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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乌尔姆大学近日在其官方网站
上公布一项最新研究成果：骨髓中的某
些特殊干细胞巢可以延缓造血干细胞老
化进程，而化疗有可能会严重破坏这些
干细胞巢。

造血干细胞可以通过增殖分化产生

红细胞、白细胞等人体内所有类型的血液
细胞。骨髓中的干细胞巢是造血干细胞
存在的微环境，就像它们的庇护所，为这
些干细胞提供所需养分，维持其功能。

乌尔姆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小
鼠实验中发现，造血干细胞是否老化以
及老化速度取决于它们所处的位置。在
一些特殊的位置——与骨髓窦状毛细血
管紧邻的干细胞巢中，一些老年实验鼠
有着和年轻小鼠增殖分化能力相同的

“年轻”造血干细胞。
研究人员最近在英国《自然·细胞生

物学》杂志上发表报告解释说，这是因为
这些干细胞巢中的造血干细胞发育成各
系前体细胞后就处于休眠状态，细胞分裂
次数减少，因而可以保持“年轻”。

此外研究者还发现，这些干细胞巢
对某些化疗方案尤为敏感，很可能会在
化疗中被严重损坏。研究结果解释了为
什么有些化疗方案对老年人副作用尤为

明显，并为进一步优化人类肿瘤治疗的
化疗方案提供了新方向。来源：新华社

研究发现让造血干细胞保持年轻的“秘诀”

由好莱坞影星凯特·温斯莱特和威
廉·达福担任配音的裸眼 3D 视效动画
片《尼斯大冒险》将于年底上映，预计成
为迎接2020年的跨年亲子动画首选。

《尼斯大冒险》采用“实景拍摄+三
维特效”的方式制作，虽然是 2D 电影，
却有着极强的立体感，达到了不需要戴
眼镜的“裸眼3D”效果。多年来，科学家
们一直在不断努力推动裸眼 3D 这个

“黑科技”的发展。如今，这项技术已经
渐行渐近。

近日，《自然》以及《科学》同时报道
的一项来自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研究，
真的让科幻片中的裸眼 3D 显示变成了
现实。

可看、可听、可“触”的
裸眼3D显示

只要敲击一下键盘，就能让一颗颗
小小的粒子在空中悬浮、盘旋、“舞蹈”。
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这项最新研究
中，操纵这些粒子的“上帝之手”，是一个
被称为“多模式声镊显示”的装置，研究
人员在一个黑色的盒子里，用两组微型
扬声器组成的阵列发出超声波，牵引着
粒子在空中悬浮、快速移动。因为移动
速度非常快，肉眼看到的便是一幅直径
几厘米、不停演变的 3D 图像。在实验
展示的画面里，一只立体的彩色蝴蝶完
全悬浮在空中，微微抖动翅膀。

“用声场操控粒子实现 3D 显示，这
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东南大学电子科学
与工程学院教授夏军说，这项技术的关
键在于，“扬声器阵列释放的超声波引起
空气震荡，在三维空间中产生随时间快

速变化的空气压强，空气压强的变化会
产生声辐射力，从而推动粒子的快速运
动。如果对二维声波阵列进行编码，粒
子就会按照规划好的三维路线高速运
动。”

研究人员用红绿蓝三色光照明系统
对悬浮移动中的粒子进行照明，从而显
现出 3D 图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仪器
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教授、国际信息显
示学会会士王琼华介绍，粒子具有散射
性，又由于运动的速度非常快，当三色光
投射向粒子时，基于人眼的视觉暂留效
应，我们就能看到连续的图像。

实验中，产生图像的超声波扬声器
也能发出声音。通过控制多个扬声器阵
列,该系统可以产生能被人耳听见的声
音，然后就可以生成一些有趣的音效。

在萨塞克斯大学研究团队展示的另
一个案例中，一个笑脸伴随着皇后乐队
的歌曲《We Will Rock You》在空中
出现。

产生图像的超声波扬声器还能带来
触觉感知。王琼华表示，人的皮肤是可
以感受到声音的。生活中，在音响附近，
人可以感受到声音的振动。“在这个实验
中，声波的一个周期里，其中 75%的声
波用于控制粒子的位置与运动，而剩余
25%用于提供触觉反馈。实验中将调制
频率设为250赫兹，以便降低噪声，同时
可以让皮肤的触感达到最佳。”

王琼华在裸眼 3D 显示技术领域已
经研究了15年，她说：“萨塞克斯大学的
技术比以前类似的方法能创造出更大的
图像，并结合了声音、触觉，这使得人们
离理想的 3D 显示更近了。但这些图像
的尺寸依然很小。”她认为，要创造出《星
球大战》里莱娅公主向卢克天行者和欧
比旺发出求救信息的 3D 影像，或许还
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实现裸眼 3D 主要有
两种技术途径

令大家兴奋不已的裸眼 3D 显示技
术，目前正在现实中寻找突围。

“裸眼3D指的是眼睛不需要佩戴眼
镜或者头盔等任何辅助设备，就可以看到
3D图像。目前裸眼3D分为借助显示屏
实现三维成像和在三维空间直接成像两
种技术方向，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研究属
于后者。”夏军介绍，需要借助显示屏显
示的裸眼 3D，又分为多种，其中一种是
采用2D显示屏加光学元件，以便人眼在
直接观看的时候，看到 3D 图像；还有一
种是多层屏幕显示，例如利用多层液晶
显示屏在空间重建具有角度信息的光
场；还可以把多层屏幕变成三维空间中发
光的物理屏幕，从而实现裸眼3D成像。

三维空间直接成像的裸眼 3D 显
示，则引起更多科学家的关注。“第一种
是用激光照射三维透明的介质，通过激
发介质发光呈现 3D 图像；第二种是用
光驱动粒子，让粒子在空间迅速运动，再
用另一束光去照射，在三维空间成像；第
三种是全息3D显示。”夏军说。

此次《自然》的报道，还记录了另一
种裸眼 3D 技术的迭代。2006 年，木村
秀井与另一位学者共同开发了一种技
术，能用激光将电子从空气分子中击落，
使其发光。通过高速移动激光的焦点，
他们可以造成连续的等离子体发光点以
形成粗糙的图像。

日本筑波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兼艺
术家小井洋一表示，这种技术已经可以
产生相对稳定的图像，但它仍存在一些
很大的限制，例如分辨率低，一次激光爆
发只能点亮图像中的一个点，并且如果
激光太强还可能灼伤到人。

2016年，小井洋一的研究团队开发

了一种等离子显示技术，他们使用低能
量、短脉冲激光来制作可触摸的图像，其
图像分辨率比木村秀井团队的提高了
10—200倍。

走进生活还面临多种
技术瓶颈

有学者接受采访时表示，裸眼 3D
如果能“联姻”5G，可以在教育、医疗、工
业制造、广告、游戏等领域大放异彩。不
过，在学者们看来，目前裸眼 3D 技术想
要走进生活广泛应用，都或多或少面临
技术瓶颈。

“借助平板显示屏实现裸眼3D显示
的难点在于，目前显示屏幕的分辨率还不
够，另外容易产生立体视疲劳。对于多层
屏幕显示技术，因为视场角比较小，只能
从特定的位置才能看到3D效果，所以在
多人自由观看时受到限制。”夏军说。

而三维空间的裸眼3D显示，急需攻
克的难点更多。“用激光照射介质，在介质
中成像的技术，对介质的透明度要求很高；
用光在三维空间驱动粒子成像，这需要很
多像素点，同时粒子的运动速度还要快，
如果做小规模的展示还行，但如果做显示
终端，图像分辨率难以解决，产业化将面
临挑战。”至于全息3D显示，夏军表示，目
前缺乏超高分辨率的显示器，像素还比较
大，造成视场角小，观看角度受限。

王琼华认为，裸眼 3D 显示的发展，
需要产业生态的支撑，例如需要与 3D
相机相结合，后者可以模拟人的左右眼
来拍摄，形成庞大的片源，再辅以计算机
算法来补充信息。此外，信号的传输标
准也需要制定，是直接传输 3D 信号还
是在用户端加工信号，需要明确。

裸眼 3D 要真正进入市场应用，还
需要更精细化的技术迭代。

来源：科技日报

无需眼镜就能看能听还能“摸”的3D影像来了

江苏省新北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科普教育基地，依托现代农业产业
园区资源，科普教育基地重点开展
农业科普活动。

基地内科普教育场地设施齐
全，拥有科普教育培训大厅、现代农
业展示中心、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中心，并在园区核心区建有玻璃温
室。今年共接待参观者5000多人。

基地定期开展内容丰富、形式
新颖的科普活动，倡导积极向上的
科学精神，树立科学文明的生活方
式，提高全民的科技意识和科技素
质，全面打造科普工作新品牌。

为进一步提升科普基地的科技
水平和产业层次，园区积极推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吸引国内外各类
人才、创客在园区创业，培育具有前
瞻性的高技术企业和电子商务企
业，推动高端产业、新兴产业及新业
态发展；积极吸引省内外科技特派
员在园区创业，培育农业科技型企
业，促进特色产业发展，吸引科技人

员及高校毕业生在园区创新创业，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大力引进工商
资本，并与人才、成果结合，培大育
强农业高新产业，并建立了农业企
业创业的孵化器。

根据科普工作需要，园区建设
和完善了企业科普活动基地、科普
阅览室、科普展示中心、科普宣传
栏、科普培训室等功能设施，加强科
普工作。

近年来，科普基地在不断建设
和完善硬件设施的基础上，广泛整
合内部和外部资源，结合全国科普
日，组织开展“爱护地球 美丽田
园”“孟河情、健步行”毅行徒步活动
等科普活动。目前，基地每月都有
相关活动展开，并定期播放以农耕
知识、防灾减灾知识为内容的科普
宣传视频。2018 年、2019 年，基地
连续两年在优质稻麦生产田里创作
稻田艺术画，是农旅产业融合发展
的新尝试，同时也是农耕文化科普
展现的新平台。

江苏省新北现代农业产业园

11 月 14 日开奖的体彩 7 位数
第 19174 期，中出 2 注特等奖，每注
奖金 500 万元，其中 1 注花落常州。
近日，大奖得主何先生现身省体彩
中心兑奖大厅领走了大奖。

何先生的中奖票，是一张6元3
注的单式票，11 月 14 日 18 点 34 分
购于常州 3204004581 体彩网点。
票面共有 3 注号码，其中第二注是

“6、8、1、1、0、8、6”，准确命中当晚开
奖的第19174期7位数，中得特等奖
一注，奖金500万元。

有着十年彩龄的何先生，投注7
位数，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对他来
讲，买彩票就是一种娱乐方式。每

到7位数开奖日，何先生都会准时守
在电视机前，观看开奖节目。说来
也巧，11 月 14 日晚上他正好有事，
忘记看电视了。等他想起来这件
事，连忙翻出彩票来核对。不对不
知道，一对吓一跳，何先生在 7 位数
第19174期收获了500万元头奖。

回忆起当时的心情，他这样说，
“说实话，刚开始还是有些兴奋的，
完全不敢相信。以前，我每期都守
着电视看开奖号码，偏偏这期没看
就中了500万元！”谈到是如何选号
的，何先生谦虚地表示，“就是随便
看看，本来就是买着玩的，中奖主要
还是运气。” 常体

500万奖金花落常州

什么是“硬核”？
在百度百科中，“硬核”被解释为一

种网络流行词，其含义被引申为用来
形容很厉害、很彪悍、很刚硬等人与物
的特质，如“硬核规定”“硬核玩家”“硬
核人生”等。2019年12月，“硬核”一词
入选《咬文嚼字》2019年十大流行语。

不难看出，“硬核”与流行息息相
关，代表着某种意义的时代标签蕴
意。那么，说起流行元素，在体育彩票
领域，今年以来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口
号亦颇具“硬核”特质。这句口号就是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
2019 年，中国体育彩票迎来全

国统一发行 25 周年。为此，体育彩
票倾力打造了以“你未必光芒万丈，
但始终温暖有光”为主题的品牌系列
活动。12月初，随着持续五站的体彩

“国风之光 燃动善举”主题体验活动
在深圳站划下句点，这句体彩口号的
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

结合体彩“国风之光 燃动善举”
主题体验活动来看，“你未必光芒万
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句体彩口号
的“硬核”有三。

一是，公益是抓手。为推广体彩
品牌和公益理念，中国体育彩票于11
月2日至12月1日先后在天津、南京、
杭州、福州、深圳五座城市打造“国
风”主题店，推广新公益思潮。公益，
是贯穿这五站活动的不二核心主题。

二是，时尚当帮手。在“国风之

光 燃动善举”主题体验活动现场，携
手青年潮流设计师、设置“打卡闯关”
互动游戏等时尚元素随处可见。通过
打造时尚内核，体育彩票也与以“90
后”为代表的年轻一族“走得更近”了。

三是，科技作推手。在“国风之
光 燃动善举”主题体验活动的五站
现场，科技元素都能成为吸引参与者
的亮点。在活动设置的沉浸体验区、
国风表演区、拍照打卡区等多个区
域，科技的力量在多个层面得以彰
显；这其中，体育彩票与支付宝合作
打造的一款顶呱刮AR互动游戏，更
是将体彩与科技的最新融合成果展
现到了人们面前。

2019年，中国体育彩票“你未必
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主题品
牌系列活动还曾入围金旗奖年度候
选案例。在中国传播业诸多相关奖
项评选中，金旗奖是负有盛名的评奖
活动之一。入围该奖项候选案例时，
体彩“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
有光”主题系列活动被这样描述——
从品牌出发，到社会公益、社会责任
的传递与影响，是本次活动的最大收
获，无论是品牌方还是活动传播的策
划与执行方，能够为社会公益事业贡
献一份力量，让活动成为社会正能量
的“制造者”，才是更大的成功。

仔细琢磨，“你未必光芒万丈，但
始终温暖有光”这句体彩宣传语，它
所传递的价值观，何止于体彩？

彩市新语：

体彩这句口号蕴含“三大硬核”

责任、诚信、团结、创新，2012 年 2
月 21 日，在全国体育彩票工作会议上，
涵盖了这八个字的体彩精神被首次提
出，这是体育彩票多年发展过程中凝聚
的精神力量，也是一代代体彩工作者共
同的价值追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责任是基石。中国体育彩票在全国

统一发行 25 年，从 1994 年至 1995 年的
10 亿元发行量，到 2018 年的年发行量
超过2869亿元。目前为止，累计筹集公
益金超过5000亿元，不仅为我国的公益
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也成为GDP的重要
贡献力量；不仅向社会提供直接就业岗
位 50 万个，还带动了体育、文化、科技、
印刷、新闻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诚信是灵魂。公信力是体育彩票的
生存之本，“公开、公平、公正”的发行原
则和诚信为本的理念贯穿体育彩票事业
发展的全过程。体彩“阳光开奖”就是一
种彰显体彩公信力的表现。近年来不断
涌现的体彩诚信业主，他们在为体彩销
量作出贡献的同时，更发扬了“诚信”这
一可贵的体彩精神。

团结是核心。回顾体育彩票发展历
程，有过辉煌，也曾经历低谷，但团结的

精神始终如一。每年各地体彩积极开展
文体活动，加强体彩团队合作精神和增
强团队凝聚力；年复一年，各地体彩机构
工作人员都会在春节前夕走访网点，慰
问一线销售人员，关爱销售人员的身心
健康，对遇到重大困难的销售人员予以
资助。面对自然灾害，全国体彩人更是
全心全意、齐心合力，捐款捐物抗震救
灾。团结的精神早已植根于每一个体彩
人的内心。

创新是精髓。创新是体育彩票发展
的不竭动力，体现了体育彩票积极进取
的精神风貌。体彩人秉承“更快、更高、
更强”的体育精神，挑战自我、追求卓越，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产品创新、技
术创新、渠道创新、管理创新，为做强体
彩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懈努力。

“责任、诚信、团结、创新”的体彩精

神绝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体彩人努力将
其践行于日常工作中。宁夏体彩业主杨
步红曾获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她多次归还为购彩者保管的大奖彩票，
热心帮助贫困学生，平时替小区居民收
快递，她从不收费，对于大家留下的五
毛、一元的“感谢费”，她总是存到一定数
额再集中捐出去。山东体彩业主石庆刚
身残志坚，作为弱势群体的一员，他没有
等、没有要，而是自强不息、自主创业，年
销体彩千万元的成绩，令许多同行敬佩，
自己创业成功后，石庆刚还力所能及地
帮助需要帮助的其他残疾人，让他们也
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力更生。有责
任、有担当、有诚信、有想法，他们只是体
彩业主的一个缩影，这样的体彩人在全国
还有很多很多，并且都在用行动践行着

“责任、诚信、团结、创新”的体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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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精神引领体彩人砥砺前行

12月7日，2019年常州市中小学生
射击达标赛在军体校射击馆拉开帷幕，
来自全市各地的中小学射击运动员齐聚
于此，同场竞技，一较高下。

本次比赛由常州市体育局、常州市
教育局主办，常州市业余军体学校承办，
比赛持续 2 天，设有高中组、初中组、小
学甲组、小学乙组 4 个组别，决出 18 枚
金牌，共有来自全市五区一市33所中小
学的178名运动员参赛。

别看运动员们年纪都不大，气场
却不小。赛场上，他们一个个气定神
闲，稳扎稳打，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
的靶纸，唯有正中的靶心才是此行的
最高追求。

比赛间隙，常体君见到了来自武进
区横林初级中学的邱奕如，小学四年级
至今，她练习气步枪已有6年之久，对她
来说，练习射击后体能的提升是最为显
著的，特别是在起步阶段，俯卧撑、侧卧
起、仰卧起坐等体能训练对四肢力量的
锻炼让她获益匪浅。

射击是常州的传统优势项目，目前
在省内稳居前三之列。常州这一项目之
所以强势，离不开严格的选材制度。首

先必须对射击有兴趣，其次要经过军体
校试训，最后还须经受比赛的考验，只有
动作稳，能吃苦，心理素质极佳的孩子才
能顺利入选。

常州市中小学生射击达标赛至今已
有数年历史，这项赛事每年在军体校举
办两次，目的就是为市射击队选拔全市
各地优秀的射击苗子。

作为常州射击冠军的摇篮，常州市
业余军体学校曾先后培养了世锦赛射击
冠军也是常州的第一位世界冠军杨伊
明、亚锦赛射击冠军张燕利、世青赛飞碟
冠军戚秋雯、青年世界杯飞碟冠军王纯
纯、青奥会和天津全运会射击冠军高霆
捷等一大批优秀运动员。

近年来，学校更是积极探索和实践
“体校主导、一校多点，教体融合、产业支
撑”的常州青少年业余体育培训模式。
目前已在新北区实验中学、新北区三井
实验小学、北环路小学、崔桥小学、新北
区龙虎塘实验小学、横山桥小学、横山桥
初中、横山桥高中等全市11所中小学进
行基层布点。

在这一模式下，由军体校输出专业
的教练团队，帮助各基层训练点完善培

训体系，确保业余训练的标准化与科学
化；各基层训练点负责运动员的选拔，及
日常学习和训练。双方还通过共建校本
课程、开展射击夏令营等一系列举措，吸

引更多孩子参与到射击运动中。
在十九届省运会上，由常州市业余军

体学校运动员组成的常州市射击队共夺
得9金6银8铜，位列全省第二。 常体

2019年常州市中小学生射击达标赛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