 新闻的时效性和科学
验证的长期性之间存在矛盾， 这
就要求媒体报道时理解科学验证
的特点。 《自然·生物技术》 社
论认为： “这篇ＮｇＡｇｏ论文也显
示了社交媒体的利与弊。 显然，
这些平台对于迅速提醒广大科学
界留意该论文可能存在的问题发
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它们也抬高

了人们的预期， 以为有关这篇论
文的问题是直截了当， 可以快速
解决的。 然而， 关于ＮｇＡｇｏ的各
种问题是无法在几个星期或几个
月内就能澄清的 ， 这是有原因
的。 即使是简单的实验也需要花
费数周来准备、 实施、 分析和解
决出现的问题。”

定性不应仓促
韩春雨团队在 《自然·生物

技术》 刊登的撤稿声明是英文，
《自 然 》 方 面 提 供 的 译 文 是 ：
“由于科研界一直无法根据我们
论文提供的实验方案重复出论文
图４所示的关键结果， 我们决定
撤回这项研究。” 不过韩春雨团
队也表示： “我们会继续调查该
研究缺乏可重复性的原因， 以提
供一个优化的实验方案。”

韩春雨工作的河北科技大学
也声明说， 韩春雨团队一直在进
行深入的实验研究工作。 鉴于该
论文已撤稿， 学校决定启动对韩
春雨该项研究成果的学术评议及
相关程序。

可见， 虽然论文的关键成果
不能被重复导致撤稿， 但各当事
方还是在以学术的方式讨论这个
问题， 并没有仓促定性。

美国乔治城大学神经科学系
教授吴建永说， 许多科研人员都
有过学术失误， “我个人有过多
次体会， 自己认为百分之百对的
事， 实际是错的。 我没有因为学
术错误被捧上天， 或被批得身败
名裂， 都是一种幸运。”

当然， 如果最终调查证实这
不是学术失误而是学术不端， 也
必然会受到相应处理。 就在７月
２７日， 中国科技部、 教育部、 卫
生计生委、 自然科学基金会、 科
协等机构联合公布 《肿瘤生物
学》 １０７篇论文撤稿事件处理结
果， 其中有的研究人员被认定无
过错， 一些研究人员被认定不同
程度存在过错并追究责任。

这正是以 “实事求是” 的态
度处理学术问题的最好体现。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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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朝鲜政府７日发表
声明， 全面反对联合国安理会通
过的涉朝新决议， 表示该决议是
对朝鲜主权的侵犯， 朝鲜会坚持
走强化国家核武力的道路。

朝中社和朝鲜中央电视台当
天发布的朝鲜政府声明说， 美国
以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威胁世
界和平安全为由， 炮制了完全阻
碍朝鲜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的联合国安理会第２３７１号决
议。 该决议完全是美国意图孤立
和扼杀朝鲜的产物， 是对朝鲜主
权的粗暴侵犯和对朝鲜的正面挑

战， 朝鲜对此予以严厉谴责和全
面反对。

声明说， 在美国反朝政策和
核威胁持续进行的情况下， 朝鲜
无 论 如 何 都 不 会 把 自 卫 性 核
遏 制 力摆上谈判桌 ， 在已选择
的强化国家核武力的道路上丝毫
不会退让。

联合国安理会５日一致通过
涉朝鲜的第２３７１号决议， 严厉谴
责朝鲜７月４日和７月２８日进行的
洲际弹道导弹试射， 要求朝鲜放
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并决定对
朝鲜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

朝鲜全面反对安理会涉朝新决议韩春雨撤稿
验证科学界“自净”机制

巴控克什米尔一座煤矿发生爆炸

刚果（金）一华人工厂遭抢劫5人受伤
新华社电 金沙萨消息 ： 刚

果 （金） 首都金沙萨一家华人工
厂６日遭持枪抢劫， 造成５名中国
人受伤。

中国驻刚果 （金） 大使馆证
实， 当地时间６日１８时许， 数名当
地人来到位于金沙萨的一家华人工
厂实施抢劫。 工厂监控录像显示， ６
名抢劫者持枪从大门进入工厂后，
将数名男性中国工人控制， 并用
棍子打伤他们的手臂和腿部， 随
后实施了抢劫。 其中３人伤势较

重， 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据悉， 经初步清点， 该工厂

被抢走１．８万美元和超过１００万刚
果法郎 （１美元约合１５５５刚果法
郎） 的现金， 另有数部手机和电
脑被抢走， 财产损失共计约３万
美元。

当地侨团负责人林文钦表示，
警方已根据监控录像展开调查， 并
对逃逸的抢劫者发起追捕。 他说，
初步判断此案为事先预谋， 涉嫌内
应的工厂保安已被控制。

新华社电 美国马里兰州巴
尔的摩市警察局５日证实，由当地
社区活动人士倡议的 “巴尔的摩
停火７２小时”活动期间，该地已经
发生３起枪击事件、造成２人死亡。

巴尔的摩市警察局５日在社
交媒体发表声明说， 两名男子分
别在当天１７时和２２时左右遭到枪
击，经抢救无效身亡。另有一名男
子在当天１５时左右遭枪击致手臂
受伤。

巴尔的摩警方正对３起枪击
案进行调查。警局发言人说，希望

枪击案不会动摇“停火”活动组织
者的信心。

“巴尔的摩停火７２小时” 从４
日开始，活动组织者希望，至少在
４日到６日这三天内， 巴尔的摩民
众不会生活在恐惧中。

当地警方数据显示 ，２０１６年
巴尔的摩市共有３１８人在暴力事
件中遇害， 该市也因此成为全美
因暴力死亡人数最多的城市。今
年，巴尔的摩治安继续恶化。在前
７个月全市就有超过２００人被杀 ，
几乎每天都有人死于凶杀案。

美国巴尔的摩停火期间一日3起枪案

新华社电 巴基斯坦政府官
员７日说， 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一
座煤矿６日晚发生瓦斯爆炸， 造
成５名矿工丧生， 另有两人受伤。

当地政府官员说， ６日晚间，
位于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扎法拉
巴德市以北３２公里处的一座煤矿
发生瓦斯爆炸。 ５名遇难矿工遗
体已于７日早间被发现。

煤矿运营方６名管理者涉嫌
疏于监管、 对事故负有责任而被
警方拘捕。

据当地媒体报道， 这起事故
是发生在巴控克什米尔 地 区 的
首例矿难 。 因监管不力 、 安全
标准较低、 开采设施较差， 巴基
斯坦境内煤矿安全生产事故时有
发生。

“蛛坚强”能横渡印度洋从非洲到澳洲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科研人

员通过基因分析发现， 一种生活
在澳大利亚坎加鲁岛的蜘蛛可能
是２００多万年前从非洲移居而来，
它们的祖先当时可能乘着树木之
类的漂流物横渡印度洋 ， 堪称
“蛛坚强”。

澳大利亚阿德莱 德 大 学 的
一 个 研 究 小 组 在 美 国 《 科 学
公共图书馆·综合 》 杂志上报
告 说 ， 他 们 分 析 了 坎 加 鲁 岛
上 一 种 活 板 门 蛛 的 基 因 组 ，
发现它与南非的一些活板门蛛
亲缘关系较近。

对它们基因进行的分析显
示， 两批蜘蛛的祖先约于２００万
年前分家。 而在１亿多年前， 今
天的澳大利亚和非洲当时所在的
古陆就已经分裂了。 此外， 人类

来到澳大利亚的时间非常晚， 因
此也不是人类把这种蜘蛛带到坎
加鲁岛。

科研人员因此认为， 坎加鲁
岛这种蜘蛛的祖先可能乘着树木
之类的漂流物， 横渡印度洋， 从
非洲漂到了澳大利亚。 而此前认
为， 包括蜘蛛在内的绝大部分生
物都不可能横跨印度洋１万公里
进行迁移。

活板门蛛分布在世界各地，
有很多种类，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会用蛛丝、 植物碎片等织成一个
“活板门” 盖住洞穴入口， 自己
隐藏在洞中， 在猎物经过时发起
突然袭击。 研究人员认为， “活
板门” 可使漂流物中的洞穴保持
较稳定的温度和湿度， 使蜘蛛得
以完成这趟漫长的旅行。

一年前， 南海局势一度云诡
波谲； 而今，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
的共同努力下， 南海局势趋于稳
定， 中国和东盟国家达成 “南海
行为准则” 框架， 期待在全面有
效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框
架下推进 “准则” 磋商。

纵使个别国家和某些西方媒
体依然试图挑起南海问题， 中国
与东盟国家继续合作、 努力维护
南海局势向好局面的共同意愿强
烈、 积极、 显著。

这种意愿，源自一种共识：将
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 稳定之
海和繁荣之海。 所以，８月５日至７
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
亚合作系列外长会并没有把南海
作为“问题”来议，而是借外长会
这一平台， 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
定，谈合作、谈机制、谈磋商。

绝大多数国家充分肯定当前
南海形势积极向好势头， 对达成
“南海行为准则” 框架感到满意，

认为这为未来 “准则” 的实质性
磋商奠定了良好基础。 与会外长
们还高度赞赏启动海上紧急事态
外交高官热线等早期收获。

个别国家心怀杂念、 私念 ，
不顾南海向好局势以及中国－东
盟合作大局， 试图在东盟外长会
联合声明中夹带私货， 但多个东
盟国家将其直接驳回， 表明了大
多数东盟国家的立场和态度。 大
多数东盟国家很清楚， 正是稳定
的南海局势为各方在过去一年取
得一系列谈判成果提供了保障，
今后 ， 南海的稳定也将是 “准
则” 磋商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

在联合声明最终发布的版本
中， 南海局势的积极变化得到充
分肯定， 各方合作取得的积极成
果受到推崇。

为顺利推进“准则”的磋商，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还提出了 “三
步走”设想，得到东盟国家的积极
响应和欢迎。第一步，１１国外长共

同确认“准则”框架，并宣布在完
成必要准备工作后， 于年内适时
启动下一步实质磋商；第二步，在
８月底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联合工作组会上探讨“准则”磋商
的思路、 原则和推进计划； 第三
步，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在没有
外界重大干扰和南海形势基本稳
定前提下， 由中国和东盟国家领
导人在１１月中国－东盟领导人会
议上正式宣布启动“准则”下一步
案文磋商。

从２００２年 《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 到 “准则” 框架的通过， 中
国和东盟国家一再证明， 只要心
诚 、 务实 、 坚持定力 、 排除干
扰， 就一定有智慧、 有能力妥善
管控好分歧， 维护好南海地区的
和平稳定。

当前， 南海局势已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 未来 ， 关于 “准
则” 磋商的良好氛围仍需各方共
同维护。 据新华社

南海局势向好仍需各方呵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