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人表示，下雨天不仅睡得快，而且
睡得香。 其实，这是因为雨声接近于白噪音。

白噪音是指一段声音中的频率分量的
功率在整个可听范围（0～20KHZ）内都是均
匀的。 相对的，其它不具有这一性质的噪音
被称为有色噪音。 当然，绝对理想的白噪音
是不存在的，但雨声、流水声、鸟鸣声等来自
大自然的声音是现实世界中最接近白噪音
的声音。

有专家认为，白噪音可以辅助治疗一些
神经系统疾病。 目前，国外专家已经把它用
来解决两种临床问题。 一是利用白噪音来停
止婴儿的哭泣。 新生儿刚刚离开妈妈的子
宫，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声音会令
他们感到烦躁不安。 而白噪音与他们熟悉的
子宫里的声音有着类似之处。 二是一些经常
受到环境噪音污染的人群会利用白噪音来
帮助恢复工作效率。 摘自《生命时报》

雨天睡得香“白噪音”在作怪

提醒

生活

我国居民的身份证号码由 18 位数字组
成，其中，第 1、2 位数字代表居民所在省份
的代码；第 3、4 位数字代表居民所在城市的
代码；第 5、6 位数字代表居民所在区县的代
码；第 7 至 14 位数字代表居民出生年月日；
第 15 至 17 位数字代表同一地址辖区内、同
年同月同日出生的我国居民的顺序号，其中
第 17 位还代表性别，单数为男性，双数（含
0）为女性；第 18 位数字代表校检码，是 0 至

10 这十个数字中的任意一个， 其中 10 用 x
表示。

我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是由多层聚酯
材料复合而成的单页卡式证件，采用非接触
式 IC 卡技术制作，通过读卡设备，可以查看
到持证人的相关信息。 印有国徽、证件名称、
长城图案、签发机关和有效期限的一面才是
身份证的正面。

摘自《小百科》

身份证上的“冷知识”

夏天防晒是必备常识，但很多人的
防晒霜抹错了。紫外线能穿透云层的有
UVA、UVB两种。UVA是全年存在的，
UVB 则在冬天时相对较弱，玻璃、云层
只能够阻挡和吸收 UVB，但 UVA 却畅
通无阻。为此，要避免紫外线强时出门，
上午 10点到下午 3点要防晒。

防晒霜的选择也有以下几个标准：
防晒指数高的防晒霜， 防晒时效长；你
选择的防晒霜， 最好同时具备 SPF 和
PA 值，SPF 主要是防 UVB 的，防 UVA
的指数是 PA值，一般来说，1个 +表示
能防晒 4 小时，2 个 + 防晒 4 至 8 小
时，3 个 + 防晒 9 至 12 小时； 提前 30
分钟左右涂抹，防晒霜涂抹后，皮肤吸
收需要过程；要注意顺序：护肤、化妆、
防晒，一般人可能是如此顺序，其实不
然， 防晒霜是需要让皮肤角质充分吸
收，所以最好涂抹在第一层之后才用护
肤品。

摘自《北京晨报》

先涂防晒霜
后涂护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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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抱怨过，现在的食物没有原来好吃
了？ 其实，这种感觉并没有错，在全球变暖的影
响下，生态环境的变化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
们赖以生存的盘中餐。

植物的蛋白质变少了
早在 20年前，美国科学家就发现了光照影

响浮游动物的生长秘密。 海洋和湖泊中浮游动
物以藻类为食，科学家本想通过提供更多的光
照来提高藻类的生长速度，从而增加浮游动物
的食物供给。 但事实并非如此。 增加的光线虽
然使藻类生长得更快，但却减少了浮游动物生
长所需的营养物质，研究人员最终把藻类变成
了“垃圾食品”。 浮游动物虽然有足够的食物，
但这些食物缺乏营养，所以它们经历着另外一
种形式的“挨饿”。

在这一结果的触动下，生物学家将研究延
伸到人类社会。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
Samuel� Myers 在 Nature 发文称，未来地球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可能会超过当前水平，在这种大

气条件下，地球上最重要的农作物中所包含的
一些关键营养成分可能会降低。 在二氧化碳浓
度增加的情况下，大米、小麦、大麦和土豆的蛋
白质含量减少了 6%至 14%。

植物快速生长能让你更胖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会刺激光合

作用，帮助植物将阳光转化为食物，促进植物
生长，但也导致植物产生多于其自身生长和代
谢需要的碳水化合物，大量碳水化合物的存在

“稀释”了植物中其它营养物质，如蛋白质、铁
和锌，而超量的淀粉和糖会存储在植物的液泡
中。 地球上的每一片叶子在大气二氧化碳浓度
不断增加的“重压”下，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糖，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碳水化合物注入正在
植物中悄无声息地发生着。 这带来的不仅是口
感的变化，随之而来的甚至是一场肥胖危机。

塑料是餐桌杀手
2010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研究报告

并警告称，随着气候变暖，融化的冰河和冰盖

正在不断地向空气和海洋中释放大量致癌污
染物。 科学家经长期研究发现，这些长效持久
的化学物质将进入食物链，并最终在人体内积
聚。

近年来， 海洋面临前所未有的塑料污染。
这些污染物不仅会破坏海洋生态环境，也成为
客串人类餐桌的成员。 大量科学数据证实它们
最终会以不同形式挤进人类餐桌，无论美味的
海鲜， 还是海盐中都曾被检测出微塑料的存
在。

环境变化使人类面临的现存粮食安全、饥
饿和营养不良的威胁加倍：气候灾害更加频繁
而剧烈， 土地和水源更加稀缺而难以获得，农
业生产力的提高也更难实现。 同时由于气候变
化，整个食品系统的稳定性也会遭遇由于供应
的短期变化带来的风险；而土壤和水环境污染
会增加污染物流入食物链的概率。 不加干预的
靠天吃饭，正一步步地威胁着舌尖上的安全。

摘自《科技日报》

全球变暖影响植物味道

被称为“海上吉卜赛人”的东南亚
巴瑶族人世代生活在东南亚海域，多数
以捕鱼为生，擅长潜水。 先前有研究数
据显示，巴瑶族人平均每天水下工作时
间在 5 小时， 有人甚至能达到 9 小时。
他们如何能长时间应付水下缺氧环境，
一直是个谜。

日前有研究显示，与生活在附近的
非潜水族群相比，巴瑶族人的脾脏大了
约 50%，可将更多含氧红细胞注入血液
循环，约比其他人多 10%，这使他们长
时间潜水时有更多氧气可用。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教授拉斯穆斯·尼尔森等人曾在 2014
年发现，住在高海拔缺氧地区的中国藏
族人体内有一种基因，可在血液氧水平
较低的环境下刺激产生更多的血红蛋
白。尼尔森说，与藏族人不同，巴瑶族人
并非长期生活在缺氧地区，他们选择增
加脾脏的储血能力，以备在水下缺氧环
境中获得更多氧气。

摘自《北京日报》

“海上吉卜赛人”
为何善潜水珊瑚不用进行交配，即

可大规模繁殖，它们同时释
放精子和卵子。 科学家称：
“没有人能数清楚， 每一株
珊瑚一生到底产多少卵，至
少数以百万计。 ”这个数量
级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 不
过， 大多数珊瑚每年只有 2
天排出精子和卵子，后代死
亡率也比较高。 科学家提醒
人们，漂白剂会刺激珊瑚及
其共生藻类，进而极大地影
响珊瑚的子孙后代。

摘自《中国家庭报》

珊瑚，世界上最能生育的动物

太咸，放土豆片。土豆能吸收盐分，
还不损坏汤或菜的原味，可以去皮切成
片，一分钟放一片，直到汤的咸度适宜。
土豆片不要切的太薄，以免煮烂。

太腻，加紫菜。汤太油时，可将少许
紫菜在火上烤一下，揉碎撒入汤内。 或
者适当地加入木耳、茄子、冬瓜、萝卜等
能吸油的蔬菜。

碱多，加醋蒸。蒸馒头时，如果食用
碱多了，馒头会发黄。这时，向蒸锅水里
倒 150 至 200 克醋，再用慢火将蒸黄的
馒头蒸 10分钟左右， 馒头就会变白而
且没有酸味了。

太酸，倒白酒。 酒能将醋的味道减
轻，因为醋的主要成分是乙酸，酒的主
要成分是乙醇，乙酸和乙醇反应生成乙
酸乙酯，形成微甜的味道，吃起来就不
会有太酸的感觉了。

摘自《生命时报》

饮食

汤咸了，学会加点料

平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一旦吃饭吃
得快了， 很快就会饿。 这是因为大脑摄食
中枢感知饱的信息需要时间， 口腔和胃里
消化出来的少量小分子， 对于食欲的控制
至关重要。 而且， 过快进餐的数量是不由
大脑控制的， 只能由胃的机械感受来感
知。

胖子普遍食欲好，进食速度快，大多数
情况下，食物没有得到充分的咀嚼，没有形

成足够的食糜贴附于胃壁，虽然已经吃了较
多食物，但仍有饥饿感。 有研究证实，同样数
量的食物，嚼得少、吃得快，会更容易饥饿。
所以，吃饭最好细嚼慢咽。

而且，另一方面，咀嚼时间过短，迷走神
经仍处于过度兴奋状态， 食欲也会相对亢
进。 结果是进食速度快的人，在大脑饱食中
枢发出停止信号时，已经吃了太多。

摘自《健康时报》

吃得快更容易饿

食品有保质期，其实，兵器也是有保质期
的，如武器装备里的大家伙———导弹。 教材给
出的明确定义是：导弹“保质期”又称贮存期，
是指在规定条件下贮存后，仍能以较高概率达
到该型导弹设计时的战术技术指标的时间长
度。 所以，导弹出厂时都会标明贮存期。

导弹的服役期限通常是相当长的。 比如声
名赫赫的美国“民兵”III 洲际弹道导弹，部署时
间是 1970至 1975年， 至今仍在服役并计划服
役到 2020年，跨度近半个世纪。

美国人是怎么让导弹 50年后还保质呢？这
就需要用到相当强悍的检测技术了。 早在 1959
年， 美军就启动了“导弹发动机老化监视计
划”。 每隔 6个月，美国希尔空军基地就会启动
一台导弹发动机进行测试，每隔 18个月就对推
进剂试样做一次化学检测。 那“过期”的导弹去
哪儿了？ 导弹超过了标定贮存期或因技术和政
治原因提早结束贮存，都算“过期”了。 这些导
弹有的会被直接销毁；有的则把状态尚好的零
部件拆出来进行翻修；还有一些会被卖给其他
国家。

摘自《解放军报》

军事

导弹也有“保质期”

谣言：有说法称白醋具有治疗脚气的作用，
它能杀菌消毒，有良好治疗效果。在每次泡脚的
时候倒入五分之一瓶白醋， 温水大概是白醋的
八倍，把一瓶白醋使用完后，脚气就会有很大程
度的改善。

辟谣： 温热水泡脚可以让足部毛细血管扩
张，促进新陈代谢、缓解酸痛，但该效果与是否
加醋无关。脚气是由真菌引起的，醋酸太弱杀不
了真菌。 相反，若总用酸性的热水去浸泡，可能
会破坏皮肤层，反而会让皮肤变得越来越脆弱，
增加染上癣的概率。

真相

醋泡脚可治脚气？

谣言： 当眼中落入异物或者伤心时会流出
眼泪来， 网上常有说法称流眼泪可以排出人体
内的毒素，有利于身体健康。

辟谣：眼泪的主要功能是输送代谢的产物，
比如氧、二氧化碳等，它和一般意义上说的排出
毒素、有害物质不是一个概念。目前临床实验数
据也表明，眼泪并没有排毒作用。 相反，有专家
指出，经常流眼泪会对身体产生危害，它增加了
泪腺的负担，会引发眼部干涩、视力模糊，容易
导致眼部病变。

据人民网

流眼泪能排出毒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