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频频 1欧元卖房！
意大利小镇这般操作图什么？

近年来，1欧元卖房的消息在意大利不时见诸报端。 最近，南
部劳伦扎纳小镇又有一批房产上市， 不但价格低得相当于白送，
就连其他小镇都收的保证金也给免了。

这些小镇争相 1欧元卖房，到底图啥呢？

重点之一：修缮旧房

劳伦扎纳镇近日打出卖房广告，媒体描述为“1 欧元卖房”项
目。 镇长米歇尔·温加罗说，这些老房子大的 150 平方米，小的 40
平方米，各种风格都有，欢迎买家咨询。

近年，意大利尊戈利、穆索梅利等多个小镇尝试 1 欧元卖房，
条件之一是买家交纳保证金并在指定时间内翻新所购房屋，否则

不予退还保证金。 保证金通常为 2000 欧元至 5000 欧元。
劳伦扎纳镇则宣布，买该镇的房，连保证金都不用交！
镇长温加罗说， 希望此举吸引更多人买房， 至于修缮房屋，

“我们就靠相信买家的诚信了”。 不过，该镇将派人检查房屋修缮
进展，监督买家兑现承诺。

这些老房子因各种原因被旧主人抛弃， 风吹雨打几十年，亟
需修缮。

劳伦扎纳镇规定， 买家应在购房 3 个月内启动修缮工作，3
年内完成全部翻新。 买家需要先提交一份装修方案，然后才能与
该镇磋商购房事宜。

据温加罗估算，翻新房屋至少要花 2 万欧元，买家应做好心
理准备。

重点之二：补充人口

自 20 世纪初以来，劳伦扎纳镇人口不断减少，许多居民前往
德国、瑞士找工作，抛弃镇上旧宅。

该镇目前常住人口大约 1700 人，春夏时节人口略多一些，不
少人回镇里度假。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劳伦扎纳镇随处可见窄巷和卵
石路，有些路窄到，居民开窗时需要像开汽车门那样，先看清楚外
面没人再缓缓开窗。

有意购房者，可以先通过图片看房，再经由电子邮件或信函
商议购房细节，但最终仍需亲自到现场才能办完购房手续。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众多国家发布旅行限制措施，意大利
部分地区仍未解除“封城令”，因此最近数月小镇房屋买卖恐不易
成交。

不过，镇长温加罗持乐观态度。 据报道，当地各项税率较低，
镇政府还进一步减免购房手续费，希望吸引人们搬到该镇。

温加罗介绍，在购房手续中，一项公证费原本为 2000 欧元，
“镇政府决定降到 300 欧元”。

杨舒怡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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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你的体育可能是
新华社广州 3 月 14 日电（记者 王浩明）3 月 14 日，是一

年一度的“π 日”。 为了纪念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常数，2019 年
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3 月 14 日确定为国际数学日。

3.1415926……从刘徽到祖冲之，从阿基米德到斐波那契，
从算筹到超级计算机，π 延伸的道路从未停歇，目前，圆周率
已经算到了小数点后超过 30 万亿位，它见证着人类对外界的
一步步的探寻，从山洞走向星辰大海，向未知求索。

同样，π 也见证着人类对身体的一次次超越， 向自我突
破———而这正是体育之于人类的内涵所在。

事实上，π 与体育，数学与体育之间的联系，可能超乎很多
人的想象。

很多人在脑海中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足球是圆的”。
问题来了，一个标准足球究竟多大？ 国际足联的标准是，

周长 68-70 厘米之间，除以 π，其直径大约在 21.6-22.3 厘米之
间。为什么要设定 2 厘米的一个误差区间？因为足球外面由皮
革拼贴缝制而成，其表面并非纯粹的球面，因此从不同位置测
量其周长可能会出现数值不同的情况。

事实上，球直径上的细微差别，通过 π 这个放大器，就足
以造成其空气动力学特性的变化， 成为前锋或者守门员的噩
梦。 而这毫厘之间的微妙，也正是足球不确定性魅力的缩影。

因此，每隔四年的世界杯用球出炉之际，就是足球科技的
“巅峰时刻”。 比如最近两次的俄罗斯世界杯和巴西世界杯，进
球总数分别达到 169 和 171 个， 分别是世界杯历史总进球数
的第三位和并列第一位，制造工艺的进步功不可没。

说完大球，谈谈小球———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乒乓球的标
准直径是 38 毫米，但从 2000 年底开始，乒乓球国际比赛用球
的直径由 38 毫米修改为 40 毫米。 直径增加 2 毫米，周长增加
6.28 毫米，重量增加了约 0.7 克，让这项运动的方方面面发生
了巨变———球速变慢，旋转变弱，回合数增加……

当时的一种观点是，对于擅长速度和旋转、而力量并不占
优的中国选手来说，这种变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善于钻研
的国球将士们，迅速摸清了大球的规律，中国乒坛霸主的地位
进一步巩固。

体育之母田径也与 π 形影不离。

我们都知道，一个标准田径跑道，包括两个直道以及两个
半圆构成的弯道，但你知道半圆的半径是多少吗？

其实，不同的弯道半径，哪怕相差不多，都会造成跑道的
参数发生变化。例如，半径增加 1米，其弯道会增加约 6.28 米，
直道会相应缩短，这对于擅长弯道跑的选手显然是利好。

因此， 在国际田联的标准手册中 ， 标准跑道的半径为
36.500 米，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三位，以尽力保证公平。

当然， 这样的精度要求也给跑道施工方带来了不小的挑
战，因此，如果没有“两把刷子”，显然无法承办奥运会、田径世
锦赛这样的大型赛事。

以上的这些例子，仅仅是 π 在体育世界留下的雪泥鸿爪。
其实，作为自然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数学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愈
发耀眼，体育亦无法例外。 如今，从体育竞技，到体育经济，数
学和数据科学的应用已经无处不在———它可以决定冠军归
属，也可以指导大众科学健身，可以赋能产业发展……

过去人们总会调侃“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而在未
来，你的体育，却真的有可能是数学老师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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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人士 3 月 10 日
透露，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外观
众或许无法到现场观看定于今
年夏天举行的东京奥林匹克运
动会和残奥会。

月底决定

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日本
政府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考
虑到日本民众对新冠疫情的担
忧以及多国发现传染性更强的
变异新冠病毒， 日本政府认为
“不太可能”举办一届欢迎国外
观众的奥运会。

“东京奥组委将依据日本
和其他国家的疫情、 可能的防
疫措施和专家建议作出决定。”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
东京奥组委、 国际奥林匹克委
员会以及两个相关机构预期下
周召开视频会议， 就东京奥运
会和残奥会国外观众事宜作出
正式决定。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织
委员会新任主席桥本圣子说，
她希望 3 月 25 日奥运会火炬
传递开幕式以前作出决定。

奥运会火炬传递开幕式定
于 25 日在日本东北部福岛举
行。 考虑到密切接触可能带来
的疫情传播风险， 届时只有获
邀嘉宾出席开幕式。

再三权衡

是否允许国外观众到场观
赛，东京奥组委需要再三权衡。 一方面，日本民众担忧
大量国外观众赴日观赛可能带来风险；另一方面，主办
赛事的巨额开销需要票务收入填补。

《读卖新闻》上周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77%的调
查对象不希望国外观众赴日观赛， 大约 48%的民众反
对赛事主办方允许任何观众到场观赛。

共同社报道， 推迟一年举办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导致赛事开支激增至 1.64 万亿日元（约合 982 亿元人
民币）， 而主办方期望获得 900 亿日元 （54 亿元人民
币）票务收入。

路透社援引一份去年 12 月的预估数据报道，票务
将带给东京奥组委 8 亿美元（52 亿元人民币）收入，占
赛事预算大约 12%。

大约 100 万名国外观众原本打算赴日观赛。 国外
观众或因疫情无法到现场观赛， 东京奥组委如今需要
处理外国观众的退票事宜， 以及获赛事赞助商邀请国
外观众的观赛事宜。

东京奥组会没有公开累计售出多少张票。 按照一
些官员的说法，作出赛事延期决定前，超过 900 万张票
已经售出。

世界田径联合会主席塞巴斯蒂安·科说，目标是确
保 “为运动员组织最好的赛事以及看台坐满充满激情
的观众”，最好有全球各地观众到场。 “然而，如果赛事
举办地的民众担忧（疫情），运动员也将接受（没有国外
观众到场的现实）。 ”

包雪琳 （新华社专特稿）

3月 9日，一名女子在英国伦敦一个公园锻炼。
新华社发

送外卖机器人 研发提速
新华社微特稿 （乔颖）新冠疫情加速各国对自动行驶送

货机器人的研发。 瑞典电信运营商 Tele2 与配送企业“递送英
雄”合作，在斯德哥尔摩开展自动行驶机器人送餐测试，以期
早日满足消费者需求。

疫情期间，人们对外卖、快递等服务的需求激增，不少人
还希望收货时不接触送货员，以降低感染几率。

Tele2 公司定于 3 月 12 日在斯德哥尔摩进行自动行驶机
器人送餐测试。 届时，机器人将携带最多 20公斤重的货物。

路透社 11日报道，测试的机器人名为“多劳”，配备相机，
可经由 Tele2 公司的 5G 网络向递送平台实时传输信息，以便
平台追踪其位置并发送指令。

依照 Tele2 公司说法，“多劳”能够观察周围环境、与人交
流，从而提供适应环境的自动递送服务。

疫情期很孤独 抱抱羊吧

新华社微特稿 （欧飒）新冠疫情期间，人们长时间待在家
里，难免觉得孤独冷清。 德国一家农场为此发起抱抱羊活动，
欢迎人们来抱毛茸茸、胖乎乎的绵羊，以获得好心情。

据路透社 3 月 13 日报道，在德国西部城市哈廷根附近一
家农场从事教育项目的莱克萨·福斯发起抱抱羊活动，希望这
些披着蓬松厚实“毛衣”的绵羊带给人们一段美好时光。

她说，这些羊“喜欢与人亲近”。
与羊近距离接触中，人们除了感受到温暖，还可享受久违

的“自由”———在宽阔的农场上，人们可以轻松保持安全距离，
无需戴口罩。

参加抱抱羊活动需预约，不收费，但组织者会请参观者为
农场捐款。

·多棱镜·

泰迪熊“占领”大楼
3 月 12 日，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座大楼的窗外摆满了

泰迪熊玩偶。这些泰迪熊玩偶是为一个清洁剂品牌的宣传活
动放置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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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8日， 老年趴板
冲浪爱好者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索拉纳海滩参

加活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圣迭吉托有一群爱玩趴

板冲浪的老奶奶，其中年
纪最大的已经 95 岁。 这
支“乘风破浪 ”的团队有
20 多人，多数七八十岁，
少数四五十岁。冲浪队定
期活动，频繁的时候一周
活动三次。 为安全起见，
她们通常彼此离得不远，
距离岸边不到 100 米。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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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汉闯禁地 轻松过关
新华社微特稿 （杨舒怡）美国空军 3 月 11 日承认，一名

流浪汉上月轻松突破重重安保， 闯入停靠总统专机 “空军一
号”的军事基地，逗留达 5 小时。 不过，这名流浪汉没能接近
“空军一号”。

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位于首都华盛顿以南， 是美国总统专
机、 国务卿专机停靠基地， 也是外国元首访美时飞机降落地
点。 这座基地一向被视为安保严密。

美国空军督察长萨米·赛义德 11日在一份报告里说，一名
流浪汉 2月 4 日驾车驶入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下车后到处转
悠，还登上一架 C-40军用运输机。 不过，总统专机和国务卿专
机停在较远处，安保级别更高，这名男子没有靠近总统专机。

报告指出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存在三处安保漏洞：第一，在
基地大门口，一名安保人员因私事走神；第二，一道自动门发
生故障，流浪汉得以走进停机坪；第三，流浪汉登上 C-40 军
用运输机时，两名正在训练的机组人员虽然看到他，却对他不
闻不问。

流浪汉走下 C-40 运输机，返回航站楼继续转悠，其可疑
行为最终引起工作人员注意。流浪汉随即被捕，暂不清楚他是
否会受到起诉。

外太空火山石 45亿多岁
新华社微特稿 （蒋国鹏）一支由法国和日本科学家组成

的研究团队日前确认， 去年在北非撒哈拉沙漠中发现的一块
火山岩质无球粒陨石为迄今发现的最古老陨石， 来自于一个
形成年代早于地球的原行星。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这块无球粒
陨石中的镁铝同位素，确定陨石在约 45.66 亿年前形成。 目前
对地球天文年龄的估计值为约 45.5 亿年。

研究人员认为，这块近 32 千克重、被命名为 EC 002 的无
球粒陨石来自于一个早期星球的外壳，曾是液态熔岩，经过逾
10万年冷却和凝固，在一次碰撞后进入太空并最终落在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