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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茶里的珍珠在体内半年不化
“
”
深圳一 8 岁男童 4 次患上肺炎
小林右肺下叶里，
竟然藏匿着一颗
“珍珠”
！
没错，小林就是因珍珠奶茶里的“珍珠”误
入气道饱受折磨。随后，医院为其取出了一颗
灰黑色“珍珠”，这颗“珍珠”藏匿在小林体内竟
半年不化，
此前多次拍 X 光，
也未能让它现形。
目前，小林已康复出院，医生提醒，临床
中，异物入体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孩子，家
长要引起注意。临近过年，提醒家长，孩子食
用各种坚果零食时需多加留意，防止意外发
生。
深新

@居家总裁：细嚼慢咽，小朋
友以后要记得了噢！
@87 年的阿姨：那颗“珍珠”
半年了都没消化掉！我以后不敢
给三岁女儿吃了！
@Katie 胖妞：每次喝了珍珠
奶茶都是又拉又吐，然后再也不买
了。
@小小老鼠 26：历经半年取
出，
“珍珠”
还是那个样子！

网 评

深圳有一名男童，半年里竟然 4 次患上肺
炎，并且好了又复发，到底是什么导致他不停
患肺炎呢？
最近半年，八岁的小林备受“肺炎”折磨，
每次用消炎药后很快恢复，但不久又再次中
招。前段时间，小林又开始干咳和发烧，但没
有鼻塞、流鼻涕等感冒症状，就医后虽然退了
烧，但咳嗽并未减轻。为了搞清病因，妈妈郑
女士带着小林，来到深圳市人民医院儿科。随
后的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发现，原来，在小林的

不得了！
初中生被清华大学预录取
才读初三，就被清华大学预录取！这位名叫
叶卓睿的同学就读浙江省杭州市文澜中学初三
（9）班，刚刚参加完清华大学信息学冬季体验营回
到杭州。整个营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信息学高
手，30 名学生在这次体验营中表现突出，被清华
大学无条件一本预录取。这 30 人绝大多数是高
中生，
初中生只有 3 位，
而叶卓睿正是其中之一。
叶同学能被清华预录取，凭借的是他在信息
学上的优秀成绩。2017 年，他参加全国信息学联
赛，取得提高组一等奖，并获得 2018 清华冬令营
的资格。
“高中还是要读的，高考还是要参加的，但
只要分数达到一本分数线，就能被清华顺利录
取。”老师们说，按叶同学的实力就算现在去参考
高考，
分数达到一本线，
也基本不成问题。
聊到学习经历，小叶很谦虚。他说，感兴趣的
东西比较多，书看了不少，平时比较喜欢自学，小
学自学初中的，初中自学高中的，就这样一路走
来，也没想得特别复杂，特别感谢每个阶段的老师
对他的点拨帮助，
“ 一步一个脚印，学习不能急于
求成，
就是一点点学下来。
”
2 月 8 日，叶卓睿被邀请来到小学就读的母
校，和学弟学妹做了交流。他说，小学在一个人的
学习过程中起的是打基础的作用。6 年的时间很
长，如果能够好好利用，绝对可以在早期取得比较
大的优势。
“ 我个人认为，小学可以用来培养自己
的学习习惯，增长见识，提升修养，培养兴趣爱好，

重庆现魔幻
“旋转”公路
5 层楼相当于要转 1440 度
重庆市江北
区某居民小区有
条旋转公路。从
主干道进入小区
需上 5 层楼，连续
旋转 4 个 360 的圆
圈。2 月 11 日，一
位车主告诉记者，
这里 2 分钟内要
转 1440 度 的 圈 ，
回趟家头都要转
晕了。
宗和

练字，锻炼身体等。比如语文这种需要长期积累
的学科，就很有必要早早地学好，建议多读名著和
历史书籍。下棋、画画、弹奏乐器等对一个人的终
生发展很有好处。
”
“小学二年级，我开始学习围棋。棋品如人
品，我懂得了一些终身受益的哲理——尊重对手、
看淡成败、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成长！”
杭日

“机器狗”能蹲能跑会爬梯
狗年新春即将到来之际，一只“机器狗”横空
出世。它叫“绝影”，发布者是浙江大学熊蓉教授
领导的机器人团队。
“绝影”身长 1 米，四足站立时 60 厘米高，重
70 千克，在四足机器人中算得上大个子。团队成
员李超博士介绍，
“ 绝影”靠电机驱动，最大负载
20 千克，最快行走速度为每小时 6 公里，续航时间
2 小时。它已经掌握了跑跳、爬梯子、在碎石子路
上行走、自主蹲下再站起来等许多能力。
项目负责人朱秋国表示，
“ 绝影”面对复杂环
境表现出很强的适应力。就拿“踩钢管”来说，
“绝
影”在踩到钢管即将失去平衡的瞬间做出决策，以
一系列动作快速调整了姿态。这种“连人都未必
做得到”的表现，有赖于系统和控制两方面高效结
合。
团队在既有基础上完善了“绝影”的算法，使
其在运动上更加智能。就像真实的动物那样，它
的“大脑”能够快速分析自己的处境，然后命令四
肢做出相应的动作防止自己摔倒。就算真的摔倒
了，
“绝影”也能自主翻身，再爬起来。
“就像人类的
四肢一样，
‘绝影’的四肢也是力控的，不像流水线
上硬邦邦的机械臂那样沿着严格的轨迹死板运

转晕了！

计算机过年也放假？
有城市天气预报数据被
“篡改”
中央气象台：
网络服务器出问题
12 日一早，济南的小伙伴们疯了！打
开墨迹天气一看都惊呆了：2 月 15 日，济
南气温 18℃-28℃！2 月 16 日，济南气温
19℃-28℃！中国天气网数据也显示相
同内容。记者联系济南市气象台有关负
责人，对方表示，
“这些原始数据由济南市
气象台先发到山东省气象局，省气象局汇
总后再发到中央气象台。原始数据就是
济南市气象台往上报，我们检查原始数据
没有问题。”这位负责人还表示，
“12 日早

上，我们就接到有山东省气象局的电话。
经过检查，济南市气象台上报的数据没有
问题！现在，我们正在紧急联系中央气象
台解决这一问题！”昨日 9 时许，记者从济
南市气象台了解到，问题已经查明。中央
气象台表示，济南市气象台上报数据没有
问题，问题出在中央气象台的有关网络服
务器，不单单是济南市，全国有不少城市
未来 7 天天气预报也因为服务器问题被
莫名
“篡改”了！
宗和

手机淘宝深夜连线春晚现场？
官方致歉：
彩蛋测试出错
动，从而可与环境实现更好的交互。”团队成员张
学垠说。
四足机器人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它们不依
靠轮子或履带，噪声小，抗震救灾时人员或者飞机
无法抵达的情况下，可以用四足机器人探寻生命
迹象；太空探索中，轮式移动机器人可能会被障碍
物挡住，但四足机器人却可以轻松越过障碍物。
钱晚

2 月 11 日 23 时左右，手机淘宝 APP
出现了“连接央视春晚现场”的 bug。据
不少淘宝用户反映，2 月 11 日 23 时开始，
在登录手机淘宝 APP 时，会出现弹出“央
视春晚现场”电话连线广告，淘宝 APP 不
经用户同意直接打开摄像头前置功能、获
取手机铃声、页面及铃声，退出后仍然无
法关闭等问题。
不少网友表示，即使点击挂断视频通

话、强制关闭或卸载重装软件也没有用，
除非卸载手机淘宝。
2 月 12 日 0 时 33 分，淘宝官方微博发
布致歉声明：
“对不住，让大家受惊了。这
本来是我们在春晚节目中要送出的彩蛋，
但今晚测试时出现意外，真心向大家道
歉。”淘宝方面同时表示，目前问题已经修
复，不会再打扰用户，更不会造成任何经
济损失。
澎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