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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月球背面迎来首位访客。嫦娥
四号这一科幻大片般的创举，为2019年的世界
科技高调开篇。

一如“嫦娥”，人类正快步来到“未知之
地”，那些曾经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正
加速进入现实。在已经到来的2019年，无论抬
头仰望星空、低头畅游网络，还是人类健康本
身，都将有诸多亮点可期可待。

“到2019年，我们将重新‘进军’月球。”
科幻巨匠艾萨克·阿西莫夫曾在35年前这样预
言。尽管尚未发展到建立“太空定居点”，但
2019年的星空也一定不会令阿西莫夫失望。从
月球、小行星到系外空间，深空探测可谓“好
戏连台”。

“广寒宫”不再“冷清”。“嫦娥”刚刚放
下的那只“玉兔”，已经在“蟾宫后院”留下
人类第一道足迹。这可不只是“到此一游”
那么简单，而是有着巨大的科研价值和超乎
想象的影响。

“原来月球背面没有汽车人、外星基地
啊……”在新华社发布的一条相关新闻下面，

一位网友的评论瞬间赢得2000多个赞。如果
说，科幻作品带人们大胆去想象，那么月球探
测则屡屡刷新人类的认知。

蟾宫折桂，多国竞逐。美国有望最早从今
年开始向月球发送相对小型、廉价的载荷，为
宇航员重返月球“探路”，并在本世纪20年代
初在月球附近建立轨道平台；俄罗斯正积极准
备，力争从2021年起发射多个探测器，分别实
施绕月探测、月球南极着陆考察及深挖取样等。

科幻作品中，小行星上满是故事：人类在
上面开矿、旅游，打造“生存绿洲”。而现实情
况是，在深空探测中，小行星绝对算是“偏
门”。不过，2019年小行星探测却颇有看点。
美 国 第 一 个 小 行 星 采 样 任 务 “ 奥 里 西
斯-Rex”探测器已经在2018年年底进入小行
星贝努的轨道，接下来将陆续发回绕飞获取的
探测信息。贝努直径仅500米，是人类航天器
迄今在轨绕行的最小天体。能绕这么小的天体
飞行探测，迄今即便在科幻作品中也还尚未出
现这样的情节。

对太阳系乃至系外空间的探索也将继续。
美国发射的系外行星探测器“苔丝”去年正式

“开工”，将努力在太阳系外寻找“新世界”。
“旅行者2号”探测器也于去年年底飞出日光
层，开始探索星际空间，它们在2019年的探测
成果值得期待。

从3G到4G，手机“智能化”颠覆了许多产
业、乃至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4G到5G，则将
开启“万物智能”时代，让人惊呼“未来已来”。

带宽大、速度快、运行稳，这些特性成就
了5G“赋能一切”的科幻属性：超快速度，一
秒下载多部高清大片；超低延时，无人驾驶、
远程操控轻松实现；万物互联，不仅所有家
电，就连井盖、管道都可“智能化”管理。

在多年技术积累之后，2019年有望成为5G
的“商用元年”。国际标准组织“第三代合作伙伴计
划”宣布，完整的5G标准最早将于2019年3月出
台。这意味着，5G网络部署将在今年大规模展开。

在美国，已经开始的5G牌照发放将进一
步扩大，今年将有更多美国城市“尝鲜”5G；
在韩国，主要电信运营商近期联手推出5G商
用服务，主要面对部分大城市的企业用户，并
将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

中国的5G部署稳步推进。去年年底，工业
和信息化部发放了5G系统中低频段试验频率
使用许可，向业界发出了加速推进5G商用的明
确信号。中国各大电信运营商均表示，2019年

5G开始预商用。

如果能训练一批“特种兵”免疫细胞，在
体内“精准杀敌”，那么“绝症”这个词可能彻
底作古。曾经在科幻小说中出现的这一美好设
想，已经成为生物医学界一大现实目标。虽然
仍很遥远，但已有理由期待。

在免疫疗法、基因编辑等领域研究将不断取
得突破的2019年，更多新疗法、新药物将进入临
床试验并投入使用，扩充人类抵御疾病的“武器
库”，一些特定种类的癌症、遗传病等的治疗有望
取得突破性进展，将不再是“不治之症”。

美国一家公司去年12月已宣布，将启动一项
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一种遗传性眼疾的临床试
验，相关申请已被美国监管部门接受。在安全性、
耐受性和有效性得到验证后，有望投入临床使用。

英国广播公司日前列出2019年三个最可能
取得重要突破的科研领域，免疫疗法居于首位。
这种利用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来对抗疾病的新疗
法近年来发展迅速，尤其癌症免疫疗法的研发正
逐渐“开花结果”，新发现的治疗靶点数量激增。

专家同时预测，2019年各种人工智能技术
将加速在众多领域“开疆辟土”，其中医疗健康
领域可圈可点。从确定药物分子结构到提高药
物开发效率，从早期癌症诊断到预测肿瘤发
展，都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在发挥作用。

“单细胞基因活性分析”被美国《科学》杂
志评为2018年年度头号突破。这是一套“三连
发”研究方法，像“放电影”一样展现胚胎细
胞形成成年动物复杂组织和器官的过程，有望
在未来10年改变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格局。

（据新华社）

2019，更多“科幻”走进现实

纤维有助排便、补钙稳定血压、吃
可可粉能减肥……记者调研发现，这些
在国内流传颇广的保健“常识”，其实
至少在欧盟并没有得到官方认可。

全球范围内，欧盟是公认的保健品
监管较为严格的地方。在欧盟委员会官
方网站上，可查到一份共800多页的清
单，上面列举获欧盟批准或禁止使用的
保健品宣传语，并都附有相应理由，即
欧盟食品安全局的科学意见链接。

记者浏览这个清单发现，一些广为
流传的健康“常识”，其实并不正确或
者未获得足够的证据支持。

例如，膳食纤维摄入有助增强饱腹
感、规律排便、体重管理、维持正常血
糖浓度和维持血液胆固醇水平等说法，
就未被欧盟食安局采纳。该机构在参考
41篇学术论文后得出结论，膳食纤维摄
入与所宣称的这些益处之间无法建立因
果关系。

欧盟食安局解释说，膳食纤维是一
类人类小肠无法吸收的碳水化合物的统
称，“摄入膳食纤维对于人体有各种生
理影响。受每种纤维的独特物理和化学
性质以及摄入剂量和方式不同的影响，
产生的生理效应也会有区别”。

补钙有益身体健康的说法也广为流
传。欧盟食安局在一篇科学意见文章里
肯定了补钙对骨骼和牙齿健康、肌肉功
能和凝血功能的益处，但同时澄清，没
有足够证据支持补钙与稳定血压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

近年来，吃可可粉能减肥的说法逐
渐流传开来。但欧盟食安局评估认为，
吃可可粉与维持正常体重之间尚无法建
立因果关系。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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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显示，听力障碍已成我国第二大出生缺陷
疾病。我国现有听力残疾人2054万，其中0-6岁儿童
超过80万人，且每年新增3万聋儿。在治疗方面，除
昂贵的人工耳蜗植入外，重度耳聋尚无法治疗。

“因此，早期诊聋防聋至关重要。研究表明，约有
60%重度耳聋是因为遗传因素导致。正常人中约5%
的耳聋基因携带率，是造成成人后天耳聋和生育下一
代聋儿的主要原因。然而，传统的耳聋筛查和诊断技
术操作繁琐、通量低，且难以发现迟发性耳聋和药物
致聋敏感人群。”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医学院教
授程京说。所以，迫切需要一款高精度、高灵敏度、
高通量、低成本的新型基因突变检测技术及配套设
备，以实现规模化预防耳聋。

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和博奥生物

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遗传性耳聋基因诊断芯片
系统的研制及其应用”项目，发明了多重等位基因特
异性扩增及通用芯片技术，并在此基础上研制出全球
首款耳聋基因诊断芯片，可同时检测4个最常见致聋
基因上的9个突变热点，使我国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
的对遗传病进行分子筛查的国家。

该项目目前已推广到全国包括台湾在内的30余个
省市及越南等地，并已在20个省市纳入政府民生工
程。截至2018年底，全国接受遗传性耳聋基因筛查的
新生儿数量超过300万，检出总突变率为4.4%，其中
药物致聋基因携带者就有8000多人，直接避免了受检
者和家庭成员约8万多人因使用药物不当而致聋。该
项目荣获 2018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据《科技日报》）

宇宙求索更进一步深探测

5G商用厚积薄发快连接

生物医学可圈可点新疗法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徐世烺教授团队研发出
一种高韧性纤维混凝土材料，具有高韧、控裂、耐
久的特性，拉伸变形能力可高达普通混凝土的800
倍。这项成果于8日获2018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
奖。

“脆性大、易开裂是普通混凝土的天然属性。”
徐世烺说，混凝土广泛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
的用量更是高居世界前列，混凝土裂缝会降低大型
工程寿命，造成大量经济损失，甚至引发重大安全
事故。

“我们的发明从材料性能方面彻底解决了混凝
土强而不韧、脆性易裂的根本缺陷。”徐世烺介
绍，高韧性混凝土极限抗拉应变最高可达8.4%，这
个数值比普通混凝土高出800倍。与普通砂浆、混
凝土容易脆性断裂的特性不同，高韧性混凝土最大
裂缝宽度远小于0.1mm，满足严酷条件下的耐腐蚀
耐久性要求。

科研团队还对包括材料力学性能、耐久性能和
结构性能在内的指标进行大规模系统性测试。结果
显示，高韧性混凝土变形能力和强度综合性指标比
国际上最好的数据分别超出70%和60%。

目前，高韧性混凝土已经实现规模化工业化生
产，并在浙江新岭隧道、常山港特大桥等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上得到应用。

“该成果形成了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技术体
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经过了工程验证。”中国
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缪昌文说，提高混凝土
的抗裂能力和使用性能，能够进一步延长混凝土建
筑物，尤其是重大工程的使用寿命。

据了解，徐世烺团队已经开始对高韧性纤维混
凝土材料及其复合结构的冲击动力性能开展探索研
究，以期为重大工程结构的安全服役提供新的科技
成果支撑。 （据新华社）

新生儿采足跟血检测遗传性耳聋新生儿采足跟血检测遗传性耳聋

“烤冷面之所以这么筋道，是因为加入了化学
物质，甚至加入了剧毒化工原料硼砂。”人们常能
在朋友圈里看到这样的消息。

但我国多地食品卫生监管部门的抽检结果显
示，确实有个别商家在冷面中加入了硼砂，但大部
分被抽检的冷面成分均无问题。

硼砂学名四硼酸钠，在水中会呈弱碱性。中国
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
绍，冷面在加入硼砂后，会提升口感和保水性，这
就是人们常说的“筋道”。

但硼砂可与胃酸作用产生硼酸，硼酸可能会导
致急性中毒，通常表现为呕吐、腹泻、皮肤红斑等
症状。同时，硼砂可在人体内积存，长期累积后对
健康不利。由于硼砂具有一定危害性，早在1992
年我国就明令禁止在食品中使用硼砂，而且现代食
品工业中能替代硼砂的添加剂也有很多，商家们没
必要冒险去使用它。

那么，烤冷面筋道的口感从何而来？专家表
示，这种“嚼劲”主要来自于面筋。面筋是一种富
有弹性的粘糕状筋力物质，面筋的主要成分是非极
性的醇溶蛋白和极性较大的谷蛋白。

当然，并不能完全排除一些商贩会滥用硼砂以
提升烤冷面的筋道口感。更可怕的是，朱毅表示，
添加了硼砂的食品口感不易被识别，消费者很难分
辨。

因此，青海大学医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授
王秀娟对科技日报记者说：“因为路边摊食品原料
难以溯源，卫生条件常常无法达标，建议消费者少
吃或不吃路边摊食物。” （据《科技日报》）

耳聋诊断芯片 避免人间无声悲剧上演

近日，纯电动智能驾驶扫路机“无人小扫”在湖南长沙橘子洲头执行清扫任务。这台“无人小扫”目前
可以实现全工况无人驾驶，智能识别垃圾位置并实时调整作业轨迹，根据垃圾种类、负荷调整作业车速、扫
盘转速、风机功率。 据《科技日报》

烤冷面筋道

皆因放了硼砂?

ｋ 辟谣

中国科学家研发
高韧性混凝土 可弯曲拉伸

ｋ最炫科技风

办公楼带院和车库
出租出售

可以以租代买，好项目可以合作，可以

贷款。适合酒店，学校，敬老院，医院等项

目。建筑面积6200平方米，院内面积4500

平方米，位于大安市中心，距大安嫩江港8

公里，查干湖38公里。

联系电话:

13943637777 15943693333

13843680013 13321571766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行政强制公告书

白执公告字〔2018〕13080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曾庆德未经审批临时建设，在中兴东大路24号楼内4单元一层东侧北市

烧烤未经审批临时建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四
条，本机关于2018年12月13日对曾庆德作出限期五日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罚
（白执罚字〔2018〕第 1308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进行催告（白执强催
〔2018〕第13080号）。

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在公告之日
起7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2019年1月11日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行政强制公告书

白执公告字〔2018〕1311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曾庆秋未经审批临时建设，在中兴东大路中兴小区99-1号楼小秋北市

烧烤未经审批临时建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四条，
本机关于2018年12月26日对曾庆秋作出限期五日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罚
（白执罚字〔2018〕第131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进行催告（白执强催
〔2018〕第13111号）。

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在公告之
日起七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2019年1月11日

出租公告
白城市洮北区保民农场牧

业小区对外出租，总面积

12000 平方米，内有羊舍 4

栋，每栋1000平方米，草料

库，青储窖，储粪池，无害化

处理罐等辅助设施齐全，价格

面议。

联系人：王凯

电话：13943450606

公 告
刘贺：

本院已受理原告韩艳娥诉你及屈佳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17室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大安市人民法院
2019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