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疑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首席记者 郑三波

重庆商报讯 只需走一步台
阶就可上下车、车厢宽敞载客量
更大、车内还有USB接口可为手
机充电，残障人士坐轮椅搭乘公
交车方便了，昨日，重庆 31辆一
级踏步公交在148路投用。重庆
公交集团介绍，春节前总共 215

辆一级踏步公交将投放到位。
昨日，在148路红旗河沟枢纽

站起点站，记者看到，一级踏步公
交客车配置了电子控制ECAS空
气悬架系统，车辆具有升降及侧倾
功能，同时在中门安装有下车提示
铃、可直接连接地面的翻板式无障
碍坡道板及轮椅固定装置，为乘坐
轮椅的残疾人上下车提供了无障
碍通道。车厢内配置有报站器以

及带导乘功能的LCD信息显示屏，
可同步播报、显示到达站、行驶方
向、预报下一站，聋人、盲人等弱势
群体能无障碍搭乘公交车。

“车辆升降或侧倾高度只有5
厘米，乘客在车上不会有明显感
觉。”重庆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一级踏步公交安有GPS安全监
控系统、车载4G视频监控系统，将
实现对车辆运行及驾驶员操作行

为的全过程监控，有效保障车厢内
的公共安全和乘客权益。

据介绍，首批一级踏步公交车
共有215辆，除本次投用的31辆
外，其他车辆将投放到红石路、石小
路、石杨路、机场路、长江路、茶园、
渝南大道等几条干道，预计春节前
逐步到位。后续更新的一级踏步公
交车将分步投放到公交优先道，进
一步提高优先道使用效果。

31辆一级踏步公交亮相148路 坐轮椅上下车方便了

乘客在通过轮椅专用通道下车
首席记者 钟志兵 摄

造个机器人买菜做饭 手机就可控制
美国工程院院士、二外“优才计划”导师鲁斯对话中学生，将收两学子探索人工智能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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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2万人次用12320预约挂号 今年将诞大量“狗宝宝”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陈瑜

重庆商报讯 随着我市各大
医院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提高，
预约挂号渐渐成为许多患者尤其
是外地患者的首选。昨日，重庆
卫生“12320“首次公布2017年度
报告就诊大数据，重庆人关心的
健康问题，都可在这上面得到一
定了解。

去年预约挂号 微信超一半

2017年12320预约诊疗量达
到 327175 次，同比 2016 年预约
次数上涨100%，其中预约用户男
女比例约为 1：2，有超过一半的
用户选择微信预约，剩下的则通
过网站预约。据分析，随着智能
手机的普及，各种行业APP如医
事通，以及各院自己开发的APP

都有强大的预约挂号功能，用户
随时随地拿起手机即可完成预约
服务。

31~50岁人群就医需求更大

从去年 6 月份开始，预约诊
疗量一直处于高位。从年龄段来
说，31~50 岁的年龄段人群预约
量最大，达 10多万人，这个年龄
段也是家里的顶梁柱。预约用户
里，最年长的是一位 85 岁的婆
婆。这位婆婆并不是老无所依，
恰恰相反，老人家精神矍铄手脚
麻利，凡事总爱自己来不让小辈
儿操心。本市主城预约分布中，
渝中区仍然是最高的，三甲医院
资源最集中，患者也最多。另外，
离主城较近的区县预约诊疗量也
稳步上升，壁山、长寿、万州坐稳
前三。重庆的医疗资源除辐射到

相邻的贵州、四川之外，第三名竟
是离我们并不近的“孔孟之乡”山
东。从外地到重庆预约号的患
者，最远的省市分别来自黑龙江
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去年下半年产科持续高位

数据显示，去年产科第一季度
的预约量处于低谷，下半年开始预
约量就持续高位，这也意味着今年
4 月开始将会诞生大量的“狗宝
宝”。其中去年8月达到最高预约
量4373人次。由此预计，今年夏
季的产科床位和房间会相当紧张。

此外，皮肤科的出现频率和预
约数量出人意料。而51~70岁及
以上年龄段男性预约肿瘤科的次
数当引起重视，女性则应更加在意
自己的心血管健康。另外，呼吸疾
病则集中在年底最后两个月爆发。

女性预约精神科比男性多

睡眠心理门诊在7月和11月
预约比例较高，睡眠问题包括失
眠症、过度嗜睡症、睡眠觉醒周期
紊乱、睡眠行为障碍、睡眠相关性
呼吸障碍、非呼吸障碍的嗜睡、昼
夜节律性睡眠障碍、异态睡眠、睡
眠相关运动障碍、孤立症状、其他
睡眠障碍等等。精神科预约分布
显示，女的比男的多，且31~50岁
同样也是求医最多人群。虽然从
数据来看，女性预约精神科比男
性多些，但是很多科学研究显示
男性更需要情绪上的关爱。男性
迫于社会性别期望的要求，很多
时候不能把自己的压力与悲伤直
接表达出来，更容易“内伤”。尤
其重庆的男人们，要“入得厨房，
出得厅堂”，有双重压力。据悉，
重庆市12320卫生热线与重庆市

精神卫生中心合作建设并管理
12320心理援助专线。专线由重
庆市精神卫生中心专家在线坐
诊，为市民提供免费电话心理咨
询服务。

重庆市中医院（南桥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市中医院（道门口）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院部）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礼嘉分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较场口）

“12320”去年医院
预约排行榜TOP10

造世界首台水下拍摄机器人

“大家好！”当被誉为“人工智
能界的奇女子”的鲁斯一站上讲
台，用一句还不太熟悉的中文跟
现场同学们打起招呼，台下立即
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我小时候读过一本科幻小
说，是我最喜欢的书，叫《海底两
万里》。”鲁斯将自己的故事娓娓
道来，后来她还看过一部关于海
底最精彩的影片，也给她留下了
深刻印象。

工作后，她在学校遇到一个
学生，也对海底世界充满了好奇，
她们为此设计了一个项目：海底
探测器，并花了三年时间做出了
一个机器人。“它很可爱，就像在
水下开直升机，可以给海底世界
拍彩色的照片，并传输实时的视
频。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台能够
在水下拍摄的机器人。”

这个小家伙的诞生让鲁斯很
兴奋，为了让它更好更清晰地还
原出水下实景，鲁斯和同伴将它
带到新加坡进行试验，没想到它
却一去不返。“科技的创新不容
易，复制它就要容易得多。”鲁斯
回到实验室，三个月后，她们研究
制造出3台这样的机器人。

“重新把它们放到水里时，我

们就想，能不能把它做得更小更
灵活，让它活动的时候像一条
鱼。”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软体机
器人，“它身上的原件就像肌肉一
样，是一条仿真的鱼。”鲁斯说，随
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现在，只需要
几个小时就能造出“机器鱼”。

机器人做饭打扫清洁不遥远

“这让我想起20年前的计算
机，笨重又昂贵，还很难操作，而
现在，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有了智
能手机。”鲁斯表示，未来，机器人
会和智能手机一样影响和改变人
们的生活。

未来会有比如轮椅机器人、无
人驾驶汽车，甚至买菜做饭都由机
器人完成。你只需要想想自己最
喜欢吃的菜，家里有一个机器人，
已让附近的超市准备好这些菜所
需的原料，你回家把原料交给机器
人就可以了。厨房的清洁卫生也
不用担心，家里还有清洁机器人。

“这样的未来离我们并不是
很遥远，”鲁斯说，当今机器人已
成为我们生活中很好的伙伴，在
工业生产中被运用，比如帮奶牛
挤奶、工厂生产线上的操作工等
等。因此，她相信，机器人会融入
并改变我们的生活。

企业偷排废水被判赔1441万生态环境损害费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韩政

重庆商报讯 企业污染环
境，可能不再一罚了之，还将承担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近日，
重庆有两家企业因违法排放超标
废水污染水环境，就被法院判令
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 1441
万余元，1月 9日，在环保部召开
的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改革方案》视频会上，该案作
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成功案例向
全国推广。

企业偷排废水14.56万余吨

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简称藏金阁公司）所属的藏金
阁电镀工业中心位于重庆江北区
港城工业园区内。自2014年9月

起，藏金阁公司在明知1号综合废
水调解池中有一根120毫米的管
网，与市政废水管网连通，仍然利
用该管网将未经处理的含重金属
废水直接外排，造成水环境污染。

至2016年5月5日，藏金阁公
司违法排放电镀废水量共计14.56
万余吨。经采样监测分析，废水中
铬、锌、铜、镍等重金属浓度均超
过国家标准，其中一种重金属浓度
竟超过国家标准289倍。

随后，重庆市政府委托重庆
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鉴定评估，此
次违法排放电镀废水造成的生态
环境损害费用共计1441万余元。

政府和民间组织“合体”诉讼

去年年初，重庆市政府与民间
环保组织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

中心（以下简称两江环保）先后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藏金
阁公司，以及承接藏金阁电镀工业
中心废水处理项目的重庆首旭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首旭公司）
连带赔偿因违法排放超标废水污
染水环境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费
1441万余元，用于异地替代修复；
判令二被告赔礼道歉等。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
理后，因两原告基于同一事实向
该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7年7
月 26 日决定依法将两案合并审
理。该案是国内省（市）级政府与
民间环保组织“合体”进行环境污
染公益诉讼第一案。

两企业连带赔偿1441万余元

经审理查明，法院对藏金阁

公司和首旭环保实施的违法排污
事实予以确认。判令两被告连带
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1441 万
余元，由重庆市政府及其指定的
部门和两江环保结合本区域生态
环境损害情况用于开展替代修
复；判令二被告在判决生效十日
内，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
开赔礼道歉。

成功做法向全国推广

据了解，2016 年，按照环保
部统一安排，重庆是开展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7
个省市之一。我市着力强化组
织领导，印发了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明确市级部门鉴定评估、索
赔、治理修复等职责，邀请法学
专家全程参与磋商，将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
合并审理，探索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衔接机
制；着力推动案例实践，组织落
实了 4 个具有代表性的涉水案
例，分别采取磋商和诉讼方式进
行索赔。

1 月 9 日，环保部召开的贯
彻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改革方案》视频会上，市环保
局局长辛世杰在环保部主会场
介绍了重庆在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方面的经验做法。

据了解，4个涉水案例中，除
藏金阁公司偷排废水诉讼案件已
经一审判决外，重庆龙璋纸业有
限公司渣场渗滤液污染环境等3
个磋商案件赔偿金 1689 万元已
全部履行。

丹妮拉·鲁斯在讲台上 本组图片由记者 李化 摄

液压动力机器人：鲁斯曾和麻
省理工学院 CSAIL 的科学家们完成
了一项创举：首次实现了液体和固
体的混合 3D 打印。在一台商用 3D
打印机上作些许改进，就能打印出
一台液压动力机器人，并且一体成
型，无需装配。

微型折纸机器人：她首创研制
出微型折纸机器人自动取出人类误
食电池。因为，仅在美国，每年有
3500 例吞下纽扣电池的报道。演讲
现场，鲁斯在人类食管和胃的模型
中演示了一个微小的折纸机器人，
可以从一个被吞下的胶囊自己展
开，在外部磁场的操控下，在胃壁上
爬行，清除一块被吞下的纽扣电池
或者修补胃壁伤口。这一研究让同
学们大开眼界。

具备协作能力的机器人：作为
第一个在算法上实现突破的研究
者，鲁斯成功开发了让机器人能具
备协作能力；能保持通信、控制和感
知；可扩展系统，各机器人保持相对
独立等；能够切入人们日常生活并
且非常有趣的机器人项目，例如管
理花园的机器人、可以做甜点、切生
日蛋糕的机器人，甚至可以和人跳
舞的机器人。

自重构机器人及变形机：她还研
究过可以用于深海探索或者星球探
测的自重构机器人和能自动改变内
部结构来适应不同环境的变形机，为
其他领域的科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不过，机器人改变生活的
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挑战。”鲁
斯提出，目前还只有少部分人
能完成这项工作。她说，机器
人包括硬件和软件，软件是编
写程序，已经被广泛普及，硬
件上目前还达不到普及的程
度。

要解决这个问题，她认为，
需要开发更多无人制造的系
统，同时更多地教给学生运用
计算机和计算机方法的思维。

“把机器人做成类似细胞的原

件，然后再像生命体一样的组
合起来，给大脑编程，就可以制
造出各种各样的机器人。”

鲁斯还现场展示了“人机象
棋大战”中的机器人的诞生过
程。从最初的构想、到准备要
做的肌理每一个部件、到用程
序明确每一个部件对整个肌理
的作用、加入控制各部件的电
子元件、3D打印、激光切割、以
地图的形式加入棋盘，到最后
通过手机按钮去控制机器人，
让学生们大开眼界。

帮你买菜做饭、无人驾驶汽车，只要你敢想，未来机器人就能帮你
实现。昨日，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达特
茅斯学院机器人实验室创办人、美国工程院院士丹妮拉·鲁斯现身重
庆第二外国语学校，带领中学生走进机器人的奇妙世界。

此次来渝，鲁斯是受到重庆二外校长吴先红博士邀请，受聘成为
学校的顾问和“优才计划”导师，下学期，将有两名二外学生成为鲁斯
的学子，跟随她一起研究探索人工智能领域。

今明还是晴天 后天局地有雨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重庆商报讯 根据市气象台预计，
今明两天都是晴朗的天气，气温逐渐回
升，预计后天霜冻天气结束，全市将由多
云逐步转为阴天，局地将迎来降雨天气。

未来三天预报
主城今天：晴间多云，2～12℃。明天：

多云间晴，3～13℃。后天：阴天，6～11℃。

《重庆蜡梅地图》出炉
带你寻味冬日山城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瀚祥

重庆商报讯 时值三九，山城迎来
了一年之中最为清冷的日子，却也是蜡
梅飘香的季节。昨日，重庆市规划局、重
庆市地理信息中心特别推出《重庆蜡梅
地图》，将散布在巴渝大地上的暗香浮动
之地一一数尽，和你一起在清香淡雅的
蜡梅里感受重庆冬日的迷人芳华。

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张海鹏介绍了
部分蜡梅观赏地：

1.北碚区静观蜡梅
静观镇的蜡梅种植历史已有 500 多

年，是全国三大蜡梅种植基地之一，被誉
为“中国蜡梅之乡”和“中国花木之乡”，
整个蜡梅基地大约有 2 万亩，以万全和
素心两基地的素心蜡梅最为出名。

2.渝北区园博园
园博园的蜡梅主要聚于西部园区，

在 2 公里左右长的园区道路旁共种植有
上千株蜡梅，成为了冬季园博园最富生
机的景观。

3.铜梁区金梅印象景区
金梅印象景区位于铜梁东城街道安

全村，目前已经栽种了 1000 多亩连片的
蜡梅树，品种以素心梅和磬口梅为主，是
一个以蜡梅为主题的乡村田园景区。

4.丰都区断桥沟社区
断桥沟社区位于丰都城区东南部，

种植蜡梅近 200 亩，是丰都等周边地区最
大的蜡梅种植基地之一。

5.万州区太白岩
太白岩公园在万州城区北面，高约400

米，因诗仙李白在此崖壁上弈棋而得名，自
古以来就有“白岩仙迹”之说，为万州八景
之一。太白岩山顶的公园种植有将近500
株蜡梅，早已成为了一片迷人之景。

“你们想不想拥有属于自己
的机器人？”看着同学们饶有兴
趣的样子，鲁斯微笑着向同学们
发问，大家争先恐后地举手。

那么，要如何拥有自己的
机器人？鲁斯告诉同学们，首
先要建立一个数据库，然后基
于数据库跟其它单元来交互建
模，想法形成后 3D 打印，可以
自己想象出机器人3D的样子，
然后打印出平面，自己进行折
叠，机器人组建，设计软件来调
节大小，最后给机器人大脑编
写指令。有了这些模块之后，
就能实现机器人的组装。

“只要你今天能想到的机
器人，都可以制作出来。”鲁斯

鼓励同学们，每个同学都可以
先创造出自己的“海底大冒
险”。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
学好所有基础学科，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等。其次，还需
要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记
忆能力。

不仅如此，在实际生活中
遇到的问题都是跨学科的问
题，比如物理、计算机等交叉学
科的问题，这就需要合作，因为
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可以从
团队中去学习。同学们还需要
去关注其他人没有的想法、细
节，关注需要解决的问题。鲁
斯鼓励同学们，要有勇气通过
创新改变生活。

机器人是怎样诞生的？

如何拥有属于自己的机器人？

鲁斯受聘成为重庆二外顾问

链接

她还研制出这些机器人

2018年梦想课堂和
梦想沙龙1月安排

重庆商报讯 连日低温导致车辆玻
璃结上冰霜，驾驶员在行车途中由于视
线被冰霜遮挡，酿成了事故。

据交巡警介绍，9日晚间，市民王先
生驾驶一辆长安面包车回到大学城某小
区附近，把车停在了户外，第二天早上6
点多，王先生开车时才发现车窗蒙上了
一层冰霜状物质。由于王先生着急去办
事，只用一个硬纸片刮下了驾驶座位正
前方一小条冰霜，随后匆忙上了路。早
上7时20分，王某驾车从大学城西城大
道行驶到大学城永清路路口时，与闯红
灯横过公路斑马线的行人肖某发生碰
撞，肖某倒地过程中又接触到宋某驾驶
的小型客车，造成肖某受伤、两车受损。

警方表示，行人肖某、驾驶人王某和
宋某因为不遵守信号灯通行和过斑马线
未减速并避让行人，都将依法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同时，王某开车前没有正确
处理挡风玻璃视线障碍物，从而影响驾
驶安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

车窗结冰遮挡视线
他驾车途中撞伤行人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付迪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