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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行星际迁移的可
能到底有多大？随着癌症攻克
和抗衰老技术的不断进步，人
类寿命将拥有怎样的未来图
景？11月5日，一场关于人类未
来的大窥探——“WE大会”在
北京上演。包括突破摄星执行
董事、前美国宇航局艾斯姆研
究中心主任Pete Worden，癌
症和干细胞研究科学家、加州
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张康，
中国科学院院士、量子计算专
家、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等世
界一流科学家齐聚现场，剑桥
大学物理学教授、著名宇宙学
家、有“宇宙之王”之称的霍金
也通过视频演讲的形式参与
大会，跟大家畅聊人类未来和
星际探索。

免费国外双飞7日游，国内双
飞5日游，免费精美家电和礼物。
真的免费了！

个贷中心四周年庆为客户举
办一场答谢盛宴。

活动期间新老客户都可参与
抽奖，更有周年庆精美豪礼相送，
100%中奖，还可享受收费低至1
个点的一对一服务。个贷中心全
体 同 仁 欢 迎 您 的 到 来 ！详 询
028-86748844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

业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主打
低于同期银行利率20%、利率仅
3.8厘的贷款产品。

只要贷款人名下有全款房、
按揭房、全款车、按揭车、营业执
照、公积金、社保、保单其中任意
一样，均可办理；资料齐全当天可
放款。一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应急资金1小时到账
自己找银行贷款需层层审

批，而拨打028-86748844或者去
个贷中心（天府广场旁，顺城大街
249号），没有抵押物的小微企业、
个人都可拿到银行贷款。

额度高、放款快，最高额度可达
500万元，应急资金最快1小时到账。

除了房产车辆可以贷款，现
在连车位也可贷款！

■放款快，车贷两小时拿钱
车抵贷个贷中心有不少便

利，不仅当天就能申请到贷款，且
月息低至3厘。个贷中心还推出新
政策：按揭车和租赁公司的车以
及装过GPS的车都可以申请。

因货款未到位，朱哥急需25
万用于生意周转，直接将车开到
个贷中心，信贷经理为他安排二
手车评估师，30分钟内就解决了
资金问题。

■额度最高可做到500万
个贷最新推出的宅急贷，不

收取服务费，5分钟出额度，当天
可放款，最高额度达1000万元。公
寓住宅房产证持有6个月以上，房
龄低于30年可办理。最多可抵3套
房，支持按揭房二次抵押。咨询电
话028-86748844。

■凭身份证，轻松申请1-20万
近日，个贷中心推出的极优产

品“简单贷”，凭身份证即可贷款，
10分钟即可拿钱。速度快，资料简
单，不看征信不看负债，立即拨打
028-86748844免费咨询办理。

QQ： 2413397691� 、 2374450247、 3073856424、 847451695�
86511885� � 8662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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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探人类未来“WE大会”昨日在京举行

十年内 癌症死亡率有望降一半

癌症作为困扰人类百余年的生
命杀手，一直是患者的噩梦。但随着
生命科学的进步，以前的绝症或许
将不再是绝症。癌症和干细胞研究
科学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
授张康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就
表示，目前自己的研究团队和世界
上其他科学家共同努力，第一个目

标就是要实现十年之内癌症的死亡
率降低一半。

张康教授介绍，目前癌症死亡
率之所以这么高，主要是因为诊断
太晚。“50%-60%的病人等到有症状
到医院看到医生，他的病情已经在
三期、四期，很多时候已经扩散了，
注定这个时期挽救生命很艰难，只

能是延续生命。而且在延续生命过
程中代价也很高，治疗、吃药只是在
痛苦中延缓。”而如果把检测时间提
前到一期、二期，5-10年内，癌症的
死亡率起码会降低一半。

这是征服癌症，目前生命科学还
有一项重要的研究是征服衰老。张康
教授表示，“所有人、所有细胞都有一

个生物钟，生物钟是由DNA甲
基化控制，通过修饰这个生物
钟或者是DNA甲基化，就能够
做到年龄逆转，目前在实验室
里已经能够实现小鼠和人的细
胞逆转。”而且这个年龄逆转
是线性的，就是我们能够控制
把它拧回到什么程度。比如一
个80岁的人，我们可以把这个
生物钟拧回零岁，也可以拧回
到大多人理想中的20、30岁，类
似一个“返老还童”的过程。

“加上我们找到了加快衰
老的因素，我认为在我们能够
看见这一辈，预计能够把人的
生命延长到150-200岁。”而且
人活了200年，身体年龄还是在
50岁以下，因为只有把生物钟
不断拧回来，才能把所有老年
性疾病都屏蔽掉，保持健康的
寿命。而对于人类寿命延长将
会带来的社会问题和资源问
题，比如是不是需要太空移民
来解决，还需要探索。

上周，A
股市场出现
显著回落，
上证指数未
能有效突破
3400点，反
而选择向下

调整，打破了前期窄幅震荡格局。尽管
上周五沪指收出较长的下影线，但还
是下跌11.57点，以3371.74点报收，不
仅完全回补了10月9日留下的跳空缺
口，而且再次报收在30日均线之下。

2017年还剩下不到2个月的交
易时间，3400点是否会成为全年高
点？接下来市场最担心的事情是什
么？牛博士和达哥就此展开讨论。

牛博士：达哥，你好。对于上周
大盘的调整，你怎么看？

道达：我认为短期谨慎一些不是坏
事。从大盘走势看，调整势头非常明显。

牛博士：如果调整趋势延续，你
认为大盘会调整多深呢？

道达：这个问题，确实很多人都
比较关心。最主要的是，沪指不但完全
回补了10月9日留下的跳空缺口，同时
也跌破30日均线的支撑。如果短期内
不能重新站上30日均线，后市的调整
幅度有可能会加大。

6月份之后，沪指有过几次跌破30
日均线的情况，但都很快就重新站了
上去，这样上升趋势也得到延续。而在
今年4月14日，沪指跌破30日均线之后
没能迅速收回，结果那一波调整，沪指
从3300点跌到3016点才止跌反弹，这
个幅度是比较大的。

当然，至于这一波调整会跌多
深，我认为先不要那么悲观，现在沪
指60日均线在3347点，周五刚好跌
到这个位置就反弹。如果60日均线
保不住，半年线（120日均线）上升到
了3258点附近，再往下年线（250日

均线）也上升到了3221点。所以，接
下来多方需要步步为营，守住今年
下半年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

牛博士：距离年末只有不到2个
月时间了。那么，你认为年底行情，
市场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操作上
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道达：我个人认为，在管理层高
度重视下，年末金融市场的重中之重，
就是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底线。所以，A股市场的表现，很可能
还是会以稳为主，内部因素或许不会
成为最担心的因素。另一方面，外部因
素的不确定性，尤其值得大家提高警
惕。其中，一个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
就是美联储加息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最后两个
月，尽管11月行情非常好，但12月美联
储宣布加息，结果大盘也在11月底见
到阶段性高点。所以，这一次关于美联
储加息的消息，大家要保持密切关注。

至于操作层面，我认为要注意
两方面，一是控制好仓位。大盘强的
时候，仓位可以相对灵活，关系不
大，但是如果大盘进入调整格局，那
么对于仓位的控制就比较重要了，
有些操作纪律需要严格执行。

其次，在个股的选择方面，我依
然坚持看好优质蓝筹股。虽然有些白
马股看上去价格很高了，似乎高处不
胜寒，但是看看现在市场的分化也明
显，一批“优等生”始终会不断创新高，
而“差等生”却在不断创新低，近期，有
不少个股跌破了2638点，这类个股，我
觉得还是不碰为好。

3400点得而复失
年末股市最担心的事情还没来

——道达对话牛博士

免费豪礼送 个贷中心免费了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
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WE大会”始于2013年，每年邀
请多位具有国际领先地位的科技界
嘉宾进行主题演讲，连接国际前沿思
想和技术，探索改变未来的各种可能
性。在今年“WE大会”上，宇宙探索、
生命科学、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一个
又一个跨越人类百年的疑题都被试
图在这场大会上揭开，让我们得以窥
见人类未来的进一步图景。

大会以霍金的视频演讲开场。
霍金在演讲中认为，人类应该积极
探索太空，寻找宜居星球，“这将彻
底改变人类的未来，甚至会决定我
们是否还有未来”。

演讲中，霍金详尽地介绍了人
类将来需要太空移民的原因。“一个
原因是，地球变得太小了。在过去
200年中，人口增长率是指数级，即
每年人口以相同比例增长。目前这
一数值约为1.9%。听起来可能不是
很多，但它意味着，每四十年世界人
口就会翻一番。”霍金介绍，这样的

指数增长不能持续到下个千年。到
2600年，世界将拥挤得“摩肩接踵”，
电力消耗将让地球变成“炽热的火
球”，这是岌岌可危的。他相信避免
世界末日的最好方法就是移民到太
空，探索人类在其他星球上生活的
可能。

霍金表示，在太阳系中，月球和
火星是太空移民地最显而易见的选
择。“在其他条件适宜的星球上，生
命存在也是可能的。即使这种可能
性极小，但宇宙是无限，还是可以
假设，生命会在某处出现。不过，如
果概率很低，出现生命的两个星球
间的距离，可能将异常遥远。”因
此，星际航行必然是一个长期目
标。而这个所说的长期，是指未来
200~500年。

所以，霍金去年推出了“突破摄
星”长期研发计划，目标让星际旅行
变成现实。今年，“突破摄星”与欧洲
南方天文台携手合作，进一步探寻

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的宜居行星。
希望人类已经延续了200万年的火
种，能够继续延续下一个100万年。

Peter Worden是前美国宇航局
艾姆斯研究中心主任，现任科学突
破奖基金会主席，也是“突破摄星”
执行董事。在“WE大会”演讲中，Pe-
ter Worden具体介绍了“突破摄星”
计 划 的 具 体 情 况 和 进 展 。Peter
Worden表示，该计划希望开发数千
个邮票大小的纳米太空飞船，以期
能以五分之一光速（每秒6万公里），
经过约20年的航行时间抵达半人马
座α星，并在到达后再经过约4年的
时间向地球传回信息，以更深一步
了解宇宙，寻找地球以外智慧生命
的线索。他表示，这个项目能够把人
类的触角延伸到太阳系以外，是一
个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做成以后，我们就不再只是太
阳系中的一种生物，我们将正式成
为银河系里的公民。”

癌症死亡率降一半
人类寿命或延长至150-200岁

星际航行是长期目标
月球和火星是太空移民优选项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北京摄影报道

“WE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