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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最高法院批准反对派领导人回家服刑
新华社电 委内瑞拉最高法

院８日发布公报说， 基于反对派
领导人莱奥波尔多·洛佩斯的身
体原因， 决定对其采取人道主义
措施， 批准他从在狱中服刑改为
在家接受监禁。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随后表
示， 希望此举能推动洛佩斯传递
出 “改正与和平的信号”。 目前
洛佩斯已从委内瑞拉西部的军事
监狱中回到位于加拉加斯的家
中， 但尚未作出任何公开表态。

洛佩斯是委内瑞拉反对党
“人民意志” 党领导人， 因２０１４
年组织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造
成大量人员伤亡 ， 被控公开煽
动、 损坏财物和阴谋犯罪而被判
刑１３年９个月。

自２０１５年以来， 马杜罗领导
的左翼政府与反对派陷入激烈斗
争。 今年４月以来， 双方冲突愈
演愈烈， 委内瑞拉国内爆发持续
大规模反政府游行， 截至目前已
有９１人死于游行中的暴力事件。

马杜罗５月１日宣布启动制宪
大会重新制定委内瑞拉宪法， 以
维护国家和平、 促进国内对话、
解决当前政治危机。 制宪大会定
于７月３０日举行。 而反对党联盟
拒绝参加制宪大会， 并计划于７
月１６日就马杜罗的计划举行全民
公投。

分析认为， 批准洛佩斯在家
中接受监禁是马杜罗政府旨在缓
和国内局势， 确保７月３０日制宪
大会选举顺利进行的举措之一。

新华社电 法国团结与生态
转型部长尼古拉·于洛日前宣布，
法国将在２０４０年前彻底禁售燃
油车。

据法国媒体报道， 于洛在一
个记者会上宣布了上述措施。 曾
经担任知名环保节目主持人的于
洛说， 将通过经济手段激励法国
人用清洁能源车辆取代排放污染
的车辆。

他说： “政府将向每一位法
国 人 提 供 奖 金 ， 让 他 们 用 新
车 或 二手车取代１９９７年以前生

产的柴油车或２００１年以前生产的
汽油车。”

于洛表示， 实现这个目标会
“很难”， 尤其是对汽车制造商而
言， 但他认为法国汽车工业有条
件作出改变。

目前， 全球电动汽车产业正
在快速发展。 沃尔沃汽车公司５
日宣布， 自２０１９年起， 公司所有
新 上 市 车 型 都 将 是 电 动 车 或
混 合 动力车 。 这使沃尔沃成为
第一家计划淘汰纯内燃发动机汽
车的厂商。

法国拟2040年禁售燃油车

新华社电 ７日至８日， 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在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召开。 会场上，
Ｇ２０领导人围绕气候变化、 国际贸易秩序等话题展开讨论， 备受瞩目。

G20汉堡峰会花絮三则

新型造影剂可帮助发现微小血栓
新华社电 总部设在美国的

核医学和分子影像学会日前发布
新闻公报说 ，德国研究人员在
该学会的《核子医学杂志》上报告
说，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型造影剂，
结合现有的正电子扫描技术，可
以发现多个部位的微小血栓。

血栓是血管中凝结的血块 ，
会妨碍血液循环， 严重时可使组
织和器官因供血不足而坏死，导
致残疾或死亡。 目前与探测血栓
相关的造影方法以观察血管各部
位的结构特征为主， 而新技术直
接针对一种对血栓形成起重要作
用的分子，可开展更细致的诊断。

这种造影剂称为１８Ｆ－ＧＰ１，
它是一种特殊的小分子， 用氟元
素的放射性同位素氟－１８标记 。

通过静脉注射进入血液系统后，
这种分子能有针对性地与血小板
膜糖蛋白ＧＰⅡｂ ／Ⅲａ紧密结合 ，
后者参与血小板的聚集与活化，
促进血栓形成。

氟－１８是一种很好的正电子
来源， 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
扫描很容易发现它。 德国拜耳公
司等机构的研究人员用猴子展开
的实验表明， 新型造影剂能在血
栓形成的部位大量累积， 显露出
血管里的微小血栓以及血管内壁
的受损部位。

实验还发现，阿司匹林和肝素
等抗凝血药物不会影响这种造影
剂的效果。它不仅成像效果良好，
还很快就可以从血液中清除 。研
究人员已经开始开展临床试验。

深度学习算法可准确诊断心律失常
新华社电 美国斯坦福大学

研究人员最新开发出一种深度学
习算法， 通过分析可穿戴监测设
备产生的心电数据， 诊断出１３种
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 其准确性
甚至超过心脏病医生。 这项成果
未来可用于改善偏远地区心律失
常患者的诊断和治疗。

潜在的心律失常患者通常是
去看医生， 由医生当面用心电图
仪进行检查。 如果心电图仪没有
发现问题， 医生可能会让潜在患
者使用可穿戴设备， 对心律进行
两周的持续监测。 设备生成数据
的时间跨度长达３００多小时， 医
生需要分析其中每一秒的数据，
以发现心律失常的迹象。 有危害
的心律数据与没有危害的心律数
据往往极难区分。

斯坦福大学的新闻公告说 ，
该校机器学习团队负责人、 著名
人工智能专家吴恩达发现， 这是
一个数据问题。 研究人员为此开

发了一个可以根据心电信号诊断
不同类型心律失常的深 度 学 习
算法 。 他们与提供可穿戴心律
监测设备的企业合作， 获取了大
约３．６万人的心电数据样本 ， 用
以训练一个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７个月后， 这个神经网络模型诊
断心律失常的准确度堪比心脏病
医生 ， 多数情况下甚至超过医
生。 相关研究论文已在收录科学
文献预印本的在线开放数据库
ａｒＸｉｖ上发布。

据研究人员介绍， 心律失常
有多种类型 ， 其中的差别很微
妙， 但对如何处置所发现的心律失
常情况有很大影响。 比如， 被称为
二级房室传导阻滞的心律失常有两
种类型， 看上去很相似， 但其中一
种无需治疗， 而另一种则需要立即
观察。 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能够发
现心律失常迹象， 而且还可以高
准确度发现心律失常的不同类
型， 这种准确度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洛杉矶埃尔蒙特市7
月8日举行一年一度的儿童障
碍挑战赛， 吸引大批儿童及其
父母参加。 图为一名参赛儿童
参加障碍挑战赛。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在离地球 ２０００多
万光年的地方， 一个星系中央的
超大质量黑洞发生 “消化不良”，
打着 “饱嗝” 向星际空间喷出一
大堆物质。 天文学家综合多个波
段望远镜的观测数据详细研究了
这一事件。

这个星系编号为ＮＧＣ５１９５，
它有一个较大的同伴ＮＧＣ５１９４，
后者也被称为涡状星系， 两者由
引力束缚在一起。 此前已观测到
它们附近有两个Ｘ射线弧， 据认
为是ＮＧＣ５１９５星系中央的黑洞
“打嗝” 形成的。

英国皇家天文学会近日发布
新闻公报说， 由英国曼彻斯特大

学科学家领导的一个小组， 利用
英国ｅ－ＭＥＲＬＩＮ射电望远镜阵列
拍到的高清晰度图像， 结合美国
的哈勃望远镜、 钱德拉Ｘ射线和
甚大阵列望远镜等设备的观测结
果， 研究了黑洞 “打嗝” 喷发物
质的细节。

包括银河系在内， 几乎所有
星系中央都有一个超大 质 量 的
黑 洞 ， 吸 引 吞 噬 周 边 的 一 切
物 质 。 ＮＧＣ５１９５ 中 央 的 黑 洞
质量相当于太阳质量的 １９００万
倍 。 这 一 星 系 跌 入 涡 状 星 系
的怀抱， 与后者的外旋臂融合，
导致大量物质向ＮＧＣ５１９５的中
央黑洞跌落。

据科学家解释， 这些物质高
速旋转着落入黑洞， 在黑洞周围
形成盘状结构， 称为吸积盘。 填
鸭式的 “喂食” 使吸积盘大到一
定程度， 这时黑洞无法继续有效
地吞噬物质， 发生 “消化不良”，
导致吸积盘破裂。

此时， 巨大的压力产生强烈
冲击波， 将物质推向星际空间，
其中电子以接近光的速度传播，
与星际空间的气体和尘埃相互作
用， 发出射电波。 冲击波随即像
吹泡泡一样使气体和尘埃加热膨
胀， 发出Ｘ射线， 并从氢气上剥
离电子形成离子氢， 产生此前观
测到的弧线。

由于美国前不久宣布终止执
行 《巴黎协定》， 特朗普成了会
场附近各种示威活动针对的主要
对象。 峰会开幕首日， 抗议者阻
塞道路， 特朗普不得不绕路前往
会场， 成为当天最晚抵达会场的
领导人之一。

与此同时， 随父共同出席会
议的特朗普的大女儿兼总统助理

伊万卡也少不了媒体的关注。 ８
日的首脑会议中， 特朗普因要同
印尼领导人举行短暂双边会晤，
暂时离开主会场。 而当时代替特
朗普出席会议的， 并非是美国政
府某位高级官员， 而是美国 “第
一女儿” 伊万卡。

这一安排在社交媒体上迅速
引起了广泛争议。 有外国媒体指

出， 伊万卡虽是总统助理， 但并
非选举产生， 并质疑她代替总统
代表美国民众参加如此高级别会
谈的合法性。

随后， 伊万卡的哥哥小唐纳
德·特朗普很快在社交媒体上打
趣说： “‘左派’ 们对伊万卡替
总统开会如此不满， 也许换了我
他们会高兴点？”

７日晚 ， 在结束了峰会第一
天的紧张讨论后， 与会各国领导
人应德国总理默克尔夫妇的邀
请 ， 前往易北河畔的易北音乐
厅， 欣赏由汉堡爱乐乐团演奏的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易北音乐厅坐落在汉堡市中
心的汉堡港区， 附近就是联合国
世界文化遗产汉堡仓库城。 这座

去年新落成开放的音乐厅成为当
地新的地标性建筑， 外观犹如一
艘驶向未来和世界的巨轮， 坐落
在易北河沿岸。

当晚在这里演奏的贝多芬第
九交响曲是 “乐圣” 贝多芬最著
名的作品之一， 第四乐章片段是
为人熟知的 《欢乐颂》 旋律， 表
达了人类实现团结友爱的理想。

１９８５年， 欧盟各国领导人选择这
段旋律作为盟歌。

在音乐会开始前， 还发生了
一个小插曲。 ７日下午， 与会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
京举行双边会晤。 原定半小时内
的会谈一直持续了２个多小时 。
因此， 会谈超时令两位总统双双
来迟当晚的音乐会。

近来， 欧洲多地发生恐怖袭
击事件， 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为
了保障峰会顺利召开， 德国调动
大量警力赶赴汉堡支援， 并特别
出 动 一 件 “ 秘 密 武 器 ” ：
ＷａＷｅ１０型高压水车。

记者在街头见到了这款外形
如 “变形金刚 ” 一样的高压水
车。 这种高压水车是在消防车的
基础上设计制造的 ， 全长近１０

米 ， 棱角分明 ， 喷涂蓝色和灰
色， 造型刚硬威猛。

按照设计， 钢板车身和特殊
材料制成的挡风玻璃可以抵挡石
块，甚至是自制燃烧弹的袭击。车
辆内部配有一个容量１０立方米的
储水仓和六个容量２０升的催泪剂
储存仓， 车头和车尾顶部分别设
置可大角度旋转的高压喷头，由
于水泵有独立配备的马达， 强劲

的动力使车前部两个喷头能够将
高压水柱喷射到超过６０米远的地
方。喷头附近还装有摄像头，车内
人员通过监控屏幕不仅可以进行
准确喷射， 还能根据录像等手段
对涉嫌犯罪的人员进行取证。

不过， 如此威力强大的防暴
“神器” 价格也很可观。 据当地
媒体报道 ， 一辆高压水车价值
１００万欧元左右。

安保压力大 “变形金刚” 显神威

易北河畔响名曲 政要参观新地标

老爸缺席女儿替 美国总统千金惹争议

洛杉矶举办
儿童障碍挑战赛

黑洞为何会“消化不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