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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疫”行动

国际著名期刊《柳叶刀》杂志主编理查

德·霍顿近日在英国《卫报》刊文称，近期，西

方以美国政府为首的政客们对中国的攻击

变本加厉，大有新冷战之势。

霍顿强调称，西方掀反华浪潮是为了掩

盖自身的抗疫失败。此外，他还呼吁各国加

强合作。霍顿说，疫情期间应是各国人民休

戚与共、同仇敌忾的时候，而非政府间发生

冲突的时候。

中国科学家为世界应
对疫情作出英勇贡献

霍顿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科学家在帮助

全球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作出了英勇贡

献。“是中国科学家最早对病毒基因组进行

了测序；是中国科学家呼吁人们注意逐步加

强获得个人防护设备、检测和检疫隔离能力

的重要性；也是中国科学家发出了疫情大流

行的警告。”

霍顿还强调，在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战

役中，中国科学家果断而负责任地采取行

动，保护中国人民的健康。他们建议及早封

城以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实施了严格的物理

疏远政策以减少社会交往，还建立了临时医

院以增加病床数量，使病情最严重的患者能

够得到重症监护。

这并非霍顿首次对中国的抗疫行动予

以高度赞扬。今年 5 月 1 日，霍顿在接受中

国国家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中国政府在面对

紧急情况时封锁武汉的果断决定，为世界赢

得了时间，也向其他国家展示了应该如何应

对疫情的紧急威胁。霍顿说：“所以我认为，

应该感谢中国在武汉抗击疫情中作出的努

力。”

而今年 3月 29日，霍顿主编的《柳叶刀》

杂志发表社论，呼吁各国从中国的经验中学

习。文章指出，中国经验对于探索未来如何

安全地解除限制措施至关重要。7 月 27 日，

《柳叶刀》杂志再次发表最新社论指出，中国

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功经验可供世界其

他国家学习，中国也一直处于新冠病毒疫苗

研究的前沿。

其实，除《柳叶刀》杂志外，还有西方其

他顶尖科学杂志对中国的科学抗疫行动给

予了高度赞扬。例如，今年 5 月 4 日，英国

《自然》杂志网站发表题为《中国非药物干预

措施（NPI）对新冠疫情的影响》一文，其中指

出，中国实施的 3 类非药物干预措施——城

际旅行限制、病例的早期识别和隔离以及人

员接触限制和社交疏离措施，有效控制了疫

情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也为全球赢得了宝贵

的“窗口”期。

美国《科学》杂志网站也在 5月 8日发布

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实施严格隔离

措施，有效减缓了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研究

对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 年 2 月 19 日期

间武汉控制措施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并

指出，“关闭全市公共交通和娱乐场所、禁止

公众集会等措施综合起来，避免了数十万例

感染病例”。

西方掀起反华浪潮
“无益且不公平”

霍顿指出，在新冠肺炎暴发之初，中国

政府立刻向世界发出了警告，但西方民主国

家未能听从这些警告，怪罪中国造成了这场

疫情，就是篡改新冠肺炎疫情的历史和忽略

西方国家的失败。

早在今年 5月份，霍顿就强调称，中国科

学家在今年1月24日就发表关于新冠病毒论

文，“白纸黑字”地告诉世界各国“请立即采取

行动遏制新冠病毒蔓延，疫情很紧急，很危

险”。当时，他也向近来被部分政客热炒的阴

谋论“猛烈开炮”。他表示，指责中国是新冠

肺炎疫情的源头是“无益”和“不公平”的。

此外，27名全球顶尖公共卫生领域科学

家曾于 2月 18日联名刊登声明，强烈谴责网

络上流传的关于新冠病毒的阴谋论。另外，

当借由病毒污名化中国的杂音甚嚣尘上之

际，《自然》杂志今年 4月刊发社论文章《立即

停止新冠病毒污名化》，为自己曾将新冠病

毒错误地与中国武汉相关联道歉。

反华浪潮威胁国际和
平与安全

在《卫报》的文章最后，霍顿呼吁各国加

强合作，共同对抗疫情。

霍顿强调，当下这波反华情绪浪潮，现

已演变成为一种令人不快的甚至是种族主

义的恐华症，它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疫

情期间应是各国人民休戚与共、同仇敌忾的

时候，而不是政府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进一步指出，医学和医学科学不应加

速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新冷战，相反可以帮助

建立国家间的新契约。疫情时刻是体现朋

友间的妥协、尊重和坦诚的时刻。

此前，《柳叶刀》杂志也在社论中指出，

在应对疫情期间，全球要发挥合作精神，有

效沟通。这篇社论同时呼吁，应对像大流行

病这样的全球卫生突发事件，各国应开放协

作，在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缺少应对

新冠病毒的全球合作，将对我们所有人构成

威胁。

尽管特殊时期，政治纷争、偏见、歧视、

阴谋论不断涌现，但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

相互交流、彼此借鉴，全球戮力同心、共同抗

疫，才是正道。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所说：“我们只有一个敌人——病毒。”

在面临巨大危机的特殊时刻，全人类最

应该做的是摒弃偏见，守望相助，加强全球

抗疫合作，才能最终渡过这一难关。也像

WHO 总干事谭德塞所说，此时此刻，最重要

的事情不是污名化或攻击某个国家，而是保

持团结，抗击共同的敌人。他说：“新冠病毒

是人类公敌，没有团结就无法战胜病毒。”

《柳叶刀》杂志主编理查德·霍顿撰文称

“西方掀反华浪潮是掩盖自身抗疫失败”
本报记者 刘 霞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6日电 （记者胡定
坤）近年来，随着反卫星、电磁干扰等技术的

发展，美国军方越来越怀疑其严重依赖的全

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在关键时刻是否有

效，并一直希望找到一种替代方案。据美国

Defense one 网站近日报道，美国空军联手

麻省理工学院正在研究利用地球磁场为飞

机等军用载具提供导航。该技术一旦成功，

将成为 GPS 最可靠的“备胎”。

众所周知，地球存在磁场，正如不同地

区地形各异，地表不同位置的磁场数据也各

不相同。目前各国已对地球磁场进行了较

为精确的测量，并绘制了覆盖全球的磁场地

图，科学家们称之为“磁异常图”。地磁导航

系统正是通过测量所处位置的磁场数据，与

磁场地图对比以确定自身位置。

2017 年，美国空军理工学院助理教授阿

伦·坎西亚尼实验证明，在飞机上用磁传感

器测量地磁场数据实现导航目的，具备一定

的可行性。但是，由于地磁场强度较低，在

“微（百万分之一）特斯拉量级”，飞机本身

电子系统等产生的磁场会严重干扰磁传感

器的测量效果，从而影响导航的精确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今年 7 月底，“美国

空军—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加速器”联合

研究团队发起了“磁导航信号增强挑战赛”，

在开源研究社区 GitHub撒下“英雄帖”，征集

技术方案，希望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分离并消

除飞机等载具自身磁场带来的测量误差。

作 为 挑 战 赛 的 一 部 分 ，美 国 空 军 在

GitHub 上共享了部分数据，这种做法非比

寻常。美国空军情报局负责人工智能的副

局长迈克尔·坎南说，一般情况下，“政府不

会想放弃数据”。按照协议，参与挑战赛的

研究人员必须将数据用于研究目的。

据悉，地球磁场的测量精度有望达到

10 米左右，而 GPS 的精度约为 3 米。但相比

脆弱的 GPS，地磁导航非常稳定，几乎不可

能被干扰，更不可能被摧毁。联合研究团队

中的戴维·雅各布空军少校称，鉴于地球及

其磁场的大小，只有核爆炸规模的干扰才能

影响到地磁信号，即便如此，“你同样可以使

用机器学习算法来消除这些干扰”。

创建于 1980 年代后期的 GPS，几乎发

展成全美国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美

空军一直暗暗担心，在战时其 GPS 卫星会

成为敌方首要打击目标，这才卯上劲地研

发新一代全球定位系统。替代方案其实有

很多种，比如量子钟、惯性导航、六分仪导

航等等，不过，利用地球磁场进行定位是最

被看好的——因为这种磁场系统不但不依

赖卫星，甚至都不需要地理图示，很难被干

扰。这个替代方案落实后，一旦美军最担

心的情况成真，他们也不至于被迫使用上

一代不甚精确的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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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8月 6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自然科研旗下《科学报告》6 日发表的

一项气候变化研究，科学家通过全球气候长

期数据分析与计算机模拟预测发现，欧洲境

内极端干旱的发生频率将上升——如果温室

气体预估排放量不会下降，那么到本世纪末，

像 2018—2019 年中欧干旱那样的破纪录两

年期干旱，发生频率将大幅上升。

尽管地球上的一些区域正面临着洪涝灾

害，但在欧洲，部分地区已经历了数年的降水

不足。数据显示，欧洲今年的干旱情况首先

于年初的春季在东欧开始，4 月和 5 月，天气

干旱情况迅速扩大，到 6月中下旬，欧洲大部

分区域地下水水平非常低，是“超强干旱”的

表现。在中欧地区的波兰，农业干旱十分严

重，水力发电难以为继，波兰气候学家称，这

是一百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之一；捷克、斯洛伐

克、奥地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干旱情况也十分

严重。

鉴于此类现象在近年频繁出现，德国亥

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科学家维特尔·哈里及

其同事，使用 1766—2019 年的全球气候长期

数据，对 2018—2019 年中欧干旱的影响进行

了评估。他们发现，2018—2019 年夏季的干

燥程度均高于均值，属于有记录以来最热夏

季前 3 之列。中欧 50%以上的区域遭受了严

重干旱——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强

的两年期干旱。紧随其后的是 1949—1950

年的干旱，但是影响范围小 33%。

研究团队利用全球气候变化计算机模

型，来预测未来几十年两年期干旱的发生频

率可能发生什么变化，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是

否会产生影响。在模拟温室气体排放增速最

高的气候场景下，研究团队预测，欧洲在本世

纪下半叶（2051—2100 年）的两年期干旱数

量将增加 7 倍。预测结果还显示，中欧受干

旱影响的农地面积将增加近一倍，包括 4000

多万公顷的耕地。

在模拟温室气体中等排放的气候场景

下，预测的两年期干旱数量减少近一半；在低

排放的气候场景下，干旱发生频率将降低

90%以上；这两种场景下的干旱易发地区数

量预计将分别减少 37%和 60%。

以上发现也表明，采取措施降低未来的

碳排放，或许可以降低欧洲频繁发生连续性

干旱事件的风险。

欧洲境内极端干旱频率可能上升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6日电 （记者张梦
然）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成年人的孤独感

会因其生命阶段不同而感受不同，这是荷兰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和南林堡公共卫生服务

局的研究团队得出结论。他们表示，一种人

人通用的减少孤独感的办法可能并不存在，

因为与孤独感相关的因素——与朋友家人

的接触，对健康或工作的感知，在成年人生

活的各个阶段都有差异。相关报告发表在

开放获取期刊《BMC公共卫生》上。

研究团队使用了 2016 年 9 月至 12 月在

荷兰收集的数据，在 6143 位年轻人（19—34

岁）、8418位早期中年人（35—49岁）和 11758

位晚期中年人（50—65岁）中调研人口、社会

及健康相关因素与孤独感之间的关联。结

果有 10309 人（44.3%）报告有孤独感。年轻

人中有 2042 人（39.7%）报告有孤独感，这一

数字在早期中年人和晚期中年人中分别为

3108人（43.3%）和 5159人（48.2%）。

研究发现，有些因素是在所有年龄层中

都与孤独感相关的，其中包括独居、邻里接

触频率、心理困扰以及心理和情绪健康。在

那些感觉被社会排斥的人中，这些因素与孤

独感的相关性最强。

有些因素则只在特定年龄层中与孤独

感相关。年轻人中与孤独感相关性最强的

是与朋友的接触频率，受教育水平也是年轻

人特有的孤独感相关因素，而就业状况与孤

独感的相关性只存在于早期中年人中。与

家人的接触频率和孤独感的相关性只存在

于早期中年人和晚期中年人中。对个人健

康的感知和孤独感的相关性则只存在于晚

期中年人中。

这些结果还表明，在当前新冠肺炎大流

行期间，成年人的孤独感因其生命阶段的重

要因素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影响，例如，年轻

人无法与朋友或同学面对面交流。在考虑

当前疫情对孤独感的影响时，可能要考虑这

种差异。

此前大部分针对孤独感的研究，其对

象都是特定年龄段的人群（如老人或青少

年），或是有特定健康状况的人，过往研究

都没有研究过成年人与孤独感相关的因

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随年龄而变化。现

在科学家们提出，当一个人的实际状况与

其所属年龄层的“常规”设定（例如完成学

业、有工作、有伴侣或孩子等）偏离，她/他

就可能会感到孤独。

最 新 研 究 显 示

疫情期间 人们的孤独感因年龄而异

图片来源：英国《卫报》网站

目前，电动汽车或借助两根朝天“长

辫”，或通过自带充电电池供电前行。前者

行驶路径受到限制，后者不仅充电费时，且

因电池自重而耗能。针对这两种电车存在

的问题，以色列初创公司伊莱克特瑞昂无线

（ElectReon Wireless）开发出独特的解决方

案：铺设能进行无线充电的智能道路，让带

有少量电池的汽车在这种道路上边充电边

行驶。

经济环保，让电动汽
车使用最少电池

公司业务发展副总裁诺姆·伊兰说，众

所周知，电动出行是解决交通二氧化碳和污

染排放的最佳方法，但电动汽车本身却受到

电池的限制。他们认为，使用最少电池的电

动汽车是环境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也是最具

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对商用或重型

车辆更是如此。

伊莱克特瑞昂无线公司的智能道路包

括，将众多铜质线圈延道路方向水平埋放在

道路沥青路面下方 8 厘米处，线圈与控制管

理单元相连接。线圈的作用是将电能以无

线方式传输给车辆下方的能量接收器，从而

为电池充电提供所需的动力。车辆的大小

和能耗决定了接收器的数量。整个系统能

够让汽车延长行驶里程，并因采取较小容量

电池，从而容纳更多乘客，提高了运输效率。

据伊兰介绍，通常一辆公共汽车每天行

驶 200 公里所需的能量为 400 千瓦时，而他

们开发的系统能为行驶在智能无线充电道

路上的每辆公共汽车提供至少 40%的充电

时间，这样公共汽车所携带的充电电池功率

只需约 40千瓦。

多次测试，确保项目
在实践中的可行性

为验证其方案的可行性，公司开展试验

性项目，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效果。公司的

首个研究项目，是在瑞典进行的名为古特兰

智能道路的试验。研究人员对一辆重达 40

吨的试验卡车进行全程无线充电，目标是证

明其产品可以在世界各地进行商业化推广

和运营。

伊兰表示，瑞典试验项目的结果首次证

实了公司为行驶中卡车充电的能力，这让公

司的解决方案为全球各地的人们所知晓。

事实上，按照瑞典政府的要求，公司安装的

试验性基础设施整个冬季都处在沥青路面

下。他认为，该试验是非常重要的阶段，因

为下阶段将在瑞典开展长约 30公里的、规模

更大的半商业性试验。为获得瑞典政府的

批准，公司必须证实其安装的基础设施能够

经受当地冬季的考验。因此，对公司而言，

古特兰智能道路的试验项目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里程碑。

据悉，公司下一步还将与以色列特拉维

夫市政府和丹（Dan）公共汽车公司合作，修

建长约 1 公里的汽车无线充电道路，测试特

拉维夫大学和火车站之间的专线班车服

务。伊兰说，公司将从 2020 年秋天开始，铺

设长约 600 米的道路，并在公共交通总站安

装充电装置。

伊兰认为，在特拉维夫市的演示项目是

为了掌握无线充电技术的效率和性能，证明

公司的确可以为公交汽车提供完整的、无需

任何其他类型充电的解决方案。如果这一

目标实现，那么以色列能源部将公布特拉维

夫市内实施长约 10公里的商业项目，该项目

的第一阶段目标是为公交车充电。

着眼未来，无线充电
或成电动交通重点

今年 6 月份，公司筹集了 5000 万美元的

资金，以进一步实现商业化，并打入美国和

拉丁美洲的市场，同时扩大无线充电的车辆

范围，从公共汽车、重型卡车延伸到班车、出

租车、轻型卡车、小型箱式货车和自主驾驶

汽车。

伊兰预计，许多国家或地区在未来将发

布禁止燃油动力汽车的禁令，此举可能会让

类似他们这样的公司所开发的技术成为电

动交通的重点。目前，以色列政府的目标是

到 2030 年，汽油和柴油动力新车数量为零。

此外，全球还有其他国家也紧随其后，宣布

了各自的计划，在未来 10年内逐步放弃使用

燃油汽车。

伊兰表示，从现在开始，约 10年后，自主

交通将变得更加普遍，这为他们公司的解决

方案与自主驾驶车辆之间提供了非常自然

的结合契机，因为这些车辆能在无线充电技

术的支持下，依靠少量电池全天候边充电边

行驶，而无需驾驶员为其充电。

以色列智能道路：让电动车边充电边行驶
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毛 黎

在瑞士进行无线充电试验项目的重型卡车。 图片来自公司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6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消息，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NASA）的最新影像显示，在寒冷

的加拿大埃尔斯米尔岛上，两个曾经巨大的

冰盖完全消失了。这两个冰盖已存在几个世

纪，科学家曾在 2017 年预测其消亡，它们的

彻底消失或将对环境产生巨大影响。

冰盖是覆盖着极厚冰层的广大陆地面

积，冰盖的形成、消亡、融水量及其分布范围

和成分的变化，直接影响局部地区乃至全球

的地质和自然环境变化。

此次消失的冰盖，是加拿大北极地区

埃尔斯米尔岛上的圣帕特里克湾冰盖，它

们在那里已存在了数百年。1959 年最早的

研究团队到达当地时，冰盖的覆盖面积分

别为近 7.5 平方公里和 3 平方公里。研究

人员 2017 年再次研究冰盖，他们将 2015 年

7 月的卫星数据与 1959 年 8 月拍摄的垂直

航拍照片进行了比较，发现冰盖减少到仅

占原冰面积的 5%。

美 国 国 家 冰 雪 数 据 中 心 的 科 学 家 在

2017 年《冰冻圈》期刊上发表论文并预测，如

果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得不到控制，该处冰盖

将在未来 5 年内完全融化，而现在 NASA 先

进的星载热发射和反射辐射计（ASTER）的

最新图像显示这一预测是准确的——2020

年 7月 14日拍摄的 ASTER 图像里，冰盖已经

完全消失了。

NSIDC 主任、科罗拉多博尔德大学教授

马克·赛雷兹 1982 年曾首次涉足圣帕特里克

湾冰盖。“当我第一次参观那些冰盖时，它们

看起来就像是永久的景观。”他说，“看着它们

在不到 40年的时间内‘死亡’，真让我震惊。”

塞雷兹表示，圣帕特里克湾的冰盖是哈

森高原的一部分，据信可以追溯到小冰河时

期，“我们早已知道，随着气候变化，北极地区

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但是我曾经非常了解

的两块冰盖消失了，这使全球气候变化于我

成了一件更私人的事。我剩下的只有照片和

很多回忆。”

图像显示加拿大两巨大冰盖完全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