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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铁路拟 5 年内

运行无人驾驶列车
法国国营铁路公司 12 日说，计划 2023
年前引入无人驾驶客运和货运列车，在国
内干线逐步推广。
公司总裁纪尧姆·佩皮在声明中说：
“有了无人驾驶列车，所有列车将会协调运
营，速度一样。铁路系统将变得更畅通。”
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希望，引入无人驾
驶列车后，那些最繁忙的铁路干线会行驶
更多列车，能源消耗也将减少。
佩皮说，包括首都巴黎在内的许多城
市已经运行无人驾驶地铁列车，而“铁路
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让无人驾驶列车长距

“智能裤子”
或帮助老人行走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研究人
员正在开发一款含有人造肌肉的
“智能裤子”，以帮助老年穿着者
行走、站立，减少他们对轮椅或
其他代步工具的依赖。
这款名为“恰当裤子”的产
品含有多块可充气人造肌肉，每
块最多可施加 6 千克提升力。它还
有气动加强装置，帮助穿着者站
立时稳固膝盖。另外，只要按下
一个按钮，“恰当裤子”还能在穿
着者如厕时自动松弛脱落。
“恰当裤子”通过众筹获得
200 万 英 镑 （约 合 1789 万 元 人 民
币） 研发经费。这款裤子有望 10 年
内在药店销售。
（据新华社微特稿）

我国学者发现一种

“消除戒毒痛苦”新方法

记者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获
悉，该院学者领衔的一项最新研
究表明，将非侵入脑刺激技术应
用于戒断初期的成瘾患者，可以
有效改善戒毒过程中的痛苦、焦
虑、失眠等症状。
本研究采用随机分组的对照设
计，对戒断 2-15 天的吸毒者进行
为期 10 天的左脑背外侧前额皮层的
经颅磁刺激干预治疗，并系统评估
了患者的多项戒断症状、睡眠、焦
虑与抑郁症状。接受经颅磁刺激治
疗的患者戒断症状快速下降，复吸
欲望降低。
（据新华社）

离运行是一个新挑战。
按计划，国营铁路公司将与轨道车辆
专家合作，分阶段运行无人驾驶列车。
佩皮说，无人驾驶列车“明显是未
来”发展趋势，不过，法国民众可能需要
花时间接受乘坐无人驾驶列车。
法新社援引公司创新部门主管卡罗
尔·德诺斯特的话报道，澳大利亚和日本
等国眼下尝试运行无人驾驶列车。法国国
营铁路公司现阶段在与德国铁路公司商讨
推广无人驾驶列车的欧洲标准。
（据新华社微特稿）

(资料图）

长期数据显示太湖湖泊

物理环境发生显著变化

(资料图）
记者从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
究所获悉，由该所张运林研究员等组
成的科研团队，新近对 1992 至 2016 年
间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的长期定位观测
数据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25
年里，太湖湖泊物理环境发生了显著
变化：气温、水温和水位显著上升，
而风速和透明度则显著下降，这对未
来太湖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此次研究中，科研团队系统分析
了 1992 年以来的 25 年中，中国生态系
统研究网络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
的长期定位观测数据，并揭示出太湖
湖泊物理环境的变化过程和潜在的生
态效应。研究发现，这 25 年里，太湖
水温和水位分别增加了 0.93 摄氏度和
0.38 米 ， 风 速 和 透 明 度 则 显 著 下 降 ，
其中平均风速和草型湖区透明度分别
下降了 0.68 米每秒和 0.4 米。由于藻华
容易在高温和低风下形成，气温上升
和风速降低造成了易发生藻华的气象
条件，有利于蓝藻水华生长、漂浮和
聚集的藻型生境进一步形成和强化。

而由于沉水植物一般生长在水深
较浅、透明度较高的水域，太湖水位
的上升以及透明度的下降，致使湖泊
底部可利用光显著降低，不利于水生
植被特别是生活在湖泊底部的沉水植
被获取足够光照进行光合作用。这也
致使太湖东南部湖湾湖泊生境逐步由
草型生境向藻型生境转化，驱动湖泊
生态系统从“清水草型”向“浊水藻
型”生态系统演替，太湖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出现退化。
张运林说，太湖物理环境的这些
变化促进蓝藻生长和漂浮堆积，部分
抵消了太湖流域过去 10 年控源截污对
蓝藻水华的控制作用。这也意味着，
未来太湖环保治理的难度进一步加
大，流域上控源截污需要标准更严、
坚持更久，才能产生显著效应。
此次研究得到中科院前沿科学重
点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
究群体等项目的联合资助。相关研究
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水资源领域权威
期刊 《水资源研究》 上。 （据新华社）

南非发现 7.3 万年前

最古老画作

考古学家认定，南非一处洞穴
中发现的线条图案是迄今最古老的
人类画作。对于当代人而言，这幅
7.3 万年前画作的内容看起来却很
眼熟，类似社交媒体发帖常用的井
号标签。
这幅人类最古老画作发现于开
普敦以东 300 公里的布隆波斯洞
窟。画作绘在一块 39 毫米长、15
毫米宽的不规则石片上，图案是 6
条赭色线条与另外 3 条同色曲线交
叉。英国 《自然》 周刊 12 日刊载
的研究报告说，这件作品比迄今发
现的其他人类绘画早至少 3 万年。
参与研究的挪威卑尔根大学
研究人员克里斯托弗·亨希尔伍
德说，远古人类用尖锐的赭石石
片绘制了这些线条。鉴于石片上
的线条突然终止，研究人员推
测，目前发现的作品可能属于一
幅更大的画作，在其完成后被故
意剥落下来。
井号标签类型的图案大量出现
在数万年前的石器绘画中，布隆波
斯洞窟出土的其他物件上也绘有类
似图案。研究人员因而认为，最近
发现的图案不是胡乱涂画，而是刻
意而为的画作。亨希尔伍德说：
“几乎可以肯定，对于制作者而言
这有着独特意义，或许是同一群落
所有人所理解的普通符号体系的构
成部分。”这项发现显示，早期非
洲智人已经发展出较高级的认知能
力。
（据新华社微特稿）

广告

为什么徐冬冬喜欢喝椰树牌椰汁
为什么徐冬冬喜欢喝椰树牌椰汁，
因为
椰树牌椰汁坚持 30 年用新鲜椰肉鲜榨，不
用椰浆加香精当生榨骗人。
椰树集团 1987 年攻克难关，解决“油
水分离”和“蛋白质凝块”的技术难题，研
制成功的椰汁。30 年来一直坚持在海南
原产地用新鲜椰肉鲜榨，做到“四不加”：

不 加 激 素 ，不 加 香 精 ，不 加 色 素 ，不 加 防
腐剂。一直保持椰子的天然风味和丰富
营 养 ，做 到 甜 度 适 中、口 感 柔 和 ，让 消 费
者饮用安全放心。为了保证产品品质，
椰子原料紧缺时，宁愿产量降低，市场断
货，也不降低标准生产。
椰树牌椰汁的包装设计坚持几十年风

格不变，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对消费者
的承诺：
“30 年坚持在海南岛用鲜椰子肉鲜
榨”、
“ 敢承诺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
腐剂”、
“不用椰浆加香精当生榨”。从产品
的外观到内在的品质，都体现真实天然和
诚信。难怪消费者在喝了椰树牌椰汁后心
有所感而由衷点赞。

“好空气养出好椰子，好技术造出好
椰汁。”椰树牌椰汁长盛不衰，源于多年来
坚持诚信经营，坚持用品质说话，用优良
的产品质量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喜爱。
其实，不只是徐冬冬喜欢喝椰树牌椰
汁，全国各地有许多人都喜欢喝椰树牌椰
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