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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20年，
城市汽车将失宠？
温哥华计划在２０２０年之前，将路段上的汽车减少５０％；哥本哈根计划在２０２５年建成世界上第一个
碳中性城市；汉堡计划在２０３４年之前，逐步将汽车
“ 赶”出城市的市中心……在２１世纪，汽车似乎在越
来越多的发达城市开始失宠。英国有数据表明，
汽车污染带来的死亡率比交通事故的致命率更高，
各国
已经开始尝试不同的方法来减少道路上的车辆。可以预见的是，
在未来２０年，城市的道路交通会发生翻
本版撰文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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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污染比交通事故更致命
《 无车城市》的作者克劳福德曾
在书中表示，
“ 工业化城市犯了一个
严重的错误，
他们将汽车作为改善城
市的交通工具。”
当我们思考汽车给城市带来的
问题时，
污染和拥堵是首先映入脑海
的两个答案。有研究显示，
在伦敦的
不同区域，
６! 至９％的人们死于空气
污染。
英格兰卫生部大致估算了一下，
在２０１ ０年，
有２８４１ ６例死亡是由于空
气中的微粒污染造成的，
其中，
仅伦
敦就占到了３３８９例。对比交通部在
２０１ ３年发布的数据，
这一年英国共有
１ ７１ ３起交通事故导致死亡。可见，
空
气污染成为了一个比交通事故更大
的
“ 杀手”。
许多专家也认为，
我们对汽车的
依赖也同样显著产生负面影响。研
究表明，相比住在小城小路上的人
们，住在拥有大量汽车城市环境中
的人们会拥有更多的社会问题。
《 无
车城市》的作者克劳福德表示，
由于
汽车的普及，使得城市的凝聚力也
受到影响。
“ 汽车对于社会系统的危
害是它对城市最严重的打击，没有
任何改进的技术能够重建道路作为
社会空间的重要功能。”
作为一个推广可持续交通的慈
善机构，埃塔信托的首席执行官安
德鲁·戴维斯同样认为，
因为汽车的
高频使用率，整个社会付出了更高
的代价。

各国为减车探索新方法
为了减少汽车带来的负面影响，
世界各国都在探索着新的方法。伦敦

停在街上，
所以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哪
交通部正在考虑在铁路车站或是地
种？当然是走进车里，
启动引擎。”所
铁站安装储物柜，
这样一来，
人们在
以，
在未来，
当汽车减少，
不仅将影响
超市买完东西，
超市会负责直接快递
我们的出行方式，改变城镇规划，
也
到储物柜，
当人们坐车回来时，
只要
会给我们的家庭设计带来新的变化。
直接打开储物柜，
将自己买的这些东
西拎回家就行了。而在费城，
当地的
未来２０年将有颠覆性改变
公交设施开辟了新的线路，
就是将车
作家大卫． 梅茨在其《 汽车巅
站和农贸市场直接相连，
这样也使得
峰》一书中表示，在发达经济体中，
车站变得更加有趣了。
汽车使用已经到达了顶峰状态，
并且
而未来，
当我们的生活模式发生
了改变，公共运输空间也会跟着变
在一些充满活力的城市，
汽车的使用
正在大幅下降。
“ 在伦敦和其他大型
化。根据霍华德教授的展望，
以后在
城市，
人们逐渐不再喜欢汽车。汽车
办公室里朝九晚五工作的人们会越
的使用率正在下降，
而公共交通的使
来越少，
在未来，
人们的工作模式将
用人数则在上升，
人们开始更频繁地
更加灵活。因为互联网，
很多工作都
可以在家里完成，
也使得很多团队即
使用公交和火车。事实上，
很多人发
现他们并不需要拥有一辆属于自己
使相隔的距离很远，
也可以远程完成
的汽车，对于现代城市生活而言，
更
协作，
这样一来，
大家不必每天出行
要紧的是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这是
到公司，
这样也会一定程度上缓解交
人们在偏好方面的一大转变。”
通拥堵。所有这些因素都将改变人们
使用城市的方式。
为此，
人们都在寻找汽车的代替
品。然而，
汽车杂志记者理查德表示，
对于我们的家庭而言，
这些变化
投资所需的巨大花费是主要的障碍。
也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家庭的设计。交
但问题是
通运输研究员大卫表示，
政府规划部 “ 其实有很多的解决方案，
钱从哪里来？公共交通的潜力已经说
门能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在所有的新
家庭中安装屋内交通信息更新系统， 了好几年了，但是从未被实现过，
因
为它耗资巨大。未来学家通过一系列
为他们提供最新的交通信息，
包括公
的行动让如今的汽车司机们觉得’
交、
火车、
汽车、
飞机等等。这个系统
内疚’，
并提出了有关未来的远大设
已经在英国肯特郡的达特福德上百
想，
但是这些设想都很费钱。如果没
户家庭里安装，
在这些家庭的走廊或
是厨房里，
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显示
有钱，
就永远没办法实现。”
不过，环境学家安德． 戴维斯表
屏。
示，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
大卫说，在荷兰的一些地方，
人
是变化正在进行着。
“ 回想２０年前，
们在设计新家的时候把自行车位安
那时我们没有亚马逊，
也没有社交网
排在了一个随取随走的地方。
“ 不像
在伦敦，
我们总是把自行车放在花园
站脸书，
我们甚至都没有推特，
这２０
年来的变化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而我
的栅栏旁，
而想要上街时，
必须把它
未来２０年的变化不仅将保持这
们从花园里搬出来，穿过这栋房子， 相信，
样的速度，
而且会更大、
更快。”
才能来到大街上。相比之下，
汽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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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台风比
夏台风更猛
６—８ 月的台风归为夏台风，
９—
１ １ 月的台风就归为秋台风。
在很多人
的印象中，台风是盛夏季节的特产，
但其实台风一年四季都能有，
尤其秋
天里的台风，就像是秋天的蚊子，
有
时比夏天里的还要威猛。
据 日本 气 象 厅 统 计 ，
１ ９５１ —
２０１ ０年间，气压最低的前２０个台风当
中，
秋台风占据了１ ３席，
达到了６５％，
夏
台风占据了６席，
占比３０％。通常气压越
低，
强度越强，
可见秋台风的整体实力
更强。
目前西北太平洋上的几个最强
纪录保持者，也都是清一色的秋台
风。比如，
西北太平洋上的最强台风，
即１ ９７９年第２０号
“ 泰培”，
是当年１ ０
月的产物。
“ 泰培”是全球有确切纪
录以来强度最高的一个台风，
它的中
心气压低至８７０百帕，为人类实测到
的最低的海平面气压值。
２０１ ３年的超强台风“ 海燕”，
生
于深秋的１ １ 月，
也无愧于当年的
“ 风
王”称号。美国联合台风警报中心认
为，其１ ７０海里／时的风速超越了７９年
的
“ 泰培”。
为何秋台风更猛？台风生成发
展，需要有温暖的 海 水 提 供 能 量 ，
通常８—９月海温最高 ，因 而 此 时 台
风最活跃。特别是到了秋季，积攒
了很多热量的海水，就像是连续多
次没有开奖的奖池，往往容易产生
一个巨奖。
此外，
秋季有时环境场比夏季更
有利于台风加强，比如高低空的风
切变有时较小，或者高空辐散流出
较强。

心情和压力
会影响免疫系统
人们常常说精神状态会影响身
体健康，比如压力，尽管如此，人们
还是很难解释在分子层面上精神状
态是如何起作用的。近期，
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卡曾斯心理神经免疫学
中心的科尔教授与同事一起发表了
一系列的研究，他们提出大脑与免
疫系统是直接相联系的，部分神经
系统与免疫相关的器官连结，比如
胸腺和骨髓。
科尔和他的同事们持续考察了
六个长年孤独者白细胞中基因的表
达，
“ 长年孤独”的意思是，
他们几年
来一直声称自己感到寂寞或与世隔
绝，
并恐惧其他人；
还有八个人作为
对照组，
他们表示自己有很棒的朋友
和社会支持。
在人类基因组的约２２０００个基因
之中，研究人员发现了２０９ 个基因在
孤独者与其他人身上有所区别：它们
要么被调高，以制造更多的特有的蛋
白质，
要么被调低，
蛋白质也少了。而
在未受到调控的基因中，竟有非常大
的一部分是跟发炎反应有关，而很多
被调低的基因有抗病毒的作用。而社
交正常的人则恰如其反。
由此可见，离群索居或面对压力
的人受伤从而被细菌感染的风险更高，
因此他们需要调高那些与发炎有关的
基因。但现代的压力导致了长期和无益
的发炎，
随着时间的积累，
炎症就会损
伤身体的组织，增加慢性病的危险，
比
如动脉粥样硬化，
癌症和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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