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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一摇调料研磨器摇一摇调料研磨器

近日，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展示了
他们正在开发的一种弹性触摸屏技术，与所谓
的“柔性屏”不同，用户可在弹性屏幕上完成各
种物理动作，如按压、拉伸、挤压等等，结合摄像
机，屏幕上的图案会伴随动作做出相应的变化。
由于屏幕本身为 2D显示，但又具备 3D物体的
特性，因此被称为2.5D屏幕。

来源：专利之家

自己研磨的调料要比买来的放心许多，这
款摇一摇研磨器内置一个小钢球，放进干燥的
辣椒、胡椒等使劲地摇一摇，然后打开底部小
口，将粉末倒入锅中即可，大大提高了做饭的乐
趣与互动性。 来源：toronyipeter.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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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最大的快乐不在于物质

享受，而在于以自己的辛勤工作造

福社会，为社会所承认。扪心自问，

才觉得没有虚度此生。

2. 对科研工作要有锲而不舍

的精神。从大处讲，是对任何工作

都锲而不舍；从小处讲，就是对每一

个实验的锲而不舍。

人生格言

多亏了最新的 3D 打印技
术，源自计算机屏幕图形的一种
可定制建筑设计转变成现实世
界的一处住所。虽然这个梦想仍
然是我们所无法企及的，但是全
球的建筑师团队正通过建造世
界上第一个 3D打印房屋来向这
个梦想迈出一大步。参与这个项
目的建筑师Heinsman女士说道：

“我们内心都是建造者，而且一
台 3D打印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自己动手制作的工具。”

阿姆斯特丹的Dus建筑公司
是参与者之一，它计划在荷兰首
都打印一座运河住宅。Kamer⁃
Maker打印机将使其成为可能，
而它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的名
字来自于荷兰语的“房屋制造
者”。它使用一个船运集装箱建
造而成，拥有着闪亮的金属外
壳，有6米高。

根据计算机绘制的方案，这
台打印机使用不同的塑料和木
质纤维首先来制造建筑外墙，

然后是天花板和房间的其它部
分，最后是它的家具。这些部件
将在原地进行装配，由于它们
的一些边缘已经像巨型乐高积
木一样设计成型，因此能够互
相连接到一起。位于草地上的
这台 3D打印机就像现代雕塑的
作品一样矗立在那。这不仅仅
是因为它太大，无法运到办公
室里面，还因为研究团队想让公
众能够看到这台 3D打印机工作
时的精湛技巧。

3D打印的房屋不太可能和
普通的运河房屋一样廉价，但是
建筑师们把它作为一种实验，来
研制这种概念。它似乎就像是科
幻小说，或者是一位百万富翁所
渴望的一种形象工程，但是这事
实上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空想概
念，但却由冷静的建筑师借助模
式预算实现。开发商现在或许不
会被吓倒，但是3D打印技术完全
有可能改变建筑行业以及我们
城市的面貌。 小黑

荷兰将建成世界上
第一座3D打印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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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瓶瓶罐罐中收获人生
—— 记中科院院士谢毓元

谢毓元，1924年 4月出生。药物化学和有机化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1949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1961年获苏联科
学院天然有机化合物化学研究所副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在血吸虫病药物、金属中毒解
毒药物、放射性核素促排药物、震颤麻痹症药物等领域进行
了长期研究并发现了一些效果优良的新药。先后获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以及药学发展奖、药物化学奖等奖项。还荣获中科院研
究生院“杰出贡献教师”荣誉称号。

简 介从文到理

1924年，谢毓元出生于北平西四兵马司胡同
的一座深宅大院里。父亲谢容初先后在北洋政府
和南京国民政府任要职。出身在这样一个书香门
第，读书自然不会少。谢毓元年幼时，就被要求阅
读、背诵各种古籍，包括《论语》《孟子》《古文观
止》《资治通鉴》《史记》等，还要学习书法。受此影
响，谢毓元对中国文学、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中国文学或者历史是谢
毓元最想读的专业。不料，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
父亲和兄长的坚决反对。在他们看来，实业救国，
读数理化才是出路。当时，谢毓元大哥在学医，二
哥在学物理，他就选择了化学。事实上，谢毓元当
时对化学并没有多少兴趣。然而，在日后的学习
中，谢毓元却越学越发觉化学的精妙与乐趣。

谢毓元在大学里经历了一段曲折。他先是在
私立东吴大学（当时迁校在上海租界）求学。1941
年，日军进占租界，谢毓元不得不辍学在家。4年
以后，抗战胜利，谢毓元考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
在二年级作为插班生继续自己的学业。

清华大学的 3年学习，让谢毓元得到了很好
的锻炼。由于学习刻苦，谢毓元在大三时受到了
张青莲教授的青睐，开始在实验室里做起了科
研，并先后完成了 3篇论文。毕业后，谢毓元先是
留在清华大学当助教。两年后，来到中国科学院
有机化学研究所，被分配到药物研究室工作。两
年后，研究室独立为药物研究所，至此，谢毓元开
始了半个世纪与瓶瓶罐罐打交道的生涯。

乐在其中

药物研究所，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开发新药。
谢毓元到药物所参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参加嵇
汝运教授领导的血吸虫病防治药物研究。当时，
治疗血吸虫病的唯一有效药物是吐酒石。这个药
的缺点是，使用时经常因锑中毒导致病人死亡。

为避免这一严重的毒副作用，谢毓元设计合
成了一系列与锑结合牢固的邻二巯基化合物。试
验结果，毒性确实降低了，虽然最后没有能够开
发成为新药，但合成的一个中间体——二巯基丁

二酸经试验证明，对砷、铅等重金属中毒后的解
毒有很好的效果，被批准作为重金属中毒解毒药
物，并在新亚药厂生产。

1992年 6月，郑州发生数百人砒霜集体中毒
事件，所幸及时使用该药物进行抢救，不仅没有
人死亡，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状。1992年，该药
物还被美国 FDA 正式批准，作为小儿铅中毒治
疗药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巯基丁二酸是新
中国建国以来创新药物研究的一项优异成就。

上世纪 60 年代，随着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以
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放射性核素进入人体引发
癌症的危险日益增多。当时的二机部在发展核工
业的同时，为保障有关工作人员的健康，要求药
物所研制放射性核素促排药物。谢毓元接受了这
一任务并马上投入到开发新一代医用螯合剂的
探索中。

谢毓元的第一个研究目标是 239钚、234钍、
95 锆等放射性核素的促排药物。谢毓元从这类
元素的化学性质考虑，认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易
于水解，它们与EDTA在体液中不能以螯合物的
形式稳定存在。由此推理出发，谢毓元设想，在螯
合剂分子中加入一个或多个酚羟基，利用酚羟基
的酸性比脂肪羟基强而使其与水分子的竞争能
力加强，可避免这类元素与螯合剂形成的螯合物
在体液内水解。

在这一设想的指导下，谢毓元合成了一系列
具有两个相邻酚羟基的多胺多羧螯合剂。他的推
论通过实验证实了，合成的螯合剂对目标放射性
核素有较好的促排效果。为了使这类螯合剂毒性
降到最低，谢毓元又用左旋多巴为原料合成了一
个新的螯合剂，疗效也得到了肯定。

由于左旋多巴当时依赖进口，而且价格昂
贵，谢毓元根据左旋多巴广泛存在于豆科植物这
一线索，从野生植物黧豆中以较高收率提取得到
它并完善了生产工艺，使左旋多巴实现了国产
化，销售量可观。

不迷权威

1957年，谢毓元被派往前苏联科学院天然有
机化合物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施米亚京院
士。当时，施米亚京已经有两名中国研究生。谢毓
元刚刚抵达前苏联，其中的一位就找到他，说施
米亚京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建议谢毓元换一位导
师。然而，谢毓元以一通准备好的流利俄语阐述
打动了施米亚京。“我会给你挤出一张桌子的 。”
施米亚京说。

谢毓元的论文题目是四环素类化合物的合
成。施米亚京给他提供了一个中间体的合成路
线。然而，谢毓元发现，按照提供的方式，要通过
好几步才能得到最后的结果。谢毓元大胆地向施

米亚京说：“我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来完成。”不
过，施米亚京院士并不相信，还批评谢毓元胆大
妄为。

谢毓元并不服气，在施米亚京走开后，他开
始用自己设计的方法进行试验。一直到深夜，终
于得到了目标物。第二天，谢毓元将合成的化合
物交给了施米亚京。施米亚京大吃一惊，觉得这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马上将化合物送到分析
室，并要求分析人员暂停其他工作，立刻对谢毓
元的样品进行分析。半天功夫，分析结果就出来
了，和施米亚京要求的一模一样。

看到结果，施米亚京十分高兴，笑着对他说：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做‘成则为王’，我们苏联也
有一句话‘成功的人是不受责备的’。”施米亚京
夸谢毓元有一双幸福的手，并将别人做不出的实
验转到谢毓元手里。

三年半留学生涯结束，谢毓元即将回国。施
米亚京拉着谢毓元的手，动情地说：“我很后悔没
有争取把你留在我这里。”

勇于创新

1984年，谢毓元就任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所长。他坦言：“就任之初，定位就是承上启下。”
所谓的上就是文革时期延续下来的全部科研工
作由外行人负责的不正常体制,启下是要在任期

内把这种局面改变过来，让药物所真正把全部潜
力和发展中心都转回到研发上面来。而所有这一
切的基础是谢毓元秉承的一个标准：秉公无私。

本来在文革时期就被批评“只专不红”的谢
毓元,在就任所长后更是“唯生产力论”。他为研
究所的发展殚精竭虑，运筹谋划，做出了重大的
贡献。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研究所的发展面临经
费不足、竞争加剧等许多困难。谢毓元审时度势，
领导全所迎难而上，大力推进国际合作、新药研
发和科研基本条件建设。

当时在科学界敢于走出去寻找合作寻找科
研支持资金的，谢毓元无疑是第一人。而在当时
坚持这种做法能够取得成功，从而开拓出良性循
环局面的，谢毓元是当之无愧的智者和勇者。在
中科院领导的支持下，上海药物所先后与日本山
之内药厂、美国普强公司、瑞士罗氏药厂、日本全
药株式会社等国外医药企业签订了多项合作研
发协议。有药物所内部同事称：“谢毓元是一个高
明的谈判家和外交家。”短短几年，成绩斐然,打
开了研究所发展的新局面。

今天，当谢毓元回忆起当时的事情时,谈起
的却不是这些广为传颂的辉煌，他谈到与罗氏合
作过程中不成功的缺憾，谈起未能摆正心态更早
合作研发中药植物药的缺憾。在谈起当时曾在所
内重视对待一线研发人员的待遇环境问题却最
终无法遏制人才流失，谢毓元连连摇头，满脸惋
惜：“没有做到位，太遗憾了，太遗憾了。”

或许，在谢毓元心中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
完美的标准，这个标准，对己对人对社会，从来都
是一以贯之，毫无改变。

记者 耿挺

你是否早就玩腻了健身房里那些“百年不
变”的运动器械了呢？喜欢挑战自我的你可以试
试这款摇床式健身装置，除了左右摇摆之外，蹬
踏滑轨可以横向、纵向一起滑动，虽然很难一次
性成功地站上去，但掌握之后可极大提高身体
的平衡能力、肌张力以及忍耐力。此外，70余种
锻炼方式让这台器械与众不同，帮助你成为健
身达人。 来源：dimove.at

轮胎一旦没气，继续行驶将会非常危险，
而这款气压监测阀则可时刻监测轮胎气压状
况，一旦低于下限，红色 LED 灯便会亮起，提
醒开车人。LED 灯的使用可以让开车人在夜
间也能发现警示，以防不测。

来源：专利之家

这台六脚机械人可不是科幻电影里的全尺
寸道具，而是货真价实、可以实际驾驶上路的个
人交通工具。它由英国一家机械公司开发，重2
吨，高 2.8米，内置一台 2.2升、50马力的柴油涡
轮发动机，可人为操作，也可通过 wifi 无人驾
驶，虽然速度略慢，但可以适应各种地形。

来源：mantisrobot.com

这盏滑绳吊灯是为了纪念设计大师阿切
勒·卡斯蒂格利奥尼而设计的，他的设计者是同
样著名现代设计师康斯坦丁·克里克。他将老款
吊灯繁冗的装饰部件全部剔除，换以简单的圆
形与方形构造，使其看上去更符合现代室内装
饰的风格要求。此外，这款吊灯带有360°旋转的
圆盘LED灯头以及升降式滑绳，这可为你提供
全方位照明，满足各种生活学习需求。

来源：konstantin-grc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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