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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航

你知道吗

□周琳 蒋芳

甩一甩暗物质洗发水洗出的“浓密”
秀发，穿上能“修复松弛”的石墨烯内衣
内裤，坐在“想瘦哪里瘦哪里”的纳米按
摩椅上——是不是很享受？如果还不
够，那就走进量子返老还青舱吧，你能

“永葆青春”。
然而，为你打造如此“高科技”生活

的，不是科学家，而是一些想象力超级
“丰富”的商家。他们给产品贴上“高科
技”“新科技”的标签，吹嘘神奇的效果忽
悠消费者，借此高价出售。下面，就为您
揭晓一份伪科技蹭概念营销榜单。

暗物质：
洗头“治脱发”、喝水“能提神”

“暗物质可以帮人暗中偷偷长头发、
治脱发，就收 1瓶洗发水的钱，59元。”

“暗物质维生素功能饮料，来自宇宙的能
量，能提神。1箱 24罐只收你 98元。”

“古医学能量自然疗法，包括了最新科技
的量子纠缠，暗能量的使用方法，能快速
清理暗物质”……

被称作“世纪之谜”的暗物质，科学家
们求索百年尚未明确是什么、以何种形式
存在、和人类会产生怎样的联系。然而，
网络上、市场上已经有不少打着“暗物质”
旗号的“高科技”产品与疗法陆续出现。

暗物质卫星首席科学家常进哭笑不
得地说，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出现，一方
面说明人们对暗物质好奇，另一方面也
说明需要科普。到目前为止，暗物质的

作用我们还无从得知，科学家正致力于
弄清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性质。即使物理
学有突破，也是应用科学、技术科学先
行，然后才是日常生活的改变。

石墨烯：
真要做条内裤至少得几亿美元

新材料是国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之一，而石墨烯作为“新材料之王”，“十
三五”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文件都将其纳
入大力发展的新材料领域。但如今，这
种新型纳米材料还“活跃”在另外一个领
域——养生保健产业，近来市面上大量
出现了打着石墨烯招牌的内衣内裤等。

这类产品贵的上千元，便宜的仅几
十元，基本都表示能够抗菌抑菌、吸湿排
汗、柔软透气，“脑洞”比较大的则宣称

“低温远红外线功能，有助暖宫，永葆青
春”等。

江南石墨烯研究院副院长董国材
说，首先，石墨烯导热性能好，所以散热
快，保暖功能从何谈起？其次，石墨烯确
实只有几纳米厚，够轻薄，但是造价极
高，一条内裤如果用完全单层的纯石墨
烯做成，至少得几亿美元，但就算用纯的
石墨烯做，也很难有宣传的功效。

量子：
不仅“包治百病”还能“返老还青”

“功能强大”的量子水、量子袜、量子
眼镜，“包治百病”的量子医疗仪器，“一
本万利”的量子投资机会……近年来，随
着我国的量子通信科学卫星上天、“京沪
干线”落地，越来越多贴着“量子”标签的

商品不断涌现，而且价格不菲。
网上有一家名为“中国量子产业控

股集团”的网站，看起来非常“专业”的网
站上，声称拥有“专利技术30多项，生产
基地及养生体验基地20多处”，产品包
括：量子手环、量子茶具、量子能量酵素、
量子共振检测仪、量子活化杯、量子加能
床垫，甚至还有量子返老还青舱。

“量子通信的概念炒得过热，我有些
担心，这并不是科学的态度。”中科院院
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
伟表示，一方面是民众对高新科技概念
产生崇拜感，而另一方面科普做得还不
够，一些商家就蹭概念，欺骗民众。

水杯：
从纳米到量子、从富氢到富氧，
你要哪杯有哪“杯”

作为养生必备工具之一，水杯当之无
愧是商家造概念的“网红”。有可以清除
细胞过剩自由基的富氢水杯，有可以养颜
的富氧水杯，有利用量子光波唤醒生物体
技能、提高生命力的量子健康壹号杯……

氢气、氧气可以喝吗？食品领域科
普作家云无心说，氧气在水中的溶解度
取决于氧气的分压，通过向水中鼓入氧
气，然后加压封装，的确可以使水中的溶
氧大大增加。但当打开瓶盖与空气相通
后，超过该温度下溶解度的氧气就会释
放出来，再把水倒到杯子里、喝到嘴里、
咽到肚子里，留在水中的氧气也就所剩
无几了。“不管是哪一种杯子，都没有科
学依据，卖得好只是因为营销炒作成
功。”云无心说。

体验高科技生活 别被概念迷了眼

□杨光华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是必不可少的
呢？不少人也许会告诉你，他们的答案是自拍——吃饭
拍一张，喝酒拍一张，微笑或是悲伤，晴天还是雨天都得
嘟嘴来一张。

谁的朋友圈没有自拍照“出没”，谁又没用斜向上
45°角拍过自拍呢？但是，最近有研究发现，如果太喜
欢自拍以至于“自拍成瘾”，可能就是一种病态了。那
么，“自拍成瘾”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有人沉迷自拍，
并喜欢将自拍照发布到社交平台上？其实，不仅是“自
拍成瘾”的人存在问题，经常看到别人发自拍的人，其心
理也有可能受到影响，这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据了解，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在2014年将“自拍成
瘾”认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自拍成瘾”被分为3个等级：
濒临自拍成瘾的边缘、急性自拍成瘾、慢性自拍成瘾。
如果你每天自拍至少3次，但没有把照片发到社交媒体
上，属于濒临自拍成瘾的边缘；如果你每天自拍至少3
次，并且会把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属于急性自拍成瘾；
如果你抑制不住想自拍的冲动，并且每天至少在社交媒
体上分享6次自拍照，则属于慢性自拍成瘾。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沉迷于自拍，并喜欢将大量自
拍照发布在社交网站上呢？

有报道称，一项调查显示，那些在平台上特意引人
注意的人，比如发大量自拍照的人，更有可能是个“自恋
狂”。这项研究的团队分别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
韩国首尔世宗大学，他们发现，经常发自拍的人有一种
所谓的“夸张型自恋”，这种自恋与自我崇拜以及很高的
自尊心有关。相比自恋者，非自恋者对于自拍照表现出
更加消极的态度，不太愿意发布自拍照，也不太愿意关
注一些总是发自拍照的用户。

研究还发现，经常在社交媒体看到自拍照片，也会
给人带来影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
发现，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自拍的照片，会让人失去
自信，生活满意度下降。人们看自己或者其他人的自拍
次数越多，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就越低，越容易自卑。这
项研究称，当人们开心的时候通常会发自拍，这会让看
照片的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并不像照片里那样好。

虽然自拍能够记录生活，还会不时地带给我们一些
小小的满足感，但如果沉迷自拍以致“成瘾”，给自己和
他人都带来消极影响，可就得不偿失了。

（本版配图均源自网络）

太喜欢自拍或是病态
小心自拍成瘾找上门

□朱涵

如何防范孩子偷玩手机或是沉迷手游？这是不少
家长的育儿难题。日前，浙江大学和美国南卡罗来纳大
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基于行为识别的算法软件，可
以识别出使用手机的“熊孩子”，并自动阻止手机访问购
物软件、通讯软件以及儿童不宜的网站。

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智能系统安全实验室教授徐文渊介绍，中美团队联合研
发出的这种可用于移动设备的算法软件，能够通过测量
手指按压的表面积、手指施加的压力和滑动长度等度量
数据，分辨出用户是成人还是儿童。

“儿童手部较小，手指触碰点比一般成人小。因此，
儿童往往会在较小的屏幕范围内进行操作，滑动轨迹较
短。此外，与成年人相比，儿童与智能手机互动的灵巧
性较差。根据我们的观察，孩子们在智能手机上的每次
触摸都比成人慢。当他们尝试在2次触摸操作之间切
换，从轻击到滑动时，情况也是如此。”徐文渊说。

研究团队总计提取了30多项特征用来分辨儿童和
成人用户。测试结果表明，通过单次滑动成功识别儿童
用户的准确率达到了84％，通过8次连续滑动之后，准
确率可达到97％。

据了解，该算法软件相关论文已于今年2月在美国
召开的移动技术大会上发表，但尚未被整合到操作系统
中。研究人员认为，该项技术在儿童用户多样性、手势
数量、准确性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新手机软件
能够识别“熊孩子”

当前，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实施，数
字中国建设步伐加快，数字政府已成为
落实国家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
等战略行动新的着力点。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是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放
管服”改革推向纵深的关键环节，对加快
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透
明度，便利群众办事创业，进一步激发市
场活力和社会创造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大数据技术
让网上政府利企便民

“这么快就重新办理到了身份证，真
方便！”在呼和浩特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的身份证自助办理设备前，前来办理身份
证丢失补领的居民秦先生按照设备提示
一步一步操作，很快就顺利拿到了新的身
份证。记者了解到，这是我区唯一一套身
份证自助办理机，可以为全区各盟市群众
办理身份证到期换证、丢失补领、损坏换
领等业务，极大地方便了群众。

在该中心的房地产服务大厅里，市
民小高正在办理房屋产权手续。从收
件、审批、收费到发证，全部实行了“一条
龙”微机化办公，实现了一个窗口收件、
一套资料内部传递、一个窗口收费发证。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政务服务中心
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推进
并完善“政务服务与网上审批平台”建
设，基本实现“一窗受理”，努力推动“一
网通办”。

这只是呼和浩特市“互联网+政务服
务”的一个缩影。作为国家级标准化试
点，该市建设“网上办事大厅”、升级“政
府信息公开平台”和“电子政务服务平
台”、开通“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推动政
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就是为了让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全面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项目
建设，是自治区党委、政府贯彻中央、国
务院工作部署，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顺应
互联网发展趋势，最大程度利企便民的
一项重大举措。近年来，自治区政府办
公厅综合考虑对外政务服务、对内行政
办公以及基础政务数据共享等现实需
要，提出“两个平台、一个中心（政务服务
平台、政府办公业务平台和政务大数据
中心）”的建设目标。

2017年 6月，我区被国务院办公厅
列为“互联网+政务服务”全国9个试点
示范省区之一，重点推进政务服务事项
标准化和自治区、盟市、旗县三级联动政
务服务试点示范。呼和浩特、乌海2个城
市也被确定为国家信息惠民试点城市，
重点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示范工程。

自治区政府电子政务服务中心副主
任王晨光告诉记者，按照“先试点、后推
开”的工作思路，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将在
呼和浩特、鄂尔多斯等6个盟市和工商、
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等5个厅局开展自治
区“互联网+政务服务”及电子政务试点
示范工作，计划于今年5月底前完成试点
示范任务，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
验，逐步向全区推广。

打开在今年初刚刚上线测试运行的
“内蒙古互联网+政务服务”网站，“个人办
事”“法人办事”“依法行政”“公共服务”

“阳光政务”“中介服务”等几大功能全面
涵盖社会公共服务的各领域。据介绍，按
照国家和自治区的统一部署，平台正式上
线运行后，自治区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全面
公开，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进一
步提升。预计今年底，“互联网+政务服
务”实现自治区、盟市、旗县（市、区）三级
联动运行。2020年底前，政务服务实现
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建成覆盖全区的整体
联动、部门协同、自治区统筹、一网办理的

“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
目前，全区12个盟市均设立了本级

的政务服务和运营机构、建立了实体大
厅，开通了门户网站、移动app和微信公
众平台等。实现了服务事项在线咨询查
询，基本完成了部门许可职能向一个科
室、审批科室向政府大厅、审批事项向网
上办理的“三个集中”，做到事项进驻大
厅、审批授权窗口、电子监察“三个到位”
的改革。

信息整合共享
让沉淀的数据醒过来用起来

“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强新一代
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
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深
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政府信
息系统互联互通，打通信息孤岛”……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处内容与数字政
府相关。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数

字政府建设路径，依托大数据，以问题和
需求为导向，让沉淀的数据醒过来、用起
来、飞起来，推动政府转型，全面带动经济
社会各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

2017年12月6日，李克强总理在国
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按照党的十九大
精神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人民满意的
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加快部门和地方政
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打通“放管服”改
革“经脉”，是便利群众办事和创业创新、
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举措。

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工作是“互
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基础支撑。
打通信息壁垒，加快政府信息系统互联
互通，推动政务信息跨地区、跨层级、跨
部门互认共享，形成统一的信息资源共
享交换和数据开放平台，是推进政务服
务一体化，助推“放管服”改革，构建网上
政府和数字政府的重要基础工程。

我区高度重视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
享工作，成立了由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建
民任组长的自治区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
享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由自治区发改委牵
头推进内蒙古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工作。

在刚发布不久的《2018年自治区大
数据发展工作要点》中，记者看到，推进
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要“按照《内蒙
古自治区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推进方
案》的要求，加快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
享，建成自治区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和共享网站。编制《内蒙古自治区政务
信息资源目录（第二期）》，建设政务信息
资源管理系统，实现政务信息资源目录
管理、政务数据分层分级分类、政务数据
治理和开发利用。加强政务数据资源管
理，建立数据资源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操
作规程和工作机制，制定出台《内蒙古自
治区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办法》，建立政务
信息资源共享开放考核评价机制。”

这一系列举措说明，我区正在以推
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为重要抓手，
积极促进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进一步
提高体制创新、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变

“群众跑腿”为“信息跑路”，变“群众来回
跑”为“部门协同办”，借助大数据优势全
面打造数字政府，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
务，从而使公众更加充分享受到新一代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便利，全面
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更
好地增强民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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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相

所谓富氢富氧水只是一种概念炒作。

打着“量子”标签的保健产品是在忽悠消费者。

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
建 设 网 络 强
国、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推
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
能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发
展数字经济、
共享经济，培
育新增长点、
形成新动能。

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
务”工作，是贯
彻 落 实 党 中
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把“放
管服”改革推
向纵深的关键
环节，对加快
转 变 政 府 职
能，提高政府
服务效率和透
明度，便利群
众办事创业，
进一步激发市
场活力和社会
创造能力，具
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