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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科学家安东尼·诺维斯基坚定地认为，人类

正行走在“灭绝的边缘”。 日益加剧的冰川

融化、 异常的地球天气以及多起动物集体

死亡事件的发生， 这种种迹象似乎在表明

地球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正在到来。

在最新的一项研究中， 科学家们对哺

乳动物的灭绝速度非常吃惊。 安东尼·诺维

斯基对过去 540 万年的物种灭绝速度进行

了深入研究，他吃惊地发现，在过去的 540

万年间任何动物都在经历和前五次物种大

灭绝一样的命运， 而目前的这种趋势在加

速。 根据统计，地球上每一小时都会有一个

物种消失。

科学家们还认为， 物种灭绝速度现在

因栖息地的破坏、外来物种的入侵、疾病的

增多和全球变暖而加速， 这将会使物种灭

绝时间提前到来。“也许是 300 年也许是

2200年，地球上的物种都会消失。 ”安东尼

教授不无担忧地说道。

此前， 生物学家们对过去 500年间的物

种灭绝速度进行了统计，至少有 80种哺乳动

物和 5570种生物灭绝了。这样灭绝的速度此

前是每百万年物种灭绝的速度。 而安东尼教

授表示：“前五次的物种灭绝速度和目前的物

种灭绝速度太相像了， 我们正在经历物种灭

绝的时代。 ”这项研究将会在《自然》杂志上进

行刊登，其意义不言而喻。

人类行走在灭绝边缘

生命时报消息 人的任何举动都能透露自己

的内心，包括睡觉的姿势。近日，法国雅虎网站引用

法国身体语言专家、心理疗法专家约瑟夫·梅辛格

的研究称，睡姿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人的性格。

侧卧，身体伸直。这表示睡眠者正处在怀疑和

改变的过程中，但如果一个人左侧卧时感觉舒服，

这说明他对生活的改变充满担忧。 喜欢向右侧卧

的人显示出强烈的个性，有时甚至是主观或专横。

仰卧，双脚交叉。 这是心理和身体平衡的信

号，热带地区的人们午睡时更常见。 这种睡眠方

式有利于智力发育和保持，以及更高效地恢复体

能。 但仰卧同样有多种方式。 将左脚踝放在右脚

踝上显示出睡眠者对未来的信心。 右脚踝放在左

脚踝上， 则显示出睡眠者处在怀疑自己的处境

中，他们渴望获得更多安全感。 这是一种无意识

的习惯行为，目的是激发自己更多的自信。

侧卧，一只手放在脸颊下。 手放在左脸颊下，

显示出睡眠者渴望得到爱抚。 人的右脸是勇气的

象征， 一只手放在右脸颊下睡觉显示出睡眠者渴

望激发自己的勇气。

仰卧，双手放在肚子上。 这种睡眠姿势显

示睡眠者正在接受人生中的挑战，而且这样的

人自制力很强，不易被诱惑吸引。

趴着，手脚打开。 这样的姿势说明他以自

我为中心，不太顾及别人的感受。

人民网消息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

大利亚科学家首次成功逆转光学多普勒效应，这

一进步有助于研制隐形斗篷。多普勒效应具体是

指，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观察者和光波源之间存

在相对移动，光波的频率便会发生改变。

绝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多普勒效应往往与声音

有关， 例如警车汽笛随着与听者距离之间的变化

发生的声调改变，距离越近，汽笛频率越高，距离越

远，频率越低。 光线以类似的方式发生改变。 当物

体和观察者距离不断靠近时，光频逐渐提高，从红

色波长变成蓝色波长。 随着光源距离观察者越来

越远，光频逐渐降低，从蓝色变成红色。

根据《自然·光子学》杂志 7 日刊登的一篇

研究论文，来自墨尔本斯维本科技大学和上海

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成功逆转了这种效应，这

种逆转无法在自然条件下发生。

研究人员表示，能够逆转多普勒效应是一个鼓

舞人的信号，有助于未来研发隐形斗篷技术。隐形斗

篷能够有效弯曲周围的光线，进而达到隐形目的。

科学家首次逆转

多普勒效应

趣 闻

前 沿

睡姿透露你的性格

新浪科技 很多人都听过女人抱怨自己的丈夫睡觉

时打鼾声很大，使她们无法入睡，有些还会把男人轰到别

的房间去。但其实打鼾并非男性的专利，很多男人也深受

女性打鼾的影响。而且男人对鼾声的容忍度远低于女性。

专家表示，其实很多女性都有打鼾的问题，只不过她

们通常不承认罢了。一项涉及 14000对夫妇的调查发现，

男性更容易抱怨自己的睡眠被伴侣所影响。30%的男性抱

怨他们被自己的同伴鼾声所吵醒， 而这一比例女性只有

20%。 而男性出现打鼾的几率大约是女性的两倍。

这项研究还发现，工作时间更长的人，通常有更

多的睡眠问题，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受到压力的影响。

根据英国打鼾研究协会的调查， 在英国有 450 万女

性和 1040万男性打鼾者。

鼾声对男性影响更大

科学网消息 据国外媒体报道， 最近的研究发现，

那些每周至少有三次约 30分钟午睡的人，将有助把患

上心脏病死亡的风险降低 37%。 研究人员认为午睡可

以有助人们放松和降低血压，对大脑有相当的益处。加

州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对于参加试验的志愿者，那些

经过午睡后的志愿者明显在一系列的笔试中比那些没

有午睡的志愿者表现更好。

该项研究的领导者马修·沃克博士表示，适当的

打盹对人的帮助是明显的。 在对于民航飞行员的研

究中发现， 如果驾驶员在飞行途中能够稍微小睡约

30 分钟(在此期间，飞机由副驾驶操纵)，睡醒后的工

作状态和整体的警觉性可以提升约 34%和 54%，这

将有助于保障飞机飞行的正常安全。

适当午睡可提升工作状态

新浪科技消息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近日说，现在的

澳大利亚人不仅可能没有父辈长寿，身材还可能略矮。

阿德莱德大学人类学研究员马切伊·亨内贝格

认为，生活方式转变是澳大利亚人变矮的原因之一。

“孩子们活动变少。他们玩得更少，却看更多电视，无

法像父辈那样刺激肌肉和骨骼发育。 ”

亨内贝格告诉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记者， 其他

国家研究得出类似结论。 德国去年公布的一份研究

结果显示，儿童身高在过去 20年间略微下降。

他同时指出，身材过高未必是好事。“太高的人

血压也高，会有血液循环和身体协调问题。 ”亨内贝

格说，“要协调很长的肢体并非易事。 ”

澳大利亚人将变矮

新华社消息 一项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神经科

学》杂志上的研究成果显示，遗传基因对大脑网路配

线的“成本效益”会有明显影响。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

学神经精神医学研究中心的亚历克斯·福尼托(Alex�

Fornito)是该项研究报告的首席著作者，他说，这一

发现对于更好的理解为什么一些人执行某些特定任

务会远远强于其它人有着重大的意义。

先前的研究显示，在智力测验中，能取得高分个

体，大脑功效也更高。同时也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大脑效能明显降低。

研究小组成员对 38对同卵双胞胎和 26对异卵双

胞胎的大脑扫描进行了比对研究。 发现同卵双胞胎拥

用相同的基因，而异卵双胞胎有大约 50%的基因相同。

研究发现平均全部差异的 60%都和基因有关。

因此，大脑如何连接是与生俱来的。 但是，仍有足够

的空间让大脑响应外界环境。

福尼托补充说，虽然基因遗传起主要作用，但是当

大脑出现问题时， 适时地利用外界环境和其它一些因

素的影响还是可以避免精神疾病和大脑失调的发生。

大脑功效可能与生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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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消息 美国能源部最近对外宣

称，美国在新一代生物燃料研发上取得新突

破，研究人员已成功利用生物技术直接从植

物纤维素中提取出异丁醇，无论从燃烧效率

还是生产和使用成本来看，这种生物燃料都

比乙醇更适合作为汽油的替代品。

据研究人员介绍， 异丁醇在性质上更接

近普通汽油———拥有相似的能量密度、 辛烷

值和蒸汽压。 因此这种生物燃料可以与汽油

以任何比例调配使用， 大大降低制造和使用

成本。 这项成果是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化学系助理教授张嘉瑜带领的研究团队取

得的。

广泛分布在土壤中的梭菌会自然产生一

种化学物丁醇， 它是继乙醇后被称为第二代

的新型生物燃料。 许多学者，包括一些生物燃

料公司， 已经通过基因改变梭菌的方法来增

强其获取丁醇的能力， 还有的将外源基因植

入酵母菌或大肠杆菌中产生丁醇。 目前的研

究方法是将梭菌合成丁醇的 5个酶植入上述

菌内， 但因为无法克服因中间体不稳定返回

原料的瓶颈问题， 每公升细菌培养液获取丁

醇不足 0.5克，远不够人们对生物燃料的大量

需求。

张嘉瑜的突破性发现是将梭菌合成丁

醇的 5种酶中的 2个用来源于其他细菌具有

相似功能的酶取代， 并植入大肠杆菌中，替

换后的酶大幅度降低了中间体的逆反应速

度，避免丁醇在获取过程中因中间体不稳定

导致产量低的问题。 以这种方式可以在每公

升大肠杆菌培养液中获取 5 克丁醇，是目前

最高获取能力的 10倍。

与从粮食中获取的乙醇相比， 丁醇更具

优点。 目前美国汽油的乙醇添加量占 10%左

右，但丁醇较乙醇更接近汽油，能量含量高，

挥发性小。相比乙醇需要汽车运输，丁醇使用

管道便可节省成本。

张嘉瑜和她的研究团队目前正在进行产

量提高的研究。 她说：“如果再做一些必要的

改进，我们会做得更好，丁醇的获取量将提高

2-3倍，有望进入规模生产。 ”

出生在加州圣地亚哥的张嘉瑜是第二

代华裔，父母来自台湾。张嘉瑜在加州大学

圣地亚哥分校获得生化和法国文学学士，

并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化学博士。 她曾经

获得多个国家级奖项，2008 年以对细菌获

取燃料的研究获美国 35 岁以下青年发明

家奖。

美华裔教授

从细菌获生物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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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警察用棍棒捣毁巴达赫尚省的一块罂粟田。 尽管做出了这样的努力，阿

富汗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鸦片供应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