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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酒店
酒店集住宿、餐饮、娱乐一体

化；普通标间 118元/间，豪华标间
128元/间，小单间 108元/间，累计
住3间全天房送钟点房1个，3个钟
点房可抵一个全天房，多住多优惠。

地址：武陵大道与滨湖西路交会处

（常德海关大楼南侧）

电话：0736-7709059

精装修 房费低 好停车

地址：常德市中国人民银行大门对面
阎医生荣旭堂健康苑：13875153291

追凸宁 ，针对颈椎病、骨质增
生、坐骨神经痛、跌打损伤、肩周炎、风
湿、腰腿痛等，特别是腰间盘突出，通过
保健养护，髓核自然恢复。免费体验！

狐臭就用（狐特宁）

腰间盘突出

京源补发

地址：育才东路 202号（长怡中学
与市工商局中段）。
电话：0736—7261887
网址：WWW.Jybf888.COM

纯真发手工织发量身定制

浑然天成，犹如自身头发再生

让您远离秃顶、脱发、白发烦恼

可吹、拉、烫、染方便自如

远离染发、烫发伤害

可游泳、打球及做任何剧烈运动

头等大事当然要交给京源发业

参加央视CCTV《对话中国品牌》民族品牌企业
纯手工真人发私人量身定制

注册号：430702600136683

分类广告
电话：0736 - 2530790 地址：市柳叶大道常德日报传媒集团1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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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米——俗称药米、补血米、

长寿米，历代帝王称为贡米。
据《本草纲目》医书记载，紫米

具有滋阴补肾、健身暖胃、明目活
血、清肝润肠、滑湿益精、补肺缓筋
等功效，可入药入膳，对头昏目眩、
贫血白发、腰膝酸软、夜盲耳鸣等
症疗效极佳，长期食用可延年益
寿。历代帝王也将紫米作为宫廷
养生珍品，称为“贡米”。

美微紫米由五谷丰农产品专
业合作社种植，热销抢购中。可开
店，可直销。

美微紫米粒粒香
每天一顿更健康

抢购热线：13826857193（凌先生）
好吃！因为原产！

油焖大虾、蒜蓉虾、
蒸虾、特色卤菜，让您尽
饱口福！

正宗潜江口味
正宗潜江虾源
正宗潜江师傅
龙虾现场洗剪、厨房

公开透明，餐厅干净整
洁，支持美团外卖。

地址：沅安路排云阁
往东100米

湖北小龙虾

定餐热线：0736—7168477

新华社首尔1月31日电（记者 耿学鹏
王家辉）韩国国防部31日说，国防部长官韩
民求和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当天通电
话，就应对朝鲜半岛局势以及按计划在韩国
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事项达成共识。

韩国防部发布消息说，韩美防长在电话
中评估了朝鲜半岛局势，美方同意向韩国提
供“延伸威慑”，两国将保持高度军事戒备，及

时应对突发状况。
韩国防部称，两国防长就按计划推进部

署“萨德”系统，以及两国加强防务部门合作
和对朝政策合作的必要性等达成共识。

双方商定，在美防长马蒂斯本周访韩期
间举行会晤，协商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马
蒂斯计划于2月2日至3日访韩，这是他正式
上任后的首次出访。

2016 年 7 月，美韩不顾包括中国在内有
关国家的反对，宣布在韩部署“萨德”反导
系统。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中方认
为，部署“萨德”无助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目
标，不利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与各方对话
解决问题的努力背道而驰，将严重损害包
括中国在内本地区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和
地区战略平衡。

韩美防长表示将按计划在韩部署“萨德”

图为冠状皱囊动物腹面。 新华社 发

新华社西安1月31日电（记者 许祖华）
英国《自然》（Nature）杂志当地时间 30 日以
封面亮点文章的形式，网上发表了西北大学
早期生命研究团队韩健、舒德干和剑桥大
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等单位关于早期生
命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陕西寒武纪最
早期的微型后口动物》。该成果发现了5.35
亿年前最古老的原始后口动物——冠状皱
囊动物。这种奇特的毫米级微型动物很可
能就是学术界期盼已久的后口动物亚界的
一个根，因而代表着显生宙最早期的毫米级
人类远祖的至亲。

科学界取得共识，地球上所有动物共同
构成了在亲缘上彼此关联的动物界或动物谱
系树，动物界中数以亿计的古今成员依其谱
系演化关系可以归并为3个亚界，即较低等的
基础动物亚界以及较高等的原口动物亚界和
后口动物亚界。其中，后口动物亚界的起源
演化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恰恰在于我们人
类是这个独特的单谱系大家族的成员。

世界著名的澄江生物群（距今5.2亿年）
已经为动物谱系树的起源成型探索做出了
划时代贡献。科学家不仅在该生物群中发
现了基础动物亚界和原口动物亚界的绝大
多数重要动物门类，西北大学团队还揭示出
后口动物亚界几乎所有门类的原始代表。

据该论文的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院士
舒德干介绍，澄江生物群中的后口动物的个
体大小已经演化至厘米级宏观水平。动物
演化逻辑（科普法则）告诉我们，它们必然源
自更古老的毫米级微型祖先。

多年来，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所的韩
健研究员等人运用酸蚀法、显微电镜、显微
CT等技术对距今5.35亿年的陕南宽川铺生
物群中微型动物化石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了
毫米级的原始后口动物——冠状皱囊动物。

这种动物呈椭球形，成体大小约1毫米，
腹面具有可伸缩的环状口部，表面有4对体
锥，却无尾部和肛门。最重要的是，它出现
了被认为是鳃裂构造雏型的成对排水鳃
孔。所有特征显示，这种最古老、最原始的
后口动物，很可能代表着后口动物亚界的一
个根，对深入探讨两侧对称动物的躯体构型
起源具有重大意义。

“人类远祖在进化上的里程碑式创新则
主要发生在 5 亿多年前的寒武纪大爆发。
5.2 亿年前，澄江动物群中的‘天下第一鱼
——昆明鱼目’代表着刚刚创造出头脑和原
始脊椎的‘宏型’人类祖先；而5.35亿年前的
皱囊动物应该与创造雏形鳃裂的微型人类
远祖亲密相关。”舒德干说。

科学家发现毫米级微型人类远祖至亲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电 美国卡耐基
梅隆大学开发的人工智能 Libratus 与 4 名人
类顶尖德州扑克选手之间的“人机大战”于当
地时间30日在美国匹兹堡结束，人工智能取
得胜利。这是人工智能在各种棋牌游戏中对
人类取得的又一个胜利。

这场“人机大战”在匹兹堡一家赌场中
进行，从 1 月 11 日持续到 30 日，人工智能与
4 名人类选手共玩了 12 万手一对一不限注
的德州扑克。据当地媒体报道，到比赛结
束时，人工智能领先人类选手共约 177 万美
元的筹码。在4名人类顶尖选手中，输得最

少的一位也落后人工智能约 8.6 万美元的
筹码。

在2015年举行的一次德州扑克“人机大
战”中，卡耐基梅隆大学开发的一个较早版本
的人工智能Claudico输给了人类选手。

今年早些时候，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和
捷克两所高校的研究人员说，他们研发的人
工智能DeepStack首次在一对一无限注德州
扑克中击败人类职业扑克玩家。但 Libratus
主要研究人员、卡耐基梅隆大学教授桑德霍
尔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DeepStack并未
与最顶尖的人类选手比赛。

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迅猛，在国际象
棋、中国象棋、围棋等游戏中击败人类顶尖选
手。与棋类游戏中对战方可以看见所有棋子
不同的是，德州扑克玩家手中的底牌是其他
玩家看不到的，这种游戏属于不完整信息博
弈，要求更复杂的推理能力，对人工智能也更
有挑战性。

研究人员表示，如果让“阿尔法围棋”来
进行德州扑克比赛，系统可能不会用虚张声
势的策略来迷惑对手，而Libratus与“阿尔法
围棋”的算法不同，能通过平衡风险与收益
来决定出牌策略。能够在这种不完整信息
博弈中战胜人类，这种人工智能也许能被用
于商业等领域，例如在双方进行价格谈判
时，一方借助这种人工智能也许可以获得更
多的利益。

人工智能赢得德州扑克“人机大战”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电（记者 郑启航）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30日作出终裁，美国将
对从中国进口的大型洗衣机征收反倾销税。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当天裁定，从中国
进口的大型洗衣机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了实
质损害。由于美国商务部此前已终裁认定

中国向美国出口该产品存在倾销行为，国际
贸易委员会当天的裁定意味着美国商务部将
正式要求海关对此类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根据美国商务部去年 12 月终裁确定的
幅度，美国将对中国厂商征收 32.12％至
52.51％的反倾销税。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5年美国从
中国进口的这类产品金额约为11亿美元。

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中国商务部多
次表示，希望美国政府恪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承诺，共同维护自由、开放、公正的国际贸易环
境，以更加理性的方法妥善处理贸易摩擦。

美将对中国产大型洗衣机征收反倾销税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1月30日电（记者
易爱军）因涉嫌参与去年7月未遂军事政变，
包括土耳其军队前高级军官在内的270人30
日开始在土西部城市伊兹密尔受审。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上述嫌

疑人被控参与武装恐怖组织、企图改变宪法
秩序并阻挠议会履行职责。案件检察官准备
的起诉书长达1300页。

报道说，受审的 270 人中包括土耳其陆
军爱琴海司令部前参谋长等高级军官。

去年 7 月 15 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
变，造成近250人丧生。土耳其当局认定政变
主谋为居住在美国的“居伦运动”领导人居伦。

据报道，土耳其目前已在政变相关调查
中拘捕4万多名嫌疑人，并在肃清行动中将
另外约 10 万人开除公职。这些人大多来自
军警、司法、情报、政府部门和学校。去年12
月底，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一家法院
开始审理一些涉案警察。

土270名未遂军事政变嫌疑人受审

新华社利雅得1月31日电（记者 王波）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 31 日发表声明
说，沙特的一艘军舰30日遭也门胡塞武装船
只自杀式袭击，导致2名沙特海军士兵死亡。

声明说，事发时沙特一艘军舰正在也门
荷台达港口以西海域执行检查巡逻任务，3艘
胡塞武装船只中的一艘突然撞向沙特军舰尾
部并发生爆炸，造成沙特军舰尾部起火。爆

炸导致2名沙特士兵死亡，另有3人受伤。另
外2艘胡塞武装船只在事发后逃走，沙特军
舰的火势随后被控制和扑灭。联军战机和舰
艇对逃逸的胡塞武装船只进行追踪。

2014 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
那，后又占领也门南部地区，迫使总统哈迪前
往沙特避难。2015年3月，沙特等国针对胡
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军舰

图说天下 本栏目图片均据新华社

1月30日，在加拿大渥太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众议院就魁北克市恐怖袭击事件
发表讲话。29日晚，魁北克市伊斯兰文化中心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8
人受伤。魁北克省省长库亚尔宣布这一事件是恐怖袭击。

加拿大悼念魁北克市恐袭遇难者

1月31日，中国选手许诺（左）与朱莹莹在比赛后懊悔不已。当日，在第28届世界
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比赛中，中国一队选手许诺/石海涛
以113.02分的成绩获得亚军。

中国队憾失空中技巧混合团体金牌

1月31日，在沈阳北陵公园，冬泳爱好者头戴小鸡造型帽子参加冬泳。春节是欢乐
的日子，外出辛劳的人利用假期与家人团圆，人们扶老携幼，逛庙会、赏民俗。一张张
灿烂的笑脸是春节最美好的画面。

欢乐冬泳度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