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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八年蝉联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大奖
7月3日，中国银行业协会“《银行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暨《2017年中国银行业社会责

任报告》发布会”在河北雄安举行，兴业银行荣获“年度最佳社会责任管理者奖”“年度最
佳绿色金融奖”和“年度最佳社会责任特殊贡献网点奖”三项奖，至此兴业银行已连续八
年获得中国银行业协会颁发的社会责任奖项。

近年来，兴业银行持续深耕绿色金融，充分运用多元金融产品，打造绿色金融全产品
链，提供多样化的“融资”与“融智”服务。截至2018年6月末，兴业银行累计为15742家企业提
供绿色金融融资15748亿元，所支持的项目可实现在我国境内每年节约标准煤2951万吨，年
减排二氧化碳8390.62万吨，年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4506.54万吨，年节水量40890.84万吨。

兴业银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形成了“捐资助学”、“抗灾救灾”和“扶贫济困”三
位一体的慈善机制，近三年该行累计向社会捐赠资金超过1亿元，其中2017年对外捐赠支
出约2100万元。在精准扶贫方面，切实通过捐赠款物、定点帮扶等形式给予人力、物力支
持。全行对接扶贫项目共80余个，派驻驻村挂职干部22名，2017年扶贫支出近1300万元。

有说法称，在太空失
重的环境下，宇航员的身
高会增加。这一说法看似
不可思议，但其实有科学
道理。那么，在太空中宇航
员为什么会“长高”呢？除
了“长高”外，宇航员的身
体还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宇航员在太空中为什
么会“长高”？据报道，让宇
航员的身高像橡皮筋一样
被拉长的是重力的作用。在
地球上，人的脊椎受体重所
压而收缩，体重是地球重力
牵引人体的力量。在地球上
空400公里轨道运行的国际
空间站上，地球重力几乎不
产生影响，因为在这里没有
体重，随着脊椎变长，身高也
变高。但也有报道说，虽然失
重环境中，人体可以“长高”
7~8厘米之多，不过这种“长

高”不仅会在宇航员返回地
球时被打回原形，也容易引
发宇航员脊柱疼痛，甚至引
发腰椎间盘突出。

除了长高以外，在太空
失重的环境下，宇航员的身
体还会发生其他变化。

据有关专家介绍，长期
在太空中生活会给宇航员的
肌肉、骨骼带来一系列负面
影响。人体失重后，作用于腿
骨、脊椎骨等承重骨的压力
骤减，同时，肌肉运动减少，
对骨骼的刺激也相应减弱，
骨骼血液供应相应减少，在
这种情况下，成骨细胞功能
减弱，而破骨细胞功能增强，
使得骨质大量脱钙，这些钙
经肾脏被排出体外。

骨钙的丢失会导致两
个后果：骨质疏松和增大
发生肾结石的可能。长期

失重还可能使对抗重力的
肌肉出现废用性萎缩，宇
航员在长期的航天飞行中
加强肌肉锻炼可以延缓这
种肌肉萎缩，回到地面重
力环境中后，积极进行肌
肉锻炼可以逐步使肌肉萎
缩得到一定的恢复。

此外，缺少重力会改变
血液和其他体液在身体内
的自然流动，导致所有体液
向上移动，这会在身体一些
区域造成压力升高和肿胀，
尤其是眼睛后部，从而导致
视力问题。另一个严重问题
是辐射，在地球磁场范围
内，人类不受威力巨大的太
阳所发出的大部分辐射的
伤害，但在地球轨道上，人
更容易受到辐射影响，这
种持续暴露会增加患癌的
风险。 （据《科技日报》）

近日，哈佛大学陈曾
熙公共卫生学院一项研究
显示，高温关联大脑认知
受损，即便是健康的年轻
人，大脑也可能在高温天
变迟钝。相关论文刊载于
10日出版的美国《科学公
共图书馆·医学》杂志。

研究人员2016年夏季
招募44名住宿舍的大学生
志愿者，一半志愿者宿舍

内有中央空调，一半没有。
研究人员借助可穿戴设备
监测志愿者的活动量和睡
眠情况，测量宿舍温度、二
氧化碳浓度、湿度和噪音
水平。另外，研究人员让志
愿者每天早晨用智能手机
做两项测试，一项为两位
数加减法，以评估认知速
度和工作记忆；另一项为
识别屏幕上单词字体的颜
色，以评估大脑专注力和
反应速度。持续12天的研

究期间，第六至第十天出
现高温。

研究结果显示，与住
在空调宿舍内的大学生相
比，无空调宿舍的学生对
字体颜色反应时间长13%，
加减法计算得分低13%。这
项研究显示，高温不仅影
响老年人、儿童这些群体，
还影响身体较健壮的年轻
人。这意味着有必要加强
对室内温度的控制。

（据新华社报道）

美国卡内基科学研究
院7月17日发布新闻公告
称，该院一研究小组发现
了12颗木星卫星，这使得
木星已知卫星总数达到79
颗。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
卫星的发现有助于科学家
更好地了解太阳系早期演
变过程。《科学》杂志随后
发文称，研究小组发现的
12颗卫星中，有2颗去年已
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确
认。

迄今已发现的木星卫
星可分为三个群组，分别
是距离木星最近的伽利略
卫星群、距离木星最远的
外围逆行卫星群以及居于
这二者之间的顺行卫星

群。研究人员称，他们发现
的12颗卫星中，有9颗位于
外围逆行卫星群，它们的
轨道方向和木星的自转方
向相反，公转时间大约为
两年。这9颗卫星分处三个
不同的轨道分组，因而被
认为是3颗曾经较大的卫
星与小行星、彗星或其他
卫星碰撞分裂后的残余
物。

还有2颗新发现的卫
星位于距离木星稍近的顺
行卫星群中，它们的轨道
方向与木星自转方向相
同，公转时间不到一年。因
轨道距离、轨道倾角都很
相似，因而这2颗卫星被认
为是由同1颗较大卫星分
裂产生的碎片所形成。

而最后1颗新发现的
卫星则显得“另类”。这颗
卫星很小，直径不到一公
里，很可能是目前已知木
星卫星中最小的1颗。作为
顺行卫星，它比其他顺行
卫星距离木星更远，轨道
倾角更大，公转时间相对
更长，绕木星一圈大约需
要一年半。研究人员认为，
这颗“另类”卫星很可能是
曾经更大的1颗顺行轨道
卫星碰撞后的最后残余。

这些卫星有助于科学
家更好地了解太阳系的早期
状况。研究人员称，木星各轨
道群中小卫星的大量存在表
明，太阳系行星形成之后，行
星卫星间曾发生过多次碰
撞。 （据《科技日报》）

来自中国、加拿大、美
国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团
队首次在琥珀中发现蛇类
标本，并揭示出一个全新
的物种。这一发现对研究
晚中生代蛇类的演化与全
球分布有着重要价值，相
关论文于北京时间7月19
日凌晨发表在《科学进展》
（《科学》旗下子刊）上。

与其他脊椎动物化石
相比，蛇化石极为罕见，此
前人们从未在琥珀中发现
过蛇类。论文作者之一、中
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
究员白明认为，这或许是
因为大多数蛇类骨骼质地
不坚硬，能形成化石并保
存下来非常不易。“我们在
2016年年初陆续发现了这
些蛇类琥珀，此后耗费了
近一年的时间来重建骨骼
的三维结构。这批标本中
最重要的一件已经有些许
腐烂并暴露出骨骼，这种

情况反而对显微CT等无
损设备的成像十分有利。”

通过对CT数据的重
建、分割和融合，科学家们
最终无损得到了标本骨骼
的高清三维形态。据论文
作者之一、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副教授邢立达描
述，琥珀蛇保存了长约4.75
厘米的连续颅后骨骼，包
括97枚椎骨、肋骨和部分
皮肤———其中，97枚椎骨
中的前87节加上肋骨构成
了躯干，剩余10节构成尾

部。“标本的单一椎骨非常
小，躯干椎体长约0.5毫米，
尾椎长约0.35毫米。参照同
时代的蛇类，如果标本完
整，琥珀蛇的长度大约为
9.5厘米。”

蛇的祖先可以追溯到
侏罗纪中期。到了晚白垩
世早期（距今约1亿至9500
万年），蛇类已经有了全球
性分布，南欧、非洲、北美、
中东和南美都曾发现过蛇
类化石。“此次发现的标本
有着明显的腹下椎骨（前

泄殖腔椎骨），一共87节
（据推测应该有160节），标
本的脊椎骨还有着特化的
椎弧凹与椎弧凸———这是
蛇类的重要特征，两个结
构互相镶嵌形成球状窝，
使得蛇的每一节脊椎骨既
能牢牢相扣又能灵活转
动。”论文作者之一、加拿
大艾伯塔大学教授迈克
尔·考德威尔介绍。

根据骨骼学特征，科学
家将这件标本命名为缅甸晓
蛇（Xiaophismyanmarensis）。

其中，属名Xiaophis中的
“Xiao”源自中文“晓”，旨
在向发现该枚琥珀的贾晓
女士致敬；ophis为希腊语
中的蛇；种名myanmarensis
则表明化石发现于缅甸。
论文作者之一、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博士陈睿解
释：“‘晓’这个字有多层含
义，不仅是收藏家的名字，
也有破晓之意，暗示着这
条蛇的原始。”

“缅甸晓蛇可以说是
现在蛇类的祖先之一。”论
文作者之一、美国中西大
学教授兰德尔·尼达姆认
为，缅甸晓蛇的颅后骨骼
与其他白垩纪冈瓦纳蛇类
具有极高的相似性，例如
在阿根廷发现的距今9000
万年的狡蛇和恐蛇。“早期
蛇的系统发生分析表明，
缅甸晓蛇位于冈瓦纳基干
类群中的狡蛇、恐蛇、古裂
口蛇和现代蛇之间。”兰德

尔·尼达姆强调。
科学家还发现了另一

件蛇类标 本———琥 珀 中
的蛇皮。该标本代表了一
只大型蛇类的蜕皮，鳞片
呈菱形或圆菱形，鳞片间
的表皮上有深线，能观察
到圆形或环状的花纹。研
究人员推测，这张蛇皮的
主人体长可能达到60厘
米至70厘米，是当时缅甸
琥珀森林中的大型掠食
者。

此次发现的两枚蛇类
琥珀都富含昆虫、昆虫粪
便和植物残留物，指示出
一个包含有淡水栖息地和
潮湿温暖的热带雨林的生
态系统。科学家认为，作为
首次在中生代森林环境中
发现的蛇类，缅甸晓蛇表
明古代蛇类曾生活在海洋
边缘的森林中，该地区有
着更广泛的生态多样性。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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