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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祝辞
从 2008 年鼠咬天开, 到 2009 年福牛闹市, 华人信息专刊 (Nouvelles des Chinois – Suisse
Romande) 已经周岁了。 一年来在大家关心扶持下, 专刊为丰富大家在瑞士的生活和工作,提供
了微薄奉献。希望在 2009 年中, 专刊继续得到大家的厚爱, 成为更多读者的朋友。在新的一年,
本刊稍有变化, 将从双周刊变成月刊, 同时篇幅略有增加。
恭祝大家在 2009 年中, 身体健康， 事业有成，阖家幸福， 万事如意 ！

瑞士新闻
瑞士 2009 年 2 月 8 日举行新年第一轮公民投票
2009 年伊始, 瑞士直接民主形式下的公民投票机制立即投
入运作。本年度第一轮公民投票将在 2 月 8 日举行。
联邦一个主题
1) 是否同意 2008 年 6 月 13 日联邦关于双边协议的行政条例,
把人员自由流通的规定扩展适用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吗 ？
除去对联邦主题进行公民投票外,法语区各州包括德语区部分州针对本州主题也要投票。
日内瓦州 4 个主题
1) 是否接受日内瓦州 2008 年 8 月 28 日通过的修改宪法的法律 (涉及电子投票条款, A 2 00 10013)？
2) 是否接受日内瓦州 2008 年 8 月 28 日通过的修改宪法的法律 (涉及州政府成员与联邦议会议
员任职重叠问题, A 2 00 - 10167)？
3) 是否接 2008 年 6 月 26 日通过的修改公共税收的法律 (涉及对船舶收税问题, D 3 05 10082) ？
4) 是否接受 2008 年 2 月 22 日通过的修改拆毁, 改造和更新民居法律的修改本 (涉及民居取暖
问题 (LDTR - L 5 20) - (L 5 05 – 10088) ？

瑞士瑞联银行 UBS 出让中国银行股份
瑞士 ‖瑞联银行‖ UBS 2008 年 12 月 31 日宣布, 已将约 34 个亿 (3.4 billion) 中国银行股份
(H-shares) 转让给了其它机构投资者。上述中国银行股份是该银行在 2005 年, 中国银行在香港
上市前, 通过 IPO 购入的。尽管瑞联银行转让了中国银行股份, 但该银行表示将继续保持与中国
银行已经建立和存在的良好客户关系。

国内动态
中国海军赴索马里海域护航舰艇编队
组 成 曝 光
环 球 时 报 电 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 2008 年 12
月 20 日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派海军舰艇
近期前往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
务。同一天，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胡昌
明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将于
12 月 26 日从三亚启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
域。
中国海军 171 号驱逐舰

据悉，此次中国护航舰艇编队由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武汉‖
号,―海口‖号导弹驱逐舰和―微山湖‖号综合
补给舰组成。
近年来，亚丁湾，索马里海域频繁发
生海盗袭击,劫持过往船舶事件。海盗问题
已成为一大国际公害，对国际航运，海上
贸易和海上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安
理会已通过多项决议，授权各国根据《联
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在索马里领
海打击海盗；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也呼吁
各国进入其领海打击海盗。
887 微山湖号补给舰

三艘舰艇情况简介：
171―海口‖号是 052C 型防空驱逐舰
的二号舰，052C 导弹驱逐舰是中国海军
第一代具备相控阵雷达、垂直发射系统的
防空型导弹驱逐舰，被誉为―中华神盾‖。
169―武汉‖号是 052B 型驱逐舰二号
舰，2004 年服役。该型舰全长 164 米，宽
17.2 米，满载排水量 7500 吨以上，是一
种防空、反潜、反舰能力均衡的远洋驱逐
舰。该舰最高航速 32 节，20 节时续航距
离 6000 多公里。整体性能在国
际同级舰中处于中上水平。

169 驱逐舰

―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舷号 887)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补给舰，排水量接近 3 万
吨，可同时为两艘以上舰船补给，2007 年曾与―广州‖舰一起出访欧洲多个国家。
新华社 2008 年 12 月 30 日最新消息, 如台湾船舶需要护航, 可以通过台湾海基会提出申请,
由大陆海协会向交通运输部海上搜救中心提出。大陆海协会已将上述情况向台湾海基会作了通
报。参见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8 年 12 月 30 日第 4 页。

大熊猫"团团""圆圆"入住台北新家
新华社 2008 年 12 月 23 日电讯, 赠
台大熊猫―团团‖―圆圆‖12 月 23 日下午 5
时许,搭乘台湾长荣航空公司专机抵达台
北桃园机场；随后换乘专车，于晚间 7
时 30 分许抵达它们的新家——台北市立
动物园新光特展馆。
12 月 23 日下午 5 时许，台湾长荣
航空公司载运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的
专机抵达台北桃园机场。这是专机降落
后，工作人员转运―团团‖―圆圆‖。新华社
记者赵博摄
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入住台北新
家。它们抵达台湾以后的第一顿正餐，
食用的是随机运抵的四川竹子，还有园
方精心准备的台湾产桂竹、苹果、窝窝
头等。

河南一村长自掏 3000 万元人民币
建别墅群 全村免费入住 东方今报消息
2008 年 12 月 21 日上午，河南省新乡
市辉县市裴寨新村落成庆典仪式举行，标
志着该村村委会主任裴春亮个人出资 3000
多万元，历时两年多建成的别墅正式入住
村民。
2005 年 4 月 20 日，裴春亮高票当选
村委会主任。2006 年 5 月 26 日，裴春亮自
费为本村村民建连体别墅的消息曾震惊
全国。 2008 年 12 月 21 日上午，对于所有
裴寨村的村民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天。全村 135 户每家都免费得到了一套别墅。
裴春亮，裴寨村的村委会主任，也是辉县市工商联副主席,春江集团的董事长。今年 38
岁的他出生在裴寨村，兄妹 5 人，他排行老小，自小家贫，也得到了村民的不少帮助。 从砖场
打工开始，裴春亮的事业一步步做大，如今，裴春亮所经营的领域涵盖了酒店经营、机械铸
造、矿业开采。资产总额达 10 亿元。
河南省省长助理何东成在庆典仪式上称，裴春亮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河南涌现出的典
型。―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致富思源、无私奉献的可贵品质；体现出的是不图一人之富、不
贪一时之安的崇高境界；体现出的是为了解决家乡父老生产生活难题、宁肯自己吃亏的宽广胸
怀‖。 至今，裴春亮已获得―中国杰出青年农民‖、―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和―中华慈善人物‖等荣
誉，并在今年当选为全国第十一届人大代表。不久前，裴春亮入选了―中国好人榜‖。

法律知识
在瑞士储蓄存款国家担保金有变化
我们在 2008 年 6月15日第十期中, 曾经介绍瑞士银行发生倒闭的可能性, 以及瑞士国家对
银行客户可能提供最高三万瑞士法郎补偿。然而,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突发, 银行倒闭已经不
再是可能, 而变成现实了。 最近, 我们又注意到了两点新变化, 现介绍给大家。
第一， 保证金已经从最高三万瑞郎上升到十万瑞郎,有效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见 2008 年 11
月 5 日瑞士联邦政府通过的一揽子应急金融和经济措施)。
第二， 某些瑞士银行在悄悄修改与客户之间关系,尤其涉及在银行倒闭时,客户和银行之间债权
债务的冲销。具体而言,当你在银行有 100 万瑞郎储蓄存款, 银行同时借给你 80 万房屋贷款。
银行倒闭时,你仅能获得 10 万瑞郎最高补偿金,却丢失了 90 万瑞郎存款。那 80 万房屋贷款(债
务 ) 是 否 能 被 90 万 债 权 储 蓄 存 款 ( 债 权 ) 冲 销 呢 ? 根 据 瑞 士 契 约 法 典 (CODE DES
OBLIGATIONS)第 120 条, 两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是可以冲销的。即 90 万冲销 80 万后,你仅
仅净亏损 10 万瑞郎。这对你来说应是不幸中的万幸。
然而,银行不是你开的,也不与你同一立场,银行要想尽办法改变这个对它不利的关系,变可
冲销(COMPENSATION) 为不可冲销(NON-COMPENSATION)。这就是说当银行倒闭时,除获
得 10 万瑞郎最高补偿外,你对银行所欠 80 万瑞郎贷款依然存在,不能用你 90 万储蓄存款对
冲。这样一来,真是雪上加霜, 你不仅丢了 90 万瑞郎存款,同时还欠人家 80 万房屋贷款。UBS,
RAIFFEISEN 等银行就正试图对客户加入这个新条款。如果你是上述银行客户,一定要当心
了。

创业人生
源氏川神的“发明”
一个古怪的日本人对“无用”的阐释和辩护
(转载自法国《欧洲时报》, 经本刊节选)
50 岁的日本人源氏川神因为他的荒诞可笑成为了日本的一个明星，他说：―只有一个自由
的灵魂才能创造出那些疯狂而愚蠢的东西。我们这些 20 世纪的孩子，享 受着一种能够创造‗无
用发明‘的奢侈。‖这个有趣的怪人头衔还真不少：航空学专业毕业, 动画编剧, 反对卡拉 OK 的
活跃分子, 反全球化的无政府主义者, 消费 杂志的经理，他还是日本无用发明, 也被称为古怪装
置（Chindogu）运动的创始人。
在创造了 600 项发明后，他的名气也开始远播。他创建的―无用发明国际公司‖聚集了全
世界 10000 多名爱好者。该组织有十大原则作为他们的道德标准：所有的发明必须没有任何价
值，来源于日常生活，不能仅仅是让人感到轻松的小幽默，不能冒犯任何人，最关键是不能用
来盈利或申请专利。基于这个初衷，源氏川神的 5 本关于―无用科学‖的作品成为了日本的畅销
书。每当他出现在电视上，总是有数以万计的电视观众焦急地等在电视前，看他宣布新的发
明。最近一次他公布了一个有 20 位密码的保险箱，密码数字组合如此之长，以致于需要 160
个宇宙周期来破解这个密码……源氏川神不无讽刺地说：―无论对于用户还是小偷，它都是个
难题。‖在一次网上访谈中，他毫不犹豫地把他的运动和英国工业革命相提并论：―意义都是巨
大的，唯一不同，是我们的发明无利可图，它们无法商业化，而且存在也只是等着被抛弃。‖

生活服务
瑞士伯尔尼州 ISELTWALD 镇湖边 SEEKPART 房地产项目
瑞士伯尔尼州 ISELTWALD 镇 (靠近 INTERLAKEN 市) 湖边 SEEKPART 房地产项目
对非瑞士居民外国人购买开放 (作为第二住宅) 。每平方米约 4000CHF (属于较低价位,同时
又是理想的旅游环境) 。每套房屋约 110-130 平方, 含地下车库, 在 50 万 CHF 左右, 2009 年第
一季度交钥匙, 现本事务所正在帮助国内一个客人办理购房手续, 如有读者或其国内亲属朋友
感兴趣, 请与本事务所 联系或协助办理。

中国国内旅行, 乘飞机旅客乘机物品限带措施调整
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 2008 年 12 月 18 日讯, 中国民用航空局 17 日发布公告, 决定自
2008 年 12 月 20 日起, 对旅客随身携带液态物品和打火机, 火柴的管制措施予以调整。
今后严禁旅客在托运行李中夹带打火机, 火柴。但旅客可以随身携带一只打火机或一盒
火柴乘机。经过安检时, 要主动交付检查。同时携带液态物品单件容积不超过 100 毫升, 总量
不得超过 1000 毫升。 易燃易爆燃液态物品禁止携带。pdf

信息交流
信息平台
为活跃华人社会，交流信息，方便大家在瑞士生活，工作和学习，我们专门设立了分类
广告栏。如租房，买房，卖房，教师授课，寻求服务，华人企业，餐厅转让等等。根据广告尺
寸，最低收费 20 瑞朗。希望大家以最少费用取得最大效益，达到目的。欲刊登广告信息的朋
友，请在每月 10 日和 25 日前与我们联系，以便及时登出。

中国文化书馆迁址通知
(AVIS DE DEMENANGEMENT DE LA LIBRAIRIE LETTRES DE CHINE)
爱好中国文化和文学, 订购各类中国书刊的朋友们请注意, 中国文化书馆已经从原来
地址 (日内瓦 Rue de la Filature 44, 1227 Carouge) 迁到新馆址 : Rue de Carouge 7,
CH- 1205 Genève, 营业时间如下 : 周二, 周四 : 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 周三, 周五和周
六 : 下午二点到六点, 周一 : 休息. 中国文化书馆电话如下 : 022 300 60 52, 负责人
Valérie Hui Gigon-Wu 女士, 网 址 : www.lettresdechine.ch
欢迎大家惠顾光临 。

欢迎订购 « 欧洲联合周报 »
2008 年成为过去，2009 年已经来临。为获知更多的信息，及时了解欧洲和国内不同地区
的动态和消息，欢迎大家继续订购 «欧洲联合周报»。该报每周（周末）一刊，40 版篇幅。全
年定购费为 60 欧元，含报刊邮费。欲定购该报的读者，请与我们联系, 办理订购手续。

2009 年日内瓦高级钟表博览会(SIHH)
2009 年 日 内 瓦 高 级 钟 表 国 际 博 览 会 (SALON INTERNATIONAL DE HAUTE
HORLOGERIE - SIHH) 将于 2009 年 1 月 19 日至 24 日在日内瓦 PALEXPO 展厅举行。该博览
会比较往年, 会期提前了两个月, 从三月份迁移至元月份。目的是避免与一年一度的巴塞尔珠宝
钟表博览会冲突, 错开时间, 争取更多客户。在目前经济萧条的宏观背景下, 我们不知是否高级
奢侈品钟表市场也相应受到影响或波及。

欢迎赞助
旨在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在 2009 年中, 本刊将从双周刊变成月刊, 同时增加篇幅。在自愿
基础上, 欢迎读者以年/10 瑞士法郎的赞助形式支持专刊。本刊编辑部在此表示诚挚感谢。本刊
银行帐户如下 :
本刊银行帐户 :
CREDIT SUISSE, GENEVA, ACCOUNT HOLDER: 3Y & WZ SARL, ACCOUNT NO. 864508-61,
IBAN : CH47 0483 5086 4508 6100 0, BIC: CRESCHZZ8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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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精英 世界最强五十人
THE GLOBAL ELITE THE 50 MOST POWERFUL PEOPLE I NTHE WORLD
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最新
一期（2009 年 1 月 5 日，提前出
版）评出环球精英世界最强大五十
人，排在第一位的是美国总统当选
人奥巴马，第二位是中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见图
附《新闻周刊》世界最强五十人排名列
表（英文）

1: Barack Obama
2: Hu Jintao
3: Nicolas Sarkozy
4-5-6: Economic Triumvirate
7: Gordon Brown
8: Angela Merkel
9: Vladimir Putin
10: Abdullah bin Abdulaziz Al-Saud
11: Ayatollah Ali Khamenei
12: Kim Jong Il
13-14: The Clintons
15: Timothy Geithner
16: Gen. David Petraeus
17: Sonia Gandhi
18: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19: Warren Buffett
21: Nuri al-Maliki
24: Nancy Pelosi
26: Mike Duke
28: Eric Schmidt
30-31: Friends of Barack
33: Rex Tillerson
35: John Lasseter
37: Pope Benedict XVI
39: Rupert Murdoch
41: Shahrukh Khan
43: Hassan Nasrallah
45: Carlos Slim Helú
47: Oprah Winfrey
49: E. A. Adeboye
你能说出他(她)们是那国人吗 ?

20: Gen. Ashfaq Parvez Kayani
22-23: The Philanthropists
25: Khalifa bin Zayed Al Nahyan
27: Rahm Emanuel
29: Jamie Dimon
32: Dominique Strauss-Kahn
34: Steve Jobs
36: Michael Bloomberg
38: Katsuaki Watanabe
40: Jeff Bezos
42: Osama bin Laden
44: Dr. Margaret Chan
46: The Dalai Lama
48: Amr Khaled
50: Jim Rogers

2008 年度十大新闻
美国《时代》周刊最近公布 2008 年度 10 大新闻。除金融动荡和奥巴马当选美国新任总统等国
际重大新闻之外，中国―毒奶粉‖事件和四川大地震入选。

1、美国金融动荡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美国金融动荡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华尔街的工作人员正搬运办公物品离开。

2、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

奥巴马当选美国第 44 任总统，图为奥巴马夫妇在当选庆祝仪式上向支持者致意

3、孟买恐怖袭击事件

2008 年 11 月 26 日印度孟买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4、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发生的爆炸袭击事件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发生的爆炸袭击事件

5、索马里海盗肆虐

载有 200 万桶原油总值超过 1 亿美元的油轮―天狼星‖号被索马里海盗挟持

6、在高加索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

在高加索地区发生武装冲突

7、中国的“毒奶粉”事件

中国的―毒奶粉‖事件

8、古巴改革逐渐启程

古巴改革逐渐启程，图为古巴革命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

9、哥伦比亚陆续有人质获救

哥伦比亚陆续有人质获救

10、四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

中国四川发生大地震。图为倒塌的房屋和失去孩子而痛不欲生的母亲

美国时代周刊平出 2008 年十大医学突破 综合新闻
2008 年 12 月 10 日，美国《时代》周刊近日评出 2008 年十大医学突破，从早第性痴呆的治疗
到干细胞疗法悉数入选。从这些榜单中我们也可以领略到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以下是具体榜
单：

1. 将患者皮肤细胞转变成运动神经元
当选总统的奥巴马已经承诺解禁联邦资助胚
胎干细胞研究的 7 年禁令，对该领域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福音。但是对一些科学家来
说，这似乎跟他们毫不相干。美国 哈佛大
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 7 月在报告中
宣布了一个突破性试验，他们利用一种不需
要晶胚的新方法，产生了第一个运动神经
元。这个神经元是利用两名患 有“肌萎缩
性侧索硬化症(ALS)”的老年妇女的干细胞
培养而成的。东京大学的科学家山中伸弥
(Shinya Yamanaka)2006 年开发了该技术。这项技术包括，将已经分化的普通成年皮肤细胞转编为胚胎样
未分化的“万能”干细胞，然后根据需求让它们转变成 组织特异细胞。利用“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
患者的皮肤组织生成运动神经元，科学家现在可以在一个培养皿里研究细胞生长、衰退、死亡对这种疾
病产生的影响。 以前研究人员从没通过此类缓慢的方式进行这方面的试验。如果科学家了解了“肌萎
缩性侧索硬化症”的发展过程，他们或许可以提出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甚至最 终可治愈这种疾病。

2.发炎容易导致心脏病发作
美国有半数人是在胆固醇处于正常水平时突
发心脏病的。这种情况令人感到困惑，医生
直到今年 11 月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今年
11 月，波 士顿 布 瑞根 妇 女医 院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的保罗·瑞德科博
士证实了一种可导致心脏病的风险因素——
炎症，这也是引起关节炎和其他自身免疫性
疾病的罪魁祸首。这个风险因素的影响力可
能相当大。以前进行的规模较小的研究也曾
暗示心脏病发作与炎症有关，但是瑞德科最
近进行的研究显示，当人体里的胆固醇水平
处于正 常状态，而 C 反应蛋白(CRP)水平较高时，服用他汀类药物(statins)会降低 C 反应蛋白水平，
使心脏病发作风险下降 54%。C 反应蛋白是一种表明 血液里存在炎症的蛋白标志物。
医生表示，胆固醇和脂肪堆积物仍是预示心脏病发作的主要指示剂，不过炎症可能也非常重要，
它或许是一个起着关键性作用的导火索。炎症增加了胆固醇和脂肪堆积物的不稳定性，使它们更容易脱
离血管 壁，堵塞血管，导致心脏病发作。瑞德科的最新研究结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3.无疤痕手术
无疤痕手术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
是目前医生正在通过“天然腔道”手术
(natural orifice surgery)进行这方面的试验。
“天然腔道”手术(natural orifice surgery)是
一项新技术，医生通过口腔、阴道和大肠等
现有自然腔道进入人体进行手术，无需在皮
肤上切口。
今年 3 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
个科研组利用一个安装有照相机的观测仪
器，3 月份在美国成功通过阴道为一名妇女
切除了阑尾。这项技术也将对一些 胃搭桥
手术患者有所帮助，这些人的胃组织在术后
向外延展，医生通过口腔将一个观测仪器插
入他们胃部，收缩延伸的褶皱，让胃变得更小。该技术并非完全不需要 切口，外科医生通过小切口穿
过人体内部组织，但是这种方法通过尽量少在皮肤上切口，减轻了患者的痛感、降低了感染风险，而且
还加快了术后康复速度。

4.基因图谱大众化
DNA 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诺贝尔奖获
得者,国际遗传学,基因组学,分子生物学泰斗詹
姆士·沃森(James Watson)和人类基因组的联合
制图人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绘制了整
个基因图谱。现在你只要花 399 美元，并提供少
量唾液，就可以给自己绘一张基因图谱，揭开
一些有关它的秘密。科学家对目前这些信息 是
否有价值的问题争论不休。事实上在很多情况
下，我们现在掌握的科学知识还不足以解释拥
有一种基因变种的真正意义，但是 23 和 Me(e23
and Me)等公司至少让我们有机会看一看我们自
己的遗传数据。 虽然以前也有这项服务，但是
在今年之前，它的收费还高得让人不敢问津。
现在科学家可通过你提供的一点口水提取 DNA，然后复制并寻找 90%已知遗传变异，这些变异是不 同特
征或健康状况的标志，例如乳糖不耐受和前列腺癌。现在仅根据你拥有这种基因，还不知道是否你将会
患肿瘤，但是随着科学不断进步，科学家有望通过这些遗 传信息，预知一个人会生什么病，以便让人
们在患病前接受预防性治疗。

5. 新发现 4 种早老性痴呆基因
如果不进行检查，就无法治愈、预防或诊
断早老性痴呆症。但是科学家有望发现 4 种可
引起最普遍的早老性痴呆症类型的新基因。一
项对 1300 多个家庭进行的 研究发现了这些基
因。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基因在形成早老性
痴呆症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研究人员认
为，他们或许与神经元死亡有关。随着这种疾
病不断恶 化，脂质斑块和纤维丝团状蛋白质
(fibrous tangles of protein)在大脑中慢慢堆积起
来，不断破坏神经元，最终杀死它们。最近鉴
定出的这些基因，也许有助于科学家进一步了
解如何保持神经元的活性，该研究 可能将成为
未来治疗方法的重要探寻方向。更令人感到兴奋的是，其中一种基因产生了一种特殊蛋白质，神经元正
是利用这种蛋白质进行交流的。科学家已经发现有 很多基因可导致早老性痴呆，但是每一个新发现的
基因都为未来的药物治疗提供了一个新发展方向和一线新希望。

6.五合一疫苗
每一位家长都意识到孩子是多么痛恨
打针。因此，五合一疫苗—Pentacel 非常受
欢迎，这种疫苗可一次预防白喉、破伤风、
百日咳、小儿麻痹症和 b 型 流感嗜血杆菌 5
种疾病。科学家已经通过 5000 多名婴儿，对
这种疫苗进行了研究，注射该疫苗的孩子仅
出现发烧、扎针处发红和肿胀等轻微的副作
用。 Pentacel 分四次注射，前三次分别在 2
个月、6 个月，和 15 到 18 个月之间注射。
伸缩性免疫(Telescoping immunizations)或许
有助 于更 多 孩子 注 射这 种 疫苗 。到 目 前为
止，已经有 77.4%年龄在 19 到 35 个月的孩
子注射了所有疫苗，政府要求，到 2010 年完成注射这种疫苗的婴孩的比例要达到 80%。

7.基因扫描查找乳腺癌
基因扫描迅速变成一种诊断和治疗
肿瘤的有效工具。利用基因扫描检查乳
腺癌，查看患者的哪一种基因能最有效
地 对 肿 瘤 药 物 Herceptin 做 出 反 应 。
Herceptin 可有效杀死能释放大量 HER2
蛋白质的肿瘤。通过激光扫描，可以确
定一个乳腺癌样本中存在多少 HER2 基
因；这种基因越多，通过 Herceptin 药物
治 疗肿瘤就会越有效。乳腺癌患者也越
来 越 依 赖 另 一 种 基 因 检 查 方 法
OncotypeDx，这种检查可确定乳腺癌复
发的风险，并将通过化疗药剂最有效地
杀死一种特殊肿瘤。

8.验血预知唐氏综合症
羊水诊断是在婴儿出生前确定它
是否患有唐氏 综合症的 一 种最好的方
法。这种方法利用一根针管获得胎儿周
围的羊水样本，就可进行检查。但是针
头有可能扎伤婴儿的问题可能非常令人
头痛，尤其是当它们朝子宫里正在生长
的一个婴儿的方向扎去时，这种方法造
成流产的概率是二百分之一。现在的一
种新基因检测方法，或许 可通过给准
妈妈进行验血，确定即将出生的婴儿是
否患有唐氏综 合症。因 为 婴儿的少量
DNA 进入到母亲的血流中，这项检查可
以在准妈妈的血流中发现染色体 21 出现的反常情况，检测结果可能预示婴儿是否患有这种疾病。虽然
这项检查还只处于形成阶段，但是它象征着一种确定特殊基因状况的新方法即将出现。

9.晕船粘贴剂用于治疗化疗呕吐
运动病粘贴剂确实有助于平息晕船
的人翻江倒海的胃部感觉。因此，一些
人决定利用与之相同的想法，化疗后让
患者服用晕船药。9 月，美国食品及药物
管理局批 准利用 Sancuso 治疗化疗后的
呕吐现象。5-HT-3 受体阻断剂 Sancuso
连续释放药物 granisetron，阻止血清素受
体，缓解恶心反胃的 感觉。肿瘤患者可
以通过服用这种药物的可溶性类型、药
片和注射这种处方药，治疗呕吐现象。
而且粘着剂的其他好处还有，它运输更
方便，而且更便于使用。一片 Sancuso
粘贴剂，可在大约 5 天时间里持续抑制
反胃和呕吐现象。

10.首次干细胞器官移植
西 班 牙 的 医 生 给 30 岁 的 克 劳 迪
娅·洛雷纳·凯斯蒂洛·桑克兹移植了一个新
气管，这个器官是利用桑克兹自己的干
细胞和捐赠的气管培育而成的。桑克兹
患有肺 结核，她的支气管丧失了功能。
这是第一次利用从患者的骨髓里提取的
成熟干细胞培养新组织或者器官，用于
移植。因为捐献的气管上的细胞受到了
破坏，移植后容 易产生排斥。利用这种
最新方法进行移植后，桑克兹不用像一
般的移植患者那样，必须服用有效的免
疫抑制药物。这种移植方法目前仍处于
试验阶段，据医生预计，这种方法还需
要几年的研究，才能大范围投入使用。
不过桑克兹特别庆幸自己不需要等待那么长时间。这位拥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将在进行手术 6 个月后重
新回到工作岗位，并能尽情享受跳舞带来的乐趣

2009 年将可能出现的是十大科技概念
美国《大众机械》杂志近日预测了 2009 年将可能出现的是十大科技概念，将能用于安检
的 T 射线到皮米技术再到压缩空气储能等新技术均榜上有名。以下就是该杂志预测的 2009 年
将可能出现的是十大科技概念：

1.T 射线
太拉赫兹射线(简称 T 射线) 的频
率大约是 1 万亿赫兹——介于微波和电
磁波频 谱的 红外 线之 间。 不同于 X 射
线，T 射线是一种不电离的射线，因此它
们不会有致癌的风险。它们可以穿透衣
服、 包装甚至几毫米深的人体内，使其
成为理想的安全和癌症以及龋齿检查手
段，如皮肤癌。此前 T 射线的产生十分
困难，但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申请
了第一个室 温、连贯 T 射线产生之源的
专利。与此同时，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
的科学 家正 在开 发便 携 式 T 射线发生
器。事实上，捕捉天然 T 射线辐射的被
动的低分辨率探测系统 已经上市销售：
底特律韦恩郡治安局正在测试由英国公
司 ThruVision 开发的一种扫描系统，ThruVision T4400 T 射线(T-RAY)探测器将会让秘密无处躲藏。

2.水凝胶组织工程学
组织工程学旨在制造或培育可
移置的骨骼、血管和器官。这一领域
最富前景的新研究就是具有超强吸收
性的聚合物链的水凝胶网，它能像脚
手架一样支持新组织的 生长。美国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利用
水凝胶培育再生骨骼。而在美国贝勒
大学和莱斯大学，水凝胶正帮助再生
牙齿组织，以填补牙齿的龋洞。最早
上市的 产品很可能是 Biosyntech 公
司 的 BST-CarGel 之 类 的 水 凝 胶 制
品，此产品可与人体自身血小板协同
工作，生成框架好让软骨组织再生出来。这一疗法目前正在进行临床测试。

3.皮米技术
去年夏天，当德国物理学家利
用一种特制的超清晰度电子显微镜去
测量只有数皮米的距离时，他们可能
由此开启了一种微观技术的新时代。
皮米是长度单位，1 皮米相当于 1 米
的一万亿分之一，即 10 的-12 次方
米，有时在原子物理学中称为微微
米。近年来，尖端科技已从微米技术
(1 微米相当于 1 米的百万分之一)向
纳米技术(1 纳米相当于 1 米的十亿分
之一)过渡，但我们现在可能进入到皮
米技术时代。美国能源部透射电子像
差 矫 正 显 微 镜 (TEAM) 系 统 有 望 在
2009 年投入运行。TEAM 的早期版本可
以让科学家探测单个碳原子。

4.高空持久无人机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的“秃鹰”(Vulture) 计划主
张设计出一款能在空中持续飞行 5 年
的无人驾驶飞机来充当低轨道卫星的
多用途 的低廉替代品。英国公司
QinetiQ 公 司 最 近 推 出 了 一 种 名 为
“微风”( Zephyr)的高空持久无人机
样机，去年夏天曾创下了 82 小时的无
人机不间断飞行新纪录。“微风”无
人机由机翼上纸薄一般的太阳能电池
板来给硫化锂电池充电，以便让此无
人机夜晚也能漂浮在空中。
除了用于侦察工作之外，此无人机可
能最终会被当作通信中继平台使用。
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公司也参加了“秃鹰”计划，该计划的第一阶段研发工作将在 2009
年春天结束，下一阶段可能侧重于为期三个月的测试飞行。

5.超安全输电网
去年，美国纽约州长岛在商业电网中安装了第一条超导输电缆，电缆布线的下一站将是纽约市。
“九头蛇”计划(Project Hydra，2010 年启动的曼哈顿电网升级计划的信号)将使用美国超导体公司开
发的液氮冷却的超安全电网电缆，这种电缆电阻小，因此传输的电量比常规铜线多 10 倍。同样重要的
是，此超导电缆不易受到异常电流的破坏，这样，一旦遇到恶劣天气、事故或恐怖分子袭击，至关重要
的工业设施可以得到更可靠的电力保障。

6.三维立体技术
这是一种无需眼镜也可欣赏的三维
立体技术，正如制造商飞利浦所说，是一
种“不用眼镜的奇观”。这项技术多年来
一直处于实验之中，但最终将会上市。飞
利浦的立体影像 WOWvx 技术凭借双凸透镜
将略微不同的图像投射到每一只眼睛上，
从而产生立体效应。飞利浦首批正在推广
和销售的 WOWvx 显示器的尺寸从 8 英寸到
132 英寸不等。其中 42 英寸 WOWvx 显示器
售价为 1.2 万美元，这对普通消费者来说
难以承受。不过，随着夏普和其他公司的
竞争性产品纷纷问世，飞利浦公司的
WOWvx 显示屏不久就会降至一般客厅用品的价格范围。

7.协同搜索
参加团体项目的人经常“复制”彼
此间在网络搜索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协
同搜索充分证明“团结就是力量”，大
大提高了搜索效率。2007 年 4 月，微软
发布新 IE 浏览器插件“SearchTogether
(大家一起搜索)”测试版，好让多用户
开展集体搜索，并将每一个人的查询结
果分发给整个群体。
目前，SearchTogether 设计师仍在
继续调整协同搜索运法则。下一代
SearchTogether 将包括“群体协同”和
“智能分离”这两大功能，前者利用群
体的共享特性来促进搜索结果的排序，
后者则将最相关的搜索结果发送能群体
成员。

8.低滚动阻力轮胎
根据美国政府 2006 年进行的一项研
究表明，将轮胎滚动阻力降低 10%便可
让燃油经济提高 1%到 2%。2007 年，美
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轮胎制造商在
2009 年底前为大众制造出燃油经济型轮
胎。对高燃效的需求促使米奇林、普利
司通等轮胎厂商的工程师将目光聚焦在
“绿色轮胎”上，通过设计低阻力的胎
面花纹，并将高浓缩硅混入橡胶中生产
出新轮胎材料。汽车制造商正在寻求低
滚动阻力轮胎的价值。先前他们更多地
关注混合动力的价值，而今这种轮胎正
成为很多新车的标准“装备”，提高了
美国环保局规定的燃油经济效率。与类
似轮胎相比，米奇林公司推出的新款低滚动阻力轮胎可让汽车里程提高 33%。

9.能量回收利用
汽车消耗的能量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用于驱动车子前进，余下的三分之二则以废热形式被散掉了。如
今，在加热或冷却时产生电流的热电材料为回收利用这些废能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根据美国能源部 2
月的一份报告称，新发现的热电材料功效比第 一代产品高 3 倍。目前，通用汽车公司正加紧制造 2009
年的 Chevy Suburban 样车，其一大特征就是排气管周围安装了温差电敏器件，从而可将燃油经济提高
近 5%。除此之外，热电能量回收利用也已被提议为将自备动力冷却系统集成到微芯片的一种方式，这种
方式无需使用大量液体或次级电源的风扇散热系统。

10.压缩空气储能系统
为了让风力发电厂在无风情况下
仍能正常工作，电力公司需要进行达
到实用性规模的能量储存，但使用大
型电池显然不切实际。一种解决办法
是利用风能来压缩空气并储存在容器
或者地下洞穴里，而后利用这些储存
的空气带动发电机。这也是美国爱荷
华州达拉斯中心的爱荷华储存能量园
区所要实现的目标，此园区正在测试
最近钻好的井，测试工作将于 2009 年
结束。据悉，这种技术应用也是这个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风力电厂的一部
分，这个风电厂计划为美国德州的布
里斯科县提供 3000 兆瓦特的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