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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
出现了一些主打“养老”概念的机器
人，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有专家在大
会论坛上表示，“养老陪护服务型机器
人”可以解决老人照顾与陪护问题，甚
至在未来，人们一谈到“老人照顾陪
护”，就会想到陪护机器人产品。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4亿，占总人口比重
达17.3%。在中国，尽管家庭养老目前仍
为主流，但子女与父母的相互守望并非
易事，很难为老人提供全天候、无微不
至的照顾；而机构养老市场的发育仍不
健全，看护人员工资过低、劳动强度过
大、专业水平不足，也引发了人们对于
服务质量的担忧。“明天，我们如何养
老”似乎成了一个时代难题。

这几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与深

度学习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成了创业
的“风口”之一。面对汹涌而来的“银
发浪潮”，一些企业尝试将养老服务和机
器人技术相结合，研发出许多养老机器
人产品，为老年人提供移动辅助、卫生
保洁、行动助力、安防保护等服务，解
决了老年人日常照料中的许多问题。不过
这些“养老机器人”表现出的更多是机器
的特征，与家政机器人没有本质的区别。
于是，有些企业走得更远——提出了“陪
护机器人”的概念，试图解决养老领域更
为核心的精神照料问题。他们相信，机器
人通过识别和学习有关主人偏好、行为和
个性的人机交互技术，也能体察人类情
感，甚至可以充满人性。如果机器人真能
掌握主人的习惯和偏好，就能分析他们的
意念和思维，从而成为“最懂你”的那个

“人”，最大程度满足老年人对于情感交流

和陪伴的需求。
技术进步为陪护机器人功能实现带

来了新的解决方案。但是，试图用机器
人实现对老年人的精神照料，却存在科
学上的根本难题。情感的非线性特征，
使它难以通过人机交互的数学模型和算
法来完整理解。面对生活的沉浮，人类
很多复杂情感有时连自身语言都无法表
达，而靠模仿人类的机器人，又如何能
够表达呢？同时，让老年人以为陪护机
器人真的存在情感，也可能带来更多未
知心理问题。

守护亲情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情感
诉求和价值观念。今天，无论在发达城
市，还是传统乡村，老年人能否颐养天
年，不仅在于物质条件是否充裕，更在
于精神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用陪护机器
人的方式解决独居老人的精神照料，看

起来是一个经济、理性的方案，却忽视
了对老年人必要的情感关怀，由此会带
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得不偿失。

养老，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
一个社会问题。对于深耕养老产业的企
业来说，通过技术创新来增加老年人的
福祉，这样的探索值得鼓励。但是，在
技术创新的道路上，不能因为走得太远
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当人之将老时，
如果陪伴自己的是一双机器人的“冰冷
的手”，而非亲人那双“温暖的手”，无
疑是社会的一种悲哀。从这个意义上
说，即便未来养老机器人技术发展再成
熟，也绝不能替代情感陪伴、专业服务
和社会关怀，只有守护住技术创新的

“亲情温度”，让技术成为人性关怀的
“倍增器”，老年人才能真正老有所养、
更有尊严。

技术创新不能替代“亲情温度”
祝 伟

最近，《英国医学杂志》最新研究发现，血浆中维生
素D水平与患癌风险呈负相关，不少媒体对此声称维生
素D能防癌、抗癌。而数据显示，全球约有十亿人存在维
生素D的缺乏。维生素D究竟是什么？真能抗癌吗？

维生素D是一种环戊烷多氢菲类化合物，与甲状
旁腺素（PTH）、降钙素等激素一起调控血清钙、磷浓
度，维持人体内环境稳定。一旦缺乏会导致人体发生
钙吸收障碍，骨质大量流失，造成成人和儿童的各种骨
病，因此，维生素D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

在《英国医学杂志》这个研究中，该团队在近20年
中随访了3301例癌症病例，测量了患者血浆中的维生
素D水平，并与4044名对照组进行比较。

结果发现，排除性别、年龄、BMI、吸烟、饮酒、肿瘤
家族史、体力活动等一系列因素，与血浆维生素D浓度
最低的人群相比，血浆维生素D浓度最高人群的总体
癌症风险下降了24%。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研究其实具有局限性——
由于是队列研究，属于观察性实验，实验结果只能说明
相关性，并不能得出因果关系。而且，这个研究主要分
析了日本地区的数据，但不同地区人群维生素D差异
很大，未必都适用这个结果。此外，研究中只测了一次
维生素D的水平，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体内维生素D的
水平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

所以，并不能因此得出维生素D能抗癌的结论。
目前国际权威机构也认为，没有足够证据显示维生素
D能抗癌。美国医学科学院还认为：补充维生素D对于
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没有必要，甚至存在潜在危害。

维生素D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过量摄入会在脂肪
组织内蓄积并产生毒性。目前已知摄入超高剂量的维生
素D（每日超过10000单位）会带来肾脏损害；而血液中
过高的维生素D水平可能还会增加胰腺癌的风险。

2017年，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更新了最新的饮食
营养与癌症报告，对维生素D与癌症进行了分析。结
果认为，目前仅有非常有限的证据显示，维生素D可能
对降低结直肠癌风险具有一定作用。总体来说，目前
并没有很强的证据显示维生素D能预防癌症。

那么，如何获得维生素D？从目前我国的调查数
据来看，维生素D缺乏在人群中比较常见，因此平时还
是要注意补充。

维生素D的来源包括3方面：日光照射、天然食物
和补充添加（强化食品、膳食补充剂、药品）。不过专家
建议，获得维生素D还是以食物补充为主，切勿盲目吃
太多补充剂。对此，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建议：为了预
防癌症，我们应该通过均衡的饮食来满足营养需求，而
不应依赖补充剂，更不要期待它能抗癌。

维生素D是一种比较奇怪的营养素。在人们日常
摄入的食物中，除了多脂鱼肝脏和蛋类以外，没有几种
食物里面含有维生素D。对于人类来说，日光照射是
维生素D最主要(80%至90%)、最天然、最经济的来源。
维生素D又被称作阳光维生素。所以要尽量增加户外
活动，一般建议在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每周两
次裸露双上肢和双下肢于日光下5至30分钟。同时也
要注意防晒，否则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

（作者系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学技术部主
任、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专家委员会成员）

据说能抗癌，并且10亿人体内缺乏？

近距离认识维生素D
阮光锋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世界卫生组织（WHO）
官方网站日前正式公布，由我国复星医药研发生产的
磺胺多辛乙胺嘧啶分散片和阿莫地喹分散片联合用药

（SPAQ-CO Dispersible）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药品
预认证，成为自2012年WHO推出季节性疟疾化学药
物预防疗法以来，首个获准用于儿童的疟疾预防药物。

疟疾是非洲地区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非洲
撒哈拉及其以南地区生活着约3900万名5岁以下儿
童，每年他们中约有15.2万人死于疟疾相关疾病。自
2012年起，WHO推行了针对这些儿童的疟疾预防项
目SMC，旨在通过有计划地安排这些5岁以下儿童定
期服用SPAQ-CO Dispersible，帮助他们长期有效预
防疟疾。WHO指出，近年来的多项研究数据表明，在
社区层面实施SMC疗法不但安全经济，更可将5岁以
下儿童的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效降低75%。

据了解，低龄儿童特别是 3 至 12 个月的幼儿，吞
咽整片成人剂型的药片非常困难，很可能导致呛咳、呕
吐甚至窒息。作为全球抗疟疾领域的主要供应商，复
星医药积极开发适宜儿童的疟疾预防药物。由于
SMC项目实施国家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稳定性好、
包装体积小的分散片成为公司开发的首选剂型方案。

据悉，推广使用该疗法，极大降低了该地区低龄儿
童罹患疟疾的可能性。同时，SPAQ-CO Dispersible
易于儿童服用的分散片剂型不仅提升了儿童服药依从
性和耐受性，也为全球多家公益机构在该地区实施的
疟疾化学预防项目，提供了质量可靠的药品来源。目
前，该产品已通过多个国际性疟疾援助项目向非洲地
区供应了2.5亿人份的SPAQ-CO系列产品，覆盖9个
国家2000万余名5岁以下儿童。

我国儿童疟疾预防用药

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

日前，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表
示，今年夏天是自 1961 年以来我国最热
的一个夏天，与此同时，台风也比往年来
得更勤快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个炎炎夏
日究竟什么样？请看经济日报记者发回
的报道。

极端高温事件频发

据气象部门统计，今年夏季（6月份至
8月份），我国平均气温为22℃，较常年同
期偏高 1℃，为 1961 年以来最高；全国共
有 55 个气象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
值，主要分布在辽宁、吉林、河北等地。

不仅白天酷热难耐，晚上温度也不甘
落后——数据显示，6月份以来，全国有三
分之一的省会级城市，最低气温曾超过
29℃，重庆甚至高达31.8℃。很多城市夜
间相对湿度达 60%左右，高温高湿环境
下，暑夜异常闷热。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
司长张祖强介绍，今年夏季，我国天气气
候主要呈现高温持续时间长、极端事件多
发，生成和登陆台风多、影响范围广，强降
水过程频繁、局地受灾严重3个特点。“其
中又以高温更为突出，具有极端性强、范
围广、时间长、最低气温高等特点。”张祖
强说。

今年6月份，全国平均气温为历史同
期第二高，内蒙古大部、华北中东部、黄淮
中西部等地偏高 1℃至 2℃；7 月份，全国
平均高温日数达6.1天，比常年同期多2.1
天，四川地区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达23天；

8月份，四川盆地、陕西东南部、山东西南
部等地高温日数比常年同期偏多 5 天至
10天，局部地区偏多10天以上……

好在8月中下旬开始，高温势力不复
往日，全国大部阴雨日数明显增多，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因受持续高温少雨影响，内
蒙古大部、东北南部、华北、黄淮、江南西
部、华南北部等地先后出现的阶段性
干旱。

“常年 9 月份，我国东北地区南部到
长江中下游等地将先后入秋，冷空气活动
势力逐渐增强。”张祖强表示，9月中旬开
始，我国从北到南陆续进入森林、草原秋
季防火期，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南部等地
应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且正值夏秋交
替月份，公众需加强身体锻炼，预防疾病
发生。此外，9月份正值各地大、中、小学
校陆续开学，城市交通流量大幅提升，需
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

“当前正值秋粮作物生长的重要时
段，也是病虫防控的关键时期。各地要注
意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发布病虫害信息。”
中央气象台农业气象中心首席专家赵秀
兰建议，北方农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加强水肥管理，降雨过后及时排涝散墒，
促进作物充分灌浆成熟；南方稻区要采取
合理施肥、以水调温等措施，促进晚稻正
常生长发育，及时清沟排涝，减轻暴雨洪
涝的不利影响。

台风偏爱扎堆登陆

不只是高温，今年夏季台风也是扎堆
登陆。

截至8月26日，今年在西北太平洋和
南海共有20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约
13.3 个）偏多 6.7 个。其中 8 个登陆我国
大陆，较常年同期（4.2 个）多 3.8 个，呈现
生成数和登陆数明显偏多、登陆地点偏
北、路径复杂多变等特点。

有的台风登陆点偏北，又以登陆沪浙
地区的台风异常偏多。今年共有 4 个台
风登陆上海、浙江，而常年平均在该地区
登陆的台风数仅为1个，成为1949年以来
最多的年份。其中，“安比”“云雀”“温比
亚”3个台风登陆上海，为1949年至2017
年登陆上海台风总数的一半。

有的台风登陆后虽然强度逐渐减弱，
但仍不“死心”，继续北上。“今年 8 月份，
在华东地区登陆的‘安比’‘摩羯’‘温比
亚’这3个台风有一个共性——沿华东地
区登陆后，其减弱后的低压或残余环流继
续北上，影响范围广，属历史罕见，给华东

大部、华北东部、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等
地带来大范围风雨影响。”张祖强说。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台风生成较为集
中，多次出现“双台共舞”“三台共舞”甚至

“四台共舞”的现象。张祖强表示，多台风
之间相互牵制，气流复杂，导致台风近海
打转徘徊，或曲折回转的复杂移动路径，
极大增加了预报预警的难度。

其中，第4号台风“艾云尼”在华南沿
海回旋打转，两次登陆广东、一次登陆海
南；第12号台风“云雀”以“Ω”路径移动，
继登陆日本后再登陆我国，并分别在日本
南部海域和东海回旋打转两次；第 16 号
台风“贝碧嘉”在广东西部近海回旋两圈，
先后在海南琼海（热带低压）、广东阳江

（热带低压）和雷州（热带风暴）3次登陆。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陈峪解

释称，台风呈现上述特点，与西北太平洋
热带海温、夏季风以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简称“副高”）强度密切相关。

她介绍，今年6月份至8月份，西太平
洋热带海洋表面维持偏暖状态，利于热带
对流发展，加之夏季风偏强，导致今年台
风生成个数偏多；同时，7月中旬以来，主
导台风移动路径的副高强度偏强、位置较
常年同期显著偏北，其中7月底至8月初，
副高西段脊线位置较常年同期偏北10个
纬度（约1000公里）。台风通常沿着副高
南侧外围环流场移动，副高异常偏北，就
造成今年的台风生成源地偏北、移动路径
偏北，成为导致多个台风移向并登陆浙沪
沿海的主要原因。

不过气象专家表示，登陆我国的台风
影响总体利大于弊，部分深入内陆的台风
带来丰沛降雨，有效缓解了高温和干旱。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艾云尼”，其产
生的降雨有效缓解了广东和江西南部前
期出现的春旱；深入内陆北上的台风“安
比”“摩羯”和“温比亚”，除“温比亚”导致
河南、山东部分地区出现城市内涝和农田
被淹外，台风带来的降雨有效缓解了我国
东部和北方地区的高温天气以及黄淮、辽
宁和吉林等地的旱情。

“预计今年秋季，在西北太平洋和南
海海域还有12个到13个台风生成，较常
年同期偏多，并可能有2个至3个台风在
我国登陆，基本和常年接近。”陈峪告诉记
者，随着夏季风向冬季风转换，台风活动
逐渐减弱，但9月份仍是台风较活跃的一
个阶段。我国末次台风登陆时间常年平
均为10月6日，且秋季台风多偏向西行，
因此，接下来影响华南地区的台风还将多
一些。

科学预警研判是关键

面对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
国家对气象保障的要求更为紧迫、期望也
越来越高。气象事业发展的历程就是不
断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其中，科
学精准预警研判是落实综合防灾减灾的
有力手段。

8 月 11 日，中国气象局正式印发《全
面推进气象现代化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简称《行动计划》），从提升信息化水
平、推动核心技术攻坚、推动智慧气象业
务发展、提升国家战略举措气象保障能
力、提升科学管理水平和加强基层能力建
设6个方面提出了28项重点任务。

其中，《行动计划》再次明确，我国气
象现代化现阶段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
基本建成适应需求、结构完善、功能先进、
保障有力，以智慧气象为重要标志的现代
气象业务体系、服务体系、科技创新体系
和治理体系。

“智慧气象是未来一段时间气象业务
发展的重要方向，关键要做到普惠、精准、
交互和泛在。”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
介绍，基于气象大数据云平台建设，气象
部门将推动与上下游行业和服务用户的
基础信息数据共享共用；强化面向公众、
基于位置、按需提供的智慧气象服务；建
立以影响服务为方向、以客户定制为特征
的新型专业气象服务模式；提升智能化决
策气象支持能力，实现各类突发事件的气
象灾害综合分析研判“一张图”服务；搭建
基层气象防灾减灾大数据平台，提升基层
综合气象防灾减灾智慧化水平。

此外，围绕国家重点战略举措，气象
部门将狠抓气象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益，
把气象现代化建设成效落实到综合防灾
减灾、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生态文明建
设、“一带一路”倡议、军民融合发展等方
面，着力提升国内、国际气象服务保障
能力。

矫梅燕透露，气象部门还将推动雄安
新区智慧气象示范区建设，将其作为气象
现代化的“样板间”“试验田”。“在这里，气
象部门将构建全要素智能感知气象观测
系统，建设以雄安新区为核心、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无缝隙、全覆盖、精准化、智能
型’现代气象预报业务，探索将智慧气象
融入新区智能城市规划、设计和运行，并
在雄安新区建设气象应用创新中心以及
气象科技产业园，推动气象服务高质量发
展。”矫梅燕说。

高温下线 秋台风接力入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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