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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老人曼弗雷德·施泰纳曾是一名事业有成
的高校医学教授，退休后却苦学物理，终于以 89 岁
高龄实现年轻时梦想，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医学学霸

美联社 11 月 11 日援引施泰纳的话说：“我做到
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满足的时刻，终于完成了。 ”

施泰纳幼时生活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十多岁
时从书中了解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马克斯·普朗
克等大物理学家的故事，立志成为物理学家。 不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他的家人认为时局动荡时学医
更好。 施泰纳接受建议，1955 年从维也纳大学获得
医学博士学位，数周后移居美国。

施泰纳先在美国塔夫茨大学学习血液学， 后在
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最后成为布
朗大学血液学教授，1985 年至 1994 年主持布朗大
学医学院血液学工作。 施泰纳还帮助北卡罗来纳大
学设立一个血液学研究项目， 并担任负责人， 直至
2000年从医学界退休。

施泰纳将于本月在罗得岛家中迎来 90 岁生
日。他 1960 年结婚，妻子现年 93 岁，二人育有两个
孩子，有 6 个孙辈。对这名血液学专家而言，医学研
究虽令他感到满意，但他始终无法忘怀对物理学的
迷恋。

老人说 :“这就像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望，总
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老是想， 一旦我完成
了医学研究，我余生实在不想就这么闲坐着、打高尔
夫球或做类似的事。 我想保持思想活跃。 ”

不忘初心

施泰纳 70 岁时开始在美国布朗大学学习物理
学本科课程，2007 年攒够学分，报名攻读博士学位，
研究量子力学。 物理学教授布拉德·马斯顿起初见
到施泰纳时，怀疑他的能力，不久就意识到这名特
殊的学生学习何其刻苦、态度何其认真，后来指导
他写论文。

马斯顿说：“他写了许多医学论文， 比我写的物
理学论文还多。 他已经拥有年轻学生必须学会的科
学思维方式……曼弗雷德确实锲而不舍。 ”

施泰纳今年 9 月完成论文答辩， 而答辩前他刚
从一场重病中康复。 论文内容涉及电子、费米子、玻
色子等粒子的活动方式。他眼下正与马斯顿合作，准
备发表一篇关于玻色化的论文。

施泰纳说，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不是为了找工作，
他“已经过了那个阶段”。

虽然施泰纳不是世界上获得博士学位最年长的
老人，但他的事迹鼓舞了很多人。全美各地有不少人
联系他，询问不再年轻时如何追逐梦想。 对此，他的
建议是：做你爱做的事。

王鑫方 （新华社专特稿）

调查显示，
3.6亿用户沉迷脸书
影响工作和生活

美国社交媒体脸书一项内部调查显示， 由于沉迷使用脸书应用，
大约八分之一用户的工作和生活受到负面影响，涉及人际关系、睡眠
时间、育儿和工作等。

这份内部调查由美国《华尔街日报》率先披露，后被多家媒体转
载。据商业内幕网站 11 月 7 日报道，脸书方面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不负责任”，表示正主动调查用户对脸书应用的“问题使用”。

《华尔街日报》说，脸书所谓的“问题使用”与通常被称作“网络成
瘾”的行为相似。脸书在超过 190 个国家和地区运营，月活跃用户超过
29 亿。依照调查结果估算，出现成瘾症状的脸书用户超过 3.6 亿。报道
说，更为严重的是，“脸书用户使用这一平台的模式比其他主流社交平
台用户更糟”。

研究人员评估，脸书美国用户中，约一成存在网络成瘾问题；在菲
律宾和脸书最大的市场印度，共计约 25%用户有网络成瘾问题。不过，
研究人员没能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

脸书公司如今更名为“元”公司。公司前雇员弗朗西丝·豪根 10 月
25 日在英国议会作证，指认这家技术企业唯利是图，其算法助长极端
和仇恨内容传播，加深用户分化和对立，会在世界各地引发更多暴力
和冲突。 《华尔街日报》推出系列报道《脸书档案》，此次披露的内部调
查报告是其中之一。

依照《华尔街日报》说法，脸书数年前曾设立一个研究团队，就使
用社交媒体可能损害用户日常生活开展研究。 这个团队发现，一些用
户“缺乏对使用脸书的时间控制”，致使工作和生活受影响，包括因刷
脸书影响休息、导致工作效率低下、致使人际关系受损等。团队后来提
出了一些减轻损害的建议，但在 2019 年被解散。 团队成员于 2020 年
3月在公司内部分享了研究结果。

“元”公司回击上述报道。 公司副总裁、负责研究的普拉蒂蒂·雷
乔杜里说：“问题使用不等于成瘾。 问题使用曾被用来描述人与许多
技术产品的关系，比如电视机和智能手机。 ”就《华尔街日报》对于公
司停止对自有技术和其他技术影响用户健康研究的报道， 雷乔杜里
予以否认。

据商业内幕网站报道，研究人员先前发现，“元”公司旗下另一款
图片和短视频分享社交应用 Instagram 会对十几岁用户的心理健康产
生负面影响。

乔颖 （新华社专特稿）

·多棱镜·

105岁奶奶 百米赛跑创纪录
据新华社微特稿（欧飒）美国 105 岁奶奶

朱莉娅·霍金斯日前以 1 分 2 秒 95 成绩跑完
100米，创下美国该年龄女子百米跑最快纪录。

据英国《卫报》11 月 11 日报道，霍金斯 7
日在路易斯安那州老年人运动会上创下纪
录。 当天，她右耳别着一朵小红花、穿着深蓝
色短袖短裤， 在众多亲朋好友的呐喊声中冲
过百米终点线。 霍金斯说，有这么多亲朋好友
加油令她开心，但这个成绩还不理想。 她说：
“我希望在一分钟内跑完。 ”

这不是霍金斯第一次以高龄选手身份亮
相赛场。这名退休中学教师绰号“飓风”，80 岁
起参加了四届美国老年人运动会自行车计时
赛，夺得多项冠军。 她后来不再参加这个项目
的比赛，因为在同年龄段“已经找不到对手”。
霍金斯 100 岁开始参加短跑比赛， 当年以 39
秒 62 的成绩创下美国百岁老人女子百米跑
纪录。

总统女儿 宣布竞选副总统

看中国减排贡献有多大

数据 话说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用 30 年左右时间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

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中国目标体现了最大的雄心壮志。
数据不说谎，中国减排对全球贡献有目共睹。 这不仅意味着中国正在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更充分体

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大国担当。

2005 年至 2020 年， 中国气候行动取得大幅进展的
同时，中国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 4 倍，农村贫
困人口减少将近 1 亿人。 解振华说，这说明，中国在经济
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已开始走上比较能够协调发展的脱
碳路径。

近期，中国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
提出了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提升能源利用

效率、 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水
平、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等五个方面主要目标。

具体来说，到 2025 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
系初步形成， 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到 2030
年，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重点耗能
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到 2060 年，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全面建立，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非化石能

源消费比重达到 80%以上，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生态文
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

中国还发布了《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要求将
碳达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方面。 此后，中国
还将陆续发布能源、工业、建筑等重点行业的实施方案，
出台科技、碳汇、财税、金融等保障措施，形成碳达峰、碳
中和“1+N”政策体系，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

新华社记者 郭爽 金晶 （据新华社英国 11月 8日电）

年———史上最短时间30

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中国是实实在在地做。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从 2005 年开始，中国累计节
能量占全球 50%以上。

各国采取的减排措施主要包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优化能源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调整产业结构以及发展
森林碳汇等。 “大体来说，从 2005 年到 2020 年，中国在相
关领域的贡献基本均占全球总量的 30%至 50%，对世界

的减排贡献显而易见。 ”解振华说。
10 月 27 日发表的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

动》白皮书显示，中国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
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 2020 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 2005 年
下降 48.4%， 超额完成了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到 2020
年下降 40%至 45%的目标，累计少排放二氧化碳约 58 亿
吨，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

此外， 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连续多年排在世界第
一，可再生能源成本正在日趋下降。 中国还建造了大量的
太阳能和风电场。 在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上，中国
连续 6 年位居全球第一， 目前拥有新能源汽车约 678 万
辆，其中电动汽车约 552 万辆。

在增加森林碳汇方面， 中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
续 30年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以上———为世界减排做贡献50%

———中国的自觉行动“1+N”

发达国家在过去 200 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无序排
放，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是国际
社会的普遍共识。其中，美国作为全球累计温室气体排放
量最多的国家，人均碳排放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3.3 倍。
相比而言，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目前人均碳排放量不及
美国一半，人均历史累计排放量约为美国的八分之一。数
据显示， 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历史最高值为人均 23.44
吨，美国 2018 年人均排放量为 16.85 吨，而中国的这一数
字是 7.56 吨。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均已实现碳达峰，英、法、德以
及欧盟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即实现碳达峰，美、日分别于
2007 年、2013 年实现碳达峰， 且都是随着发展阶段演进

和高碳产业转移实现“自然达峰”。
2020年 9月 22日， 中国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

度，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根据目前各国已公布的目标，从碳达
峰到碳中和，欧盟将用 71年，美国用 43 年，日本用 37 年，
而中国给自己规定的时间只有 30年。

“气候变化问题不仅仅是气候变化问题，而是与国家
的经济、社会、环境、就业等各方面紧密相关，这是一个系
统工程，需要进行一场系统的经济社会变革，才能实现这
个目标。 ”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此间举行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
（COP26）上对记者说。

中国建造让世界更“快”
·图话世界·

荨 11 月 6 日， 列车在越南首都河内吉灵-河东轻
轨线上行驶。 中企承建的越南首条城市轻轨项目交
接仪式 6 日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 该项目对完善河
内城市路网功能、缓解交通压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有重要意义。

荩 11 月 4 日， 马尔代
夫马累维拉纳国际

机场以水门仪式庆

祝西机坪开通。中
国企业承建的

马 尔 代 夫 维

拉 纳 国 际 机

场 改 扩 建 项

目下的改建西

机坪工程近日顺

利交付， 并举行开通
仪式。

▲ 11 月 10 日
拍摄的中老铁

路琅勃拉邦站。 11
月 10 日， 由中铁建
设承建的琅勃拉邦

站外立面完工，标志中
老铁路老挝段 10 座站
房全部完成。 琅勃拉邦
站站房建筑面积 7970
平方米，是仅次于首都
万象站的老挝第二大

车站。
新华社发

弄混胚胎 两对夫妻生错娃
据新华社微特稿（袁原）美国一对夫妻 11月

8日将一家生殖诊所告上法庭，称该诊所提供试
管婴儿技术服务时，弄混了胚胎，导致妻子生下
另外一对夫妇的孩子。 达芙娜和丈夫亚历山大·
卡迪纳尔已对该生殖健康中心提起诉讼。

卡迪纳尔夫妇在该中心寻求借助试管婴
儿技术生孩子。 2019 年 1 月，这家诊所向达芙
娜子宫内植入一枚胚胎。 然而，这枚胚胎属于
另一对夫妻。 那名妻子 2 周后植入了卡迪纳
尔夫妇的胚胎。

2019年 9月孩子出生后，亚历山大立刻觉
得有问题：新生儿头发漆黑、皮肤黝黑，不仅长
得不像自己， 甚至看起来还不是同一个种族。
夫妻二人预约了 DNA 亲子鉴定， 结果证实了
亚历山大的担忧。 当时，孩子已经 3个月大。

两对夫妻 2020 年 1 月换回孩子。 现年 43
岁的达芙娜说，他们都爱上了彼此的孩子，并
努力保持联系。

毒杀患者 “死亡天使”获无期
据新华社微特稿（惠晓霜）日本横滨地方

法院 11 月 9 日判处一名毒杀 3 名患者的护士
终身监禁，希望她“重新做人”，受害者亲属则
难以接受这一判决。

被告久保木爱弓现年 34 岁，被控 2016 年
9 月在横滨市大口医院蓄意把消毒液混入静
脉滴注液， 致 3 名高龄病患死亡。 法院还认
定，她企图采用同样手法杀害更多病患。

久保木工作的楼层收治高龄重症患者。 9
月 20 日，一名患者去世后，院方发现其生前
使用的输液袋异常，因而报警。 从 7 月 1 日至
9 月 20 日，同一楼层共有 48 名患者去世。 日
本媒体报道，除上述 3 名患者，久保木承认她
用同一手段杀害更多病患。 不过，由于受害者
尸体已火化等因素，警方难以获取证据。

久保木说， 她害怕自己看护的患者死亡
后受到家属斥责，因而采取这种作案手段，使
患者在同事值班期间死亡，让自己免受责难。

职场“转向” 韩国掀起蓝领热
据新华社微特稿（乔颖）在许多人的印象

中，蓝领受教育程度偏低，从业者多数年龄偏
大。 如今，随着择业观等发生变化，韩国出生
于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和“00 后”的
年轻人中，不少人看上了蓝领工作。 在他们看
来，相比朝九晚五坐办公室，部分需要职业技
能的工作时间更具弹性、 处理人际关系压力
更小，且薪水待遇也不差。

据韩国《中央日报》11 月 9 日报道，现年
19 岁的李亚珍从小在澳大利亚长大， 受家庭
影响一直梦想当木匠。 她先给当木匠的父亲
打下手，历练几年后，如今是韩国一家住宅建
筑企业最年轻的员工。 作为一名职业木工，她
一天可挣到 11 万韩元（约合 595 元人民币）。

与李亚珍一样， 韩国不少年轻人越来越
意识到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许多选择，逐
渐对满足社会的“狭隘期望”感到厌倦，转而
从事蓝领工作。

11月 9 日，在菲律宾达沃市，莎拉·杜特尔
特-卡皮奥（中）与市政厅工作人员合影。 菲律
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的长女、现任达沃
市长莎拉·杜特尔特-卡皮奥 13 日宣布代表
菲律宾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党竞选下届副

总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