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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接一个激动人心的科技大事件让人目不暇接

软硬结合，全球创新急转弯？

想了解美国的创新，不仅要去看政
府报告，更要去看看亚马逊发货仓库里
到处都是的KIVA搬运机器人，去看看
谷歌 X 实验室里的那些未来“黑科
技”，去看看马斯克如何“烧钱”搞私企
航天和电动车而风投们却无怨无悔
……

以谷歌为例，它是美国最具代表性
的创新企业，谷歌X实验室探索的项
目包括可以监测血糖的隐形眼镜、

Wing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以及谷歌
眼镜，还有如何延长人类寿命的研究、
轻型外骨骼、攻克癌症研究等等。人们
要问，这还是一家互联网企业吗？谷歌
的不少战略研究脱去了“软”的痕迹，许
多都已与互联网关联不强了，但却与美
国政府的未来创新布局有不少重合，这

难道是巧合？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两个任期内先后

3次发布国家创新战略报告，从战略高度
进行科研布局调整。奥巴马政府在7年
中力推9大科研领域的发展，分别是先
进制造、精准医学、脑科学计划、先进汽
车、智慧城市、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教

育技术、太空探索和前沿计算技术。从
中可以看到美国希望重振制造业，并保
持头号科技强国的强烈意图。

与政府的布局呼应，美国创新型公
司由此也分布在新能源、超级材料、智
能机器人、航空航天、新型交通工具、虚
拟现实、精确医疗、合成生物、智能城市
等领域，掌握核心知识产权，集研发制
造于一体，其中有的可能在未来十年成
为新世界五百强。

美国创新趋“硬”？

李世石与“阿尔法围棋”对弈告负，
让全球人一下子见识了人工智能让人
叹为观止的发展程度。

其实，“阿尔法围棋”所应用的技术
已被应用于包括图像识别、文本翻译、
音频文本处理、脸部识别、强化学习以
及机器人等软硬件领域。人工智能发
展水平折射出的，是欧美创新科技发展
方向的转变，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软硬
结合。

近年来，无人驾驶汽车、机器人、识

别仪器等迅速发展，欧美企业经历前所
未有的转型，即从互联网这一“软”领域
里奋力转型为“软硬结合”，从而开辟新
天地。无论微软、脸书还是谷歌、亚马
逊等，概莫能外。谁都不想局限于互联
网，都在动脑筋，启动自己的“互联
网＋”。

这一现象在汽车业更为明显。每

年一月，美国都会举办两大世界级展
会：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和底特律车
展。但近年来，越来越多车商的身影出
现在消费电子展上，而车展上则少不了
电子巨头的产品。业内人士认为，这其
实是一个信号，即汽车业正处于重大创
新突破的临界点，底特律和硅谷正在加
速融合。

如同现在的智能手机，通话只是手
机的部分功能，未来的智能汽车，运输
将只是其中的一项功能。如果其他企
业能在创新上拔得头筹，未必不会成为
未来的汽车巨头。

从宏观看，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
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传统经济
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互联
网也逐渐成为了基础设施。全球各主要
国家都急需找到创新的新突破口，这是
当下创新发展出现新趋势的重要原因。

全球性“互联网＋”？

一场危机，一番醒悟，一波浪潮。全
球金融危机后的这些年，看似润物无声的
技术创新领域，早已蓄势待发。除了企业
的跃跃欲试，各主要国家均不甘落后。

从德国的工业4.0到美国的再工
业化，再到日本的“智能工业”，这些高
端制造业本来十分发达的国家，相继推
出“再工业化”战略，而中国也推出了

“中国制造2025”计划，并提出了与工
业4.0战略对接。

“工业4.0”设计的智能工厂将实现

网络化生产，采用数字化程度更高的预
测型制造模式，以及更加人性化的服务
型制造模式。这种概念，也是一种类型
的“软硬结合”，与美国政府和企业所做
的不谋而合。更巧的是，日本提出的

“超智能社会”和“智能工业”，也旨在通
过最大限度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将网络
空间与现实空间融合，这也是一种软硬

结合。这些巧合并非偶然，恰恰说明一
种共同趋势。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再工业化，加
上新兴经济体承接中低端产业转移，让
中国面临双重压力。中国早已明白，处
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的中低端环节、集
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
现状，让自身在对外经济合作中付出了

高昂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因此，加快提升对外开放合作层

次，向创新环节延伸，是中国的不二选
择。而除了中国企业在创新领域积极
活跃外，我国“十三五规划”以及《中国
制造2025》在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
电子信息、核能等众多领域，均围绕创
新与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从机制到能
力建设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划。

记者 杨 骏
（新华社北京5月2日新媒体专电）

新一波创新浪潮已形成？

4月9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火箭第一级8日成功降落在一艘海上无人船
上。这是该公司首次成功实现海上回收火箭，此前数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火箭回收
实现了火箭发动机与导航系统这些昂贵设备的重复使用，能大幅降低太空发射成本。

4月25日，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
会上，一名女孩体验虚拟现实眼镜。

新华社记者 张帆 摄

近日，意大利神经外科医生卡纳韦
罗又成了媒体关注的对象。他宣布，已
经准备好在2017年底为一位自幼患有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俄罗斯人进行“换
头术”。抛开伦理上的争议，这样的手术
靠谱吗？这究竟是一次医学技术的突
破，还是博取公众眼球的噱头？

这不是卡纳韦罗第一次抛出“换
头术”的设想。早在 2013 年，他就在
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阐述了自己的
理论，后又于2015年在美国神经外科
及整形外科医生学会年会上介绍了自
己的方案，宣布俄罗斯程序员斯皮里

多诺夫同意成为第一位接受手术的志
愿者。然而，除了每次受到媒体热炒，
卡纳韦罗并没有在医学界的同行中获
得足够的支持。

据美国《新闻周刊》最新报道，整个
手术据称需要至少150人的医疗团队，
预计需要36个小时，花费两千万美元。
手术的难点在于脊髓的连接。如果一切
顺利，患者将在术后处于最长4个月的
人工诱导昏迷中，其间医生会刺激患者
脊髓神经再连接并恢复功能。卡纳韦罗
声称，患者会在一年内学会行走，并适应
新身体。

美国著名神经外科医生、斯坦福大
学名誉教授阿德勒评论说，从理论上讲，
如果一切能按设想进行，这位俄罗斯患
者能得到的最理想结果也就是美国演员
里夫的水平，新身体的功能和之前没有
本质的区别。里夫曾是《超人》的扮演
者，因马术比赛事故而深度瘫痪，脖子以
下都没有直觉。阿德勒还强调说，由于
手术的复杂性，患者大脑随时可能遭受
不可逆转的损伤。

与阿德勒相比，更多医学专家的质
疑声更为直接。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协会
主席巴杰曾表示：“我不希望（换头术）在

任何人身上进行，我不会让任何人对我
进行这样的手术，有很多情况比死亡糟
糕得多。”

意大利神经外科协会主席阿尔贝
托·德利达雷指出，换头手术是卡纳韦罗
博眼球的“狭隘捷径”。卡纳韦罗多年前
就提出了这一理论，但没有任何研究基
础支撑。科学需要实验、展示结果和多
次重复验证，而卡纳韦罗的理论完全没
有这些，提出这种理论唯一的结果就是
吸引别人关注，“让病人、绝望的人排着
队敲他的门”。

俄罗斯卫生部派驻下诺夫哥罗德

州的首席移植医师扎盖诺夫说，换头
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让被截断的
神经特别是脊髓相容并复活，现有技
术达不到。尤其是在脖子上，迄今世
界上没有人能在颈部成功接通属于不
同人的脊髓。要想换头并让头指挥新
的身体，就必须在修复脊髓损伤方面
取得重大突破，否则换了也白搭，仍是
瘫痪。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神经学主任罗
伯特·拉夫说，这事不太可能成功。他认
为，换头距离实现还有几个世纪的时间，
而不是几年。 （据新华社电）

换头术，医生真的准备好了吗？

高油高糖的垃圾食品让不少人谈之色变，
虽然认为不该吃，有时又难抵美味诱惑。其实
不必这么纠结，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研究人员在
《欧洲心脏病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保持健康
的关键在于均衡饮食，吃点“喜欢的东西”无伤
大雅。研究人员调查了 15482 名正处于心血
管疾病稳定期的志愿者，让他们填写生活方式
调查问卷，了解他们的饮食习惯。约3年 8个
月后，志愿者共报告1588例心脏病发作、中风
或死亡病例。

分析结果显示，经常吃新鲜鱼、水果、蔬菜、
全麦和豆类的确能降低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
在坚持这种地中海饮食的前提下，每天吃少量薯
片、糖果、碳酸饮料、冰激凌或红肉不会令风险增
加。负责研究的拉尔夫·斯图尔特教授说，研究
表明，以蔬菜和水果为代表的食物的确可以降低
心脏病和中风风险，与其让人们一点不吃垃圾食
品，倒不如建议大家多吃健康食品。

荆晶（新华社微特稿）

垃圾食品吃点没事

专门研究生物节律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拉塞
尔·福斯特写了一本书，书名《生命的节律：控制所
有生命日常的生物钟》。书中，他讲述了什么叫

“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有些可能你从未听说
过哦！

福斯特写道，早晨6点到中午是心脏病发病
风险最高的时段，此时血液黏稠度高，易发血栓。
如果你服用抗凝药华法林，不如睡前把它放在床
头，早晨醒来就先吃上一片再继续躺会儿；如果你
有家族心脏病史，记得不要在早晨起床后锻炼，但
若是想减肥，早餐前锻炼效果最好；上午10点人
的记忆力最好，此时适合复习备考；到了11点，可
以尝试挑战下复杂的工作，因为这一时段的注意
力最集中，短期记忆力最好；中午1点是吃午饭的
最佳时间；2点时人会变得懒散，所以可以站起来
走动走动，做做拉伸，再喝杯水，吃点健康零食；下
午4点是做运动的最佳时间，此时人的心肺功能
最强；而到了6点，体力变得异常充沛，体力活可
以留到这时再做；如果想减肥，过了晚上7点就不
要再吃东西了，坚持下去，保证你能轻松变瘦。对
了，打疫苗的时间也有讲究。成年人打疫苗最好
选择在上午，以获得更好的免疫效果；而新生儿打
第一针疫苗最好在下午，这样他们可以睡得更踏
实。 荆晶（新华社微特稿）

尊重生物钟
你要这样做

一些绿色、低热量的零食可能帮你维持好身
材，却也能给你的一口白牙带来隐患。英国牙医
和“英国营养学协会”专家建议说，为保持口腔健
康，一些大行其道的“健康”零食还是少吃为妙。
比如，人们认为绿色果蔬汁比可乐等碳酸饮料更
健康，但果蔬汁通常会加入大量水果以增加甜
味、改善口感，而果酸会腐蚀牙釉质，毁牙程度和
碳酸饮料一样。牙科大夫萨米尔·帕特尔博士
说，相比喝果汁，直接吃水果对牙齿更有益。再
比如，甜菜根富含纤维素、维生素和钙，但也极易
导致牙渍产生，让牙齿变黄；西柚被不少明星追
捧为“最健康柑橘类水果”，但它含有大量柠檬
酸，酸度堪比胃酸，对牙齿的腐蚀力不容小觑。
那么，有什么是既健康又护牙的“好”零食呢？专
家们推荐富含蛋白质和钙的杏仁、酸度低的羊奶
酪、有助于清洁口腔和美白牙齿的芹菜，以及可
消炎杀菌的绿茶。

张代蕾（新华社微特稿）

健康零食或毁牙

英国和塞浦路斯一项联合研究显示，能说两
种语言或两种方言的人认知能力比只会一种语
言一种方言的人强。剑桥大学以及塞浦路斯两
所大学的研究人员以64名“双方言”儿童、47名

“多语言”儿童和25名“单语”儿童为研究对象，
其中“双方言”儿童会说两种紧密关联但词汇、发
音和语法都不同的希腊语：塞浦路斯希腊语和标
准现代希腊语。研究人员把社会经济地位、说话
流利程度、智力等因素考虑在内后发现，前两组
儿童的记忆力、注意力、认知力测试结果都比最
后一组好。研究人员拿破仑·卡特索斯说，以往
研究已经证明儿童双语能力与认知能力存在积
极关联，而这次研究则表明，掌握同一种语言的
两种方言同样对儿童认知能力有促进作用。研
究结果发表于《认知》期刊。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掌握方言，
认知能力更强

4月26日，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
会上，与会者在中国华为公司展台体验
虚拟现实设备。 新华社记 者张帆 摄

谷歌阿尔法围棋与世界冠军李世石的人机大战。
3月15日，在韩国首尔进行第五场对弈，经过五个小时的博弈，最终李世石

输掉了本场比赛，围棋人机大战的总比分为1比4，阿尔法狗大胜。

2月11日，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以及“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的研究人员当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会，他们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引力波是爱因斯坦
广义相对论实验验证中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

若干年后的某一天，
当人们回望 2016 年的头
几个月，依然会津津乐
道。《相对论》中预测的引
力波被探测到，虚拟现实
产业兴起，“阿尔法围棋”
四比一大胜一流棋手李世
石九段，美国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的火箭海上回收成
功……一个接一个激动人
心的科技大事件让人目不
暇接。

这一系列可能引领人
类走向未来的事件集中

“爆发”，让人们感受到一
股科技与创新的新热潮扑
面而来。仔细审视这番新
的技术热潮，会发现有别
于互联网技术革命的一些
特点。

不少司机开车时会收听路况。英国和爱尔兰
一项联合研究则显示，开车时收听较为复杂的路
况播报会让司机分神。

英国都柏林大学学院和爱尔兰科克大学的研
究人员招募36名司机，把他们分为两组，一组留
意路况播报员换性别，一组留意某条特定道路的
路况。然后，研究人员在模拟驾驶环境中添加大
象或猩猩，结果，71％的司机在收听简单路况时
能够看到猩猩或大象，只有23％的司机在收听复
杂路况时看到了“路边”出现的猩猩或大象，而且
收听复杂路况组开车时违章情况更多。

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研究人员之一、科
克大学吉莉恩·墨菲的话报道：“道路安全宣传
总是关注让司机多看路，这固然重要，我们的研
究则告诉大家，那样做还不够。大家开车时还
得走心。”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开车听路况会分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