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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深度思维”（DeepMind）公司在
著名的“阿法狗”后再出神作。据英国《卫
报》在线版4日报道，在近日举办的一场国
际赛事中，“深度思维”的最新人工智能
（AI）——名为“阿法折叠”（AlphaFold）的
程序“碾压”所有其他参赛者，成功根据基
因序列预测出蛋白质的3D结构。该人工
智能程序对蛋白质的理解或迎来医学进步
的新时代。

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系统的物质基础，

但其生物功能的发挥，需要蛋白质正确折
叠为特定的3D结构。如折叠错误就会导
致帕金森症、阿尔茨海默病等多种疾病。
而蛋白质折叠非常神秘，真正理解它可以
帮助人类揭开蛋白质本身的功能奥秘、有
效抗击各种顽疾，并影响21世纪生态、环
境等所有与生命系统相关的问题。

鉴于此，谷歌“深度思维”将人工智能
“阿法狗”转型，以解决科学上最棘手的医
疗问题，开发了可预测蛋白质折叠的程序

“阿法折叠”，并以该项目参加了在墨西哥
坎昆举办的全球蛋白质结构预测竞赛。该
竞赛一年举办两次，被称为“蛋白质折叠奥
运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小组参与其
中。竞赛规则是根据氨基酸列表来预测蛋
白质的结构，氨基酸列表会提前发送给参
赛团队，答案已由复杂而昂贵的传统方法
先行解开，但并未公布。

此次人工智能“阿法折叠”首次参加比
赛，就在98个参赛团队中名列榜首，准确

地从43种蛋白质中预测出了25种蛋白质
的结构，且与其他参赛者拉开很大差距
——第二名获奖团队仅准确预测出了 3
种。

而且，人工智能“阿法折叠”关注的是
从零开始建模的目标结构，并不使用先前
已经解析的蛋白质作为模板，其在预测蛋
白质结构的物理性质上达到了高度准确
性。

（本报综合）

谷歌新程序“阿法折叠”碾压四方

人工智能成功预测蛋白质3D结构

近年来，超级月亮一直很火，时不时就
会在朋友圈刷屏。在人们赏月的同时，也
有人发出警告宣称，超级月亮出现时，月球
的引力会比往常增大很多，这将使地球的
板块受到影响，从而诱发大规模的地震、火
山喷发、海啸等自然灾害。

事实上，天文学上并没有超级月亮这
个名词，这一说法由美国占星师理查德·诺
艾尔1979年提出。他对超级月亮定义为

“距离地球最近的新月或满月”。他预言，
每次超级月亮都会带来火山喷发和地震等
极端自然灾难。

对此，天文学家并不认同。在郑永春
看来，超级月亮是一种正常的天文现象，通
常情况下，当月亮离地球最近的时候，且恰
好遇见满月，就会出现超级月亮。

“所谓超级月亮只是因为月球到地球
的距离比平均距离更近一些。”郑永春说，

“月球到地球的距离本身就是变化的，最远
的时候是40万千米，最近的时候是36万千

米，平均距离是38万千米。我们在地球上
看到的月亮的大小处于变化之中，几十亿
年来一直如此，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现
象。而且地球本身的地质活动也很活跃，
地球表面岩石圈的固体潮、海洋潮汐的液
体潮都是地球与月球引力相互作用的结
果，这样的活动每天都在进行，并不存在超
级月亮会导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说法。”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赵之珩也曾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地
月距离与地震或者火山喷发有何关联，即
便有火山和地震发生，也是因为地球自身
的原因。当前科学界公认的是，地月之间
的距离变化只会影响江海的潮汐。

（本报综合）

谣言四 超级月亮引发地震等灾害

科技 察观
◢

月亮的谣言 你信过几个

1969年7月20日是人类历史上载入
史册的一天。在这一天，美国宇航员阿姆
斯特朗踏上了月球的土地，迈出了人类的
一大步，成为登上月球的第一人。然而，有
些人却认为阿波罗登月是伪造的，人类根
本就没有登上月球，相关情景是在摄影棚
拍摄的，照片也是假的。

这些登月质疑者提出的“证据”主要有
4点：首先，月球上是真空的，为什么宇航
员把美国国旗插在月球表面时，国旗在迎
风飘动？其次，高矮不同的宇航员，其投影
却差不多高，这说明有人工光源干预；第
三，在只有太阳一个光源的情况下，为什么
有些宇航员拥有两个影子？第四，阿姆斯
特朗在月球上留下的脚印非常清晰，可能
是人工伪造的。

对于这些质疑，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
自远曾进行一一驳斥。他表示，国旗晃动
是惯性造成的，当宇航员把国旗插上月球
表面时，由于自身重心不稳带动旗帜晃动，

而月球上不像地球一样有空气阻力，所以
晃动会持续很长时间；高矮问题是由高低
不平的月球表面造成的，如果影子“经过”
一个大坑，在照片上看起来影子就“变短”
了；重影问题是由着陆器造成的，金属材料
制成的着陆器拥有多个折射面，不同角度
反射了太阳光，由此造成重影；鞋印问题是
由于月球表面多为粉末状矿物，粗糙的粉
末表面摩擦系数大，一脚踩下去，细碎的粉
末很容易粘在一起，使脚印显得特别清晰。

“阿波罗登月40多年后，我国的‘嫦娥
二号’、日本的月亮女神探测器、印度的‘月
船一号’探测器，以及美国发射的月球探测
器，拍摄到了大量月球照片，其中一些高分
辨率的图像中，已经找到了月球车、登月
舱、车轮走过的痕迹以及阿波罗宇航员放
在月球上的实验设备等，大量的遗留物品
证明确实有人登上过月球，阿波罗登月是
真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
春告诉记者。

谣言一 美国阿波罗登月是伪造的

据中国国家航天局有关人士透露，本
月我国将发射嫦娥四号探测器，并计划在
月球背面着陆。届时，中国将成为全球首
个可以实现在月球背面着陆的国家。

作为地球最亲密的邻居，月球是人类肉

眼所能看到的最大天体。千百年来，人类的文
学作品甚至神话传说中都不乏月球的身影。
一轮皎洁如玉的明月高悬夜空，总会诱发人
类无限遐想。脑洞大了琢磨得多了，各种有
关月球的谣言便也在坊间广为流传起来。

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我们永远只能
看到月球的一面，而它的背面从不示人。
这也使得月球背面成为一处神秘的所在。
正因如此，坊间流传着很多有关月球背面
的谣言，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月球背面有外
星人，外星人甚至还在那里建立了基地。

对此郑永春表示，其实关于有外星人
在月球背面的说法并不新鲜。很多科幻小
说都声称，月球背面是外星人的基地，从月
球背面图像中可以识别出外星人的宇宙飞
船，甚至美军在二战末期失踪的轰炸机也
出现在了月球背面。这些科幻小说声称，
阿波罗登月的宇航员在月球背面见到了令
人吃惊的物体，可能是外星人在月球上的
遗留物。也有传言认为，月球内部是空心
的，里面是外星人居住的巨大城市。这些

以讹传讹的谣言经过不断演绎，甚至堂而
皇之地登上了正规出版物。

在郑永春看来，这些明显的虚假传闻
竟然让有些人信以为真，其实根本原因是
由于人们对月球背面的不了解。正因为月
球的一面永远背对着地球，使得人类从地
球上观测月球时，看不到月球背面绝大部
分区域。在没有月球探测器之前，月球背
面一直是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6次登月，100多次
探测月球，获得了海量信息，月球已经成为人
类除地球外了解最为透彻的天体。“人类所有
探月任务都表明，月球背面没有发现外星人
基地，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工建筑物或外星人
活动的痕迹。月球背面看起来只是一片保存
了40亿年之久的荒凉死寂大陆。”郑永春说。

谣言二 月球背面有外星人

长城既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又是炎黄
子孙的骄傲。关于长城，坊间一直流传着
一种说法：站在月球上看地球，用肉眼唯一
可以看到的人类建筑就是万里长城，很多
人对此深信不疑。

但直到宇航员们登上了月球，这一说
法才被打破。阿波罗12号登月宇航员阿
兰·比恩曾表示从月球上看地球：“唯一能
够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球体，大部分是白
色（因为有云），还有一些蓝色和黄色的部

分，有的时候还能看到星星点点的绿色。”
2003年，我国航天员杨利伟在从太空返回
地面后也曾表示，地球景色非常美丽，但的
确没有看到长城。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研究员戴昌达
等人经过科学分析后再次确认，肉眼不可
能从太空轨道上看到长城，只有达到一定
空间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才能获得长城影
像。

他们指出，即使在通视条件极佳的情

谣言三 从月球上能看到长城

况下, 常人能够看到 10 米大小的物
体, 形成平面形觉的极限距离大约是36
千米, 远低于公认的太空高度, 何况长
城宽度基本上只有 2米左右, 除大的关

隘城楼外, 一般城台（如烽火台）的宽度
也只有5—6米。由此可以断定，宇航员
是不可能从太空仅凭肉眼就看到长城
的。

全国道德模范董明

与温中师生面对面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傅祖斌报道：5

日，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共同组织的“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专题讲座在温泉中
学体育馆举行。全国道德模范董明为该校900余名
师生讲述了自己的奋斗历程。

“看完董明老师的微视频，很震撼，我要向身残
志坚的董明老师学习，做一个乐观向上，不断奋斗
的人。”九年级（二）班的学生周星激动地说。

温泉中学校长李育军说，道德课堂是该校的课
外课堂，每个学期都以不同形式开展，旨在为师生营
造良好的、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据了解，董明是“董明爱心基金”、“武汉相信爱
公益服务中心”发起人,一年365天,她都在轮椅上
做志愿者，被誉为“轮椅上的天使”。虽然身体不方
便，虽然经历了许多的挫折与磨难，她却用自己微
薄的收入资助农村失学的孩子，用残疾的身躯书写
着无悔的志愿服务，还用自己每月的收入，带动
50000多人成立了“董明爱心志愿者团队”，常年义
务帮助他人，她的故事感动着很多年轻人。

咸宁市第二小学

教师播出精彩运动会
本报讯 记者刘震报道：11月30日，咸宁市第

二小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同学在教室
里欢呼呐喊，老师们在操场上忙碌的直播。这样的
运动会你体验过么？

据悉，咸宁市第二小学联合共同体南山小学托
管第十四小学约3500名师生共同参与此次“追梦好
少年，绽放新时代”运动会。本次运动会以网络直
播的形式向全社会开放，全方位细致的展现了学校
风貌和师生的风采。“我们可以坐在教室里看运动
会了。”有同学兴奋的表示。

第二小学校长黄宗俊表示，此次运动会参与人
数众多，采用网络直播的方式可以更好的让学生家
长实时观看到孩子的表现。同时，网络直播这项技
术也将更多的运用到学校的教学中，也能够更好的
与学校共同体共享。

通山县大路中学

整治校园卫生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陈迪钦、焦阳报道：明

亮的教室、干净的食堂……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我们一定要学好文化课。”11月
29日，通山县大路乡中学八(2)班学生高兴地对笔者
说。

大路乡中学有9个班，28名教师，460余名学
生。该校是80年代承建的老学校，最初校园、教室、
食堂等地卫生环境差。

为了给学生提供一个干净卫生的学习环境，今
年该校多次向县、乡教育部门汇报学校维修计划，筹
措10余万元整治校园环境。如今，操场绿草如茵，
教室走廊粉刷雪白，食堂储藏室、餐桌全新化。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开展捐书送教志愿活动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余琼报道：一书

一页蕴智慧，一音一画递温情。11月21日，咸宁实
验外国语学校综合党支部和初中党支部联合开展
捐书送教下乡志愿活动，为咸安区大幕乡常收小学
捐赠图书2000余册。

当天一大早，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党员志愿者
和该校毕业班的孩子们一起，将师生捐赠的图书分
类、捆绑，并驱车送往常收小学。

常收小学是大幕乡一所较为偏远的山区学校，
音乐、美术课程属于农村学校稀缺课程。咸宁实验外
国语学校特意安排了音乐教师肖涵、美术老师徐钰寒
开展送教下乡活动，为常收小学的孩子们送上音乐课
和美术课。悦耳的音乐声、生动的临摹画，精心组织
的送教课程，得到老师和孩子们的一致好评。

“送教下乡志愿行动实现了城乡教师零距离交
流，融洽了工作情感。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党员的
服务意识，促进教师更快成长，不断提高教育教学
水平。”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相关负责人说。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
标的一：位于嘉鱼县鱼岳镇沙洋大道王子蛋糕店三年租赁权，建筑面积：

35㎡，参考价：83900元/年，竞买保证金：50000元；
标的二：位于嘉鱼县鱼岳镇沙洋大道117号安心小吃店三年租赁权，

建筑面积：43.29㎡，参考价：89600元/年，竞买保证金：50000元；
标的三：位于嘉鱼县鱼岳镇沙洋大道波司登内衣店三年租赁权，建筑面

积：36.3㎡，参考价：76600元/年，竞买保证金：40000元；
标的四：位于嘉鱼县鱼岳镇沙洋大道爱黛内衣店三年租赁权，建筑面积：

25.8㎡，参考价：49000元/年，竞买保证金：20000元；
标的五：鄂LW7767猎豹越野四驱，初登日期：2001年4月，参考价：

3000元，竞买保证金：2000元；
标的六：鄂L74136扬子牌轻型普通货车，初登日期：2009年10月，

参考价：2000元，竞买保证金：1000元；
标的七：鄂L75555杰士达牌小型轿车，初登日期：2005年7月，参考

价：600元，竞买保证金：500元；
标的八：多功能小型挖掘机，初登日期：2009年，参考价：11000元，

竞买保证金：5000元;
标的九：洒油车，初登日期：1995年6月，参考价：2000元，竞买保证

金：1000元；
二、竞买人资格
1.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

件资料。
2.拍卖标的一至标的四禁止经营：噪音、污染行业。
三、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2月20日16时前到我公司索取竞买资

料和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报名手续。
四、拍卖会于2018年12月21日10时在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

理局(嘉鱼县司法局6楼会议室)举行。
五、本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
六、联系方式和银行账户
(一）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先生 沈先生
电话：18871500917 15571571591
（二）银行账户
户名：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1818000509200009211
开户银行：咸宁市工行泉塘支行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7日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12月18日（星期二）上午10：30
时在赤壁市经济开发区马港园区10号路湖北星聚工业印刷设备
有限公司会议室（一号车间）公开拍卖如下标的，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本田思威牌DHW6465BCR-V小型普
通客车一辆，车牌号码鄂L6F035，注册日期2011/08/16，拍卖
参考价6.1万元。2、别克牌SGM7161MTB小型轿车一辆，车
牌号码鄂L6F278，注册日期2011/07/25，拍卖参考价3.7万
元。3、依维柯NJ6484ACM小型普通客车一辆，车牌号码鄂
L6W271，注册日期2014/05/14，拍卖参考价4.2万元。4、赤
壁市恒驰新型环保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设
备一批，拍卖参考价293.7万元。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12月17
日下午16：00时（上班时间），标的在其存放地公开展示，有意竞买
者可自行查看标的现状。

三、竞买登记：竞买申请人请于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12
月17日下午17:00时（上班时间）前向指定账户交纳竞买保证
金，1-3号标的竞买保证金2万元；4号标的竞买保证金50万
元（以到账为准）。并持有效身份证明、竞买保证金付款凭证

等到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竞买保证金账户：账户名称：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576859932255；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经济开发区支行。
四、特别注意事项：1、此次车辆及设备拍卖是以拍品现状

为准。2、拍卖成交车辆过户所需缴纳的税、费均由买受人承
担，办理车辆过户期间如需移动车辆所发生的安全事故或责
任均由买受人承担。3、拍卖成交车辆涉及的扣分、罚款、年检
过期等违章违法等事项均由买受人负责处理并承担全部罚金
及相关费用。4、竞买人如需将车辆转籍外迁，应在竞买前详
细了解转入地的车辆入籍政策，否则后果自付。5、拍卖车辆
因停用时间较长，会有不能正常启动或行驶等瑕疵，请竞买人
务必仔细审验竞拍标的，买受后不得反悔。6、1-3号标的买受
人付清成交价款和佣金后，由湖北星聚工业印刷设备有限公
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交付标的。7、4号标的买受人付清成交价
款和佣金后，由赤壁市恒驰新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负
责交付标的。

五、联系方式：
1、联系电话：0715-8895636、15272706660（陈女士）
2、公司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特1号香泉公馆2号楼1502室

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拍卖公告

健康热线：0715-8102616（门诊） 0715-8102639（急诊）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答记者问
问：您好，贵医院是一所综合医

院，但却一直被称为“精神病医院”，
您怎么看？

答：这可能是大家对我们医院
的认知还停留在以前，现在附二医
院是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
等综合医院，开设有内科、精神科、
心理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传染
性疾病科、中医康复科、五官科、皮
肤科、急诊科、体检科、麻醉科、检
验科、病理科、放射科、超声科、机
能科等临床科室，共有医务人员
480余人，其中正高职称16人，副
高职称55人，博士15人，硕士50
人，购置有核磁共振等一系列大型
医疗设备。医院质量管理和医疗
服务水平得到全面提升，争取做到
患者更安全，社会更信任，百姓更
满意，久而久之，附二医院作为一
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会被越来越
多的市民所知晓。

问：面对国家医改新政策与百
姓日益增高的医疗服务要求，贵医
院会从何入手？

答：在医改的大背景下，医院
改革和发展的一个永恒课题就是
要提高医疗服务的有效性。这个
有效性，一方面是缓解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的关键；另一方面，也是
提升医疗服务品质和促进医院科
学发展的关键。我院将深入进行
精细化管理，打造附二医院的品
牌，这是也是医院管理创新的着力
点和发展趋势。

问：随着公立医院改革的深
化，现阶段公立医院面临着更多深
层次的问题和矛盾。您认为公立
医院院长们将会面临哪些困难与
挑战？

答：在新一轮改革的面前，公立
医院需要考虑和解决好的问题有：
第一，处理好大医改和公立医院改
革的关系。大医改强调的是三医联
动，而三医联动中公立医院改革是
关键，对于院长来讲，公立医院改革
在医改中绝不能拖后腿。第二，公
立医院的改革应该走在前列。因为
医院需要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需要解决医院医疗服务的有效性问
题，是需要靠医院机制改革与创新
来驱动的。第三，。医疗服务的有
效性说到底还是要通过医务人员的
服务来实现。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最
直接的影响因素就是医院管理，在
医院管理中，则需要通过绩效和薪
酬等手段来更好实现医务人员积极
性的发挥。

问：听闻贵医院最近在大楚城
开展了一系列的义诊活动，对于这
样等社区的公益活动您怎么看？

答：我院自 2012 年以来，克
服了院内工作繁忙，人员紧缺等
诸多困难，每年组织医护人员义
诊达到数十次，为老百姓提供健
康咨询和指导，从中受益的人数
每年高达万余人，我们希望通过
这样的义诊活动，让身体不便的
居民能享受到足不出户的免费
医疗与服务，提高社区居民的健
康知识水平，增强居民的健康保
护意识，更好地解决了百姓“看
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网络拍卖竞价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12月24日上午9点在武汉

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上对一批设备按现状进行整
体拍卖转让，采用网络竞价的方式进行确定买受人，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转让标的

序
号

1

2

3

设备
名称

地磅

行车

变压器

规划型号

长23 *宽5米
深4米/100T

13.5/千瓦

315KVA自耦

数量
（台/套）

1

3

1

购置日期

2012年2月1日

2011年1月1日

2016年11月1日

二、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即日起在横沟铁厂鑫鼎
对标的进行公开展示。

三、起拍价和竞买保证金
起拍价为9.2万元（人民币大写：玖万贰仟元整）。

竞买保证金 1 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万元整）。
四、网络竞价地点
网络竞价登录平台：http://portal.ovupre.com

五、竞买登记手续
申请人可于2018年12月20日17时前到咸宁产

权交易有限公司按《竞价文件》的规定提交书面申请，
并向指定的账户交纳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20 日17：00时整（以到账时
间为准）。其他未尽事宜，请查看竞价文件。

六、银行账户
户名：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

限公司
开户行：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淦

河支行
账号：8201 0000 0027 69312
七、联系方式
（一）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女士电话：15872779441
（二）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

公司
联系人：陈女士
电话：0715-8126201 13986619871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