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来说， 野生动物群体规模
越大，就会有越多“人手”轮换站岗
放哨，越有助于减少被捕食的风险。
不过，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发布的
一项新研究显示， 长颈鹿的行为方
式比较特别， 它们更喜欢小团体生
活， 群体规模也不会因为捕食者的
威胁而改变。

研究人员以生活在非洲东部地

区的部分长颈鹿为研究对象， 分析
了对其群体规模产生影响的不同因
素，包括被捕食风险、栖息地类型和
个体特征等。 结果发现，栖息地类型
对长颈鹿群体规模有一定影响，但
是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是成年雌性
长颈鹿， 它们在产下幼仔后会选择
在较小的群体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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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一则《9 岁女孩每晚睡觉时被亲妈
用胶布封嘴》的新闻成为热点。 据报道称，一
位家长有个 9岁的女儿安安，近来，她发现安
安总是张着嘴，就连睡着了嘴巴也是张开的。
她咨询了医生，医生告诉她，这种情况叫“口
呼吸”，需要在睡觉时把孩子的嘴巴用胶布贴
上，所以她赶紧去买了胶布。

口呼吸有什么危害？
所谓口呼吸， 就是孩子 24 小时张着嘴，

用嘴巴和鼻子一起呼吸， 晚上睡觉时嘴也不
闭合。 小朋友处于生长发育期，长期张口，会
导致牙颌形态改变，有的会开唇露齿；有的会
导致门牙前突；有的会导致牙弓狭窄。长期张
着嘴，对面部发育也会有影响，孩子的脸会越
长越长。小时候不矫正口呼吸的习惯，长大后
依然会持续存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口腔科主
任、主任医师阮文华表示，用口呼吸的孩子非
常多， 从他临床来看，10 个里面可能就会有
两三个。

引起口呼吸的原因有很多， 一种是因为

扁桃体腺样体肥大，鼻咽呼吸通路阻力增加，
因此孩子不自觉地就会张开嘴巴辅助呼吸。
还有一种是鼻炎的影响， 鼻炎导致鼻黏膜充
血，使呼吸不畅，孩子也会不由自主用嘴呼吸
辅助。 家长们先带孩子到耳鼻咽喉科排除以
上两种情况，如果都不是，那么很可能是单纯
性的口呼吸，请到口腔科就诊。

什么时候开始矫正好？
单纯性口呼吸原因复杂， 有的是由于小

朋友的口轮匝肌（也就是嘴唇周围一圈的肌
肉）先天力量较弱引起的，我们闭上嘴，是需
要这一圈肌肉发力的； 也有的可能是鼻咽部
长时间疾病引起继发性的张口呼吸， 尽管原
发性疾病已经痊愈， 但口呼吸的习惯仍然保
留了下来。

阮文华说， 很小的宝宝可能就有口呼吸
的表现。 家长从孩子 2 至 3 岁时就可以开始
注意了。 如果孩子晚上睡觉嘴巴张开，持续 1
至 2周如此，那就要到医院去确诊一下了。

口呼吸的矫正越早开始，对牙颌形态、面
部发育的影响越小。年纪小时，及时阻断孩子

的口呼吸，孩子面型、嘴型还可以自行恢复；
等到 12岁换牙完全结束后再矫正，已经形成
的面部改变就比较难纠正了。

矫正口呼吸，家长该做些什么？
矫正孩子们单纯性的口呼吸， 要做口腔

闭合功能训练（或者叫唇肌功能训练），提高
口轮匝肌的张力。家长们可以试试以下方法：
让孩子学一样吹奏类的乐器； 放一根牙签或
薄的塑料片在孩子上下唇之间， 要求孩子不
让它掉下来。孩子坚持的时间越长，口呼吸的
改善效果越明显。咂唇：就是把上下唇压紧再
拉开，要能发出“啪、啪、啪”的声音，一次连续
做一分钟左右； 晚上睡觉时可以用胶布把孩
子的上下唇贴到一起。

如果以上这些措施全不奏效， 那么医生
也可以给孩子戴矫治器矫正。

阮文华提醒，嘴巴上贴胶布，仅适用于单
纯性口呼吸的孩子； 如果是扁桃体腺样体肥
大或鼻炎引起的， 家长千万不能给孩子贴嘴
巴，不然气都喘不过来了。

谢谨忆

9岁女孩每晚睡觉时被亲妈用胶布封嘴引关注，专家提醒

矫正口呼吸不能简单粗暴
解惑

海鸥为什么
喜欢跟着轮船飞
伴着轮船飞行其实是海鸥的聪明之

处，轮船在向前航行的时候会遇到阻力，阻
力会产生强大的向上气流， 海鸥就跟在轮
船的后面， 借助着这种强大的上升气流将
身体托起来。此外，轮船在航行时会升起很
多的水花，在水底栖息的小鱼、小虾会被轮
船激起的浪花打得晕头转向， 漂浮在水面
上。海鸥是一种视力极强的鸟类，它可以轻
而易举地把它们吃掉。

海鸥很喜欢跟着轮船飞， 而船员们也
很喜欢海鸥的到来。因为轮船航行时，经常
会有航海者因为不熟悉水域环境而发生触
礁、搁浅的事件。那些有经验的海员在不知
道前方是否安全时， 第一时间会寻找海鸥
的身影。海鸥常常会在浅滩、岩石或暗礁上
停靠休息。当轮船靠近了，海鸥就会一起飞
来鸣叫， 似乎是在向航海者发出提防撞礁
的信号。

蔺亚丁

不同颜色的猕猴桃
啥区别

市面上，猕猴桃有红心、绿心和黄心三
种。 研究发现，与绿心和黄心猕猴桃相比，
红心猕猴桃糖酸比更大。通俗讲就是，红心
猕猴桃更甜， 适合喜甜不喜酸的朋友；另
外，红心猕猴桃的膳食纤维含量较高，适合
便秘的朋友， 其维生素 C含量高于绿色猕
猴桃， 黄酮含量则是其它两种颜色猕猴桃
的两倍多，所以其抗氧化效果更强。

需要提醒的是， 猕猴桃中含有的蛋白
酶容易刺激口腔皮肤，引起发麻，甚至喉咙
肿痛，越是青涩的猕猴桃蛋白酶含量越高，
所以建议吃熟透了的。《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 建议， 成年人每天吃 200 至 350 克水
果，1个猕猴桃大约 100 至 170 克， 所以如
果不吃其它水果， 每天大概可以吃 2 至 3
个猕猴桃。 谷传玲

图 吧

这种生物像一把竖琴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附近 3000 多米深的海底，生活着一种外
形酷似竖琴的动物———竖琴海绵。 竖琴海绵是个地地道道的肉食
者， 这种海绵的枝状分肢覆盖着倒钩刺， 能够诱捕小型甲壳类动
物，然后用纤薄的体膜将猎物包裹起来，缓慢地将其消化。

饮食

吃肉时配点蒜营养加倍
肉类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尤其是瘦肉。 维生素 B1 属

于水溶性维生素，在人体内停留的时间短，如果不能及时吸
收，便会随小便排出。大蒜中的大蒜素能和维生素 B1结合产
生蒜硫胺素，可延长维生素 B1在体内的停留时间，提高吸收
率，产生了营养素协同作用。

实验表明，紫皮蒜的营养高于白皮蒜，紫皮独头蒜营养
价值最高。 如果不能适应大蒜的刺激性味道，也可以试着吃
些其它富含大蒜素的食品，如青蒜、洋葱、大葱、小葱、韭菜、
韭黄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喜欢把大蒜制成糖蒜、醋蒜和
腌酱蒜，这会导致大蒜素的损失，还是吃生蒜比较好。 对健康
人群来说，每天吃三瓣蒜刚刚好。

张光成

提示

对于一些水果来说，长得“丑”
的反而口感更好，营养成分也更高。

香蕉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水
果，买回来之后，放上几天就会长出
黑色的斑点。 其实香蕉长斑点并不
是坏了，而是说明果肉熟了。 日本研
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 吃外皮发黑
的香蕉更能排解人体内的毒素。 不
过， 皮黑肉稀已坏的香蕉就千万不
能再吃了。

买哈密瓜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

况：挑一个卖相好的，结果吃起来一
点都不甜，淡而无味。 实际上，挑选
哈密瓜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就是看
瓜皮上面有没有疤痕， 疤痕越老越
甜。

刚买回来的百香果， 表皮还是
很圆润的， 但是放几天就会变得皱
巴巴的，这代表着它已经熟透了。 只
有外壳布满“皱纹”时，里面的果肉
才会更香，果汁味道才更浓郁。

蔡卫卫

发现

视觉最佳时段“早八晚八”
“视觉”这个词听上去很通俗，但其实是一个生理学词

汇，光作用于视觉器官，使其感受细胞兴奋，其信息经视觉神
经系统加工后便产生视觉。 对于我们而言，至少有 80%以上
的外界信息经视觉获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一天当中

“眼神儿”最好的时段有哪些？
研究指出，大脑感觉皮层的休眠活动变化，其实与视觉

增强有关。 换句话说，我们的“眼神儿”并非全部由光线所决
定，同时也得听从大脑这位“指挥官”的安排。 在这次的研究
实验中， 来自德国歌德大学的研究小组连续两天， 在早上 8
点到晚上 11 点的 6 个不同时间点，扫描了 14 名参与实验的
男性的大脑，发现在早 8 点和晚 8 点时，实验者在视觉任务
中的表现最佳，因为在这两个时间点，处理视觉信息的脑区
的休眠活动较弱。 黄岚

现在正是新老土豆交替的季
节， 挑选时要注意以下三点： 看孔
洞。通常新土豆的孔要浅些，老土豆
的孔则要深些， 而翻新并不能改变

土豆身上孔洞的深浅。掐掐肉，如果
有汁液渗出来，就说明土豆是新的。
搓搓皮，新土豆的皮搓搓就能掉。

何丽

看孔洞挑到好土豆

“丑”水果更好吃

生活

巧用粗盐
清洗毛绒玩具
将毛绒玩具装入大塑料袋中， 倒入粗

盐，封紧塑料袋，上下左右来回晃动，不到
一会儿， 就可以看到毛绒玩具的颜色渐渐
鲜亮起来了。 除了毛绒玩具外，其他一些洗
后容易变形走样的毛绒制品都可以用这个
方法来清洗， 如冬天穿的大衣毛领和毛袖
子、车里用的坐垫等。

用剩下的粗盐也不能浪费了， 盐水有
解冻的功能，从冰箱里取出冻肉，若想更快
解冻，可以连同保鲜膜一同放在盐水中。 另
外，在花盆里浇一点盐水，可以让花开得更
鲜艳。 宗河辟谣

不吃主食最容易减肥？
很多减肥的人首先戒掉的是主食，她们觉得主食的热量

高，也没有蛋白质那样有营养，所以减肥应从不吃主食做起。
事实上，这对现在的饮食结构来说，是绝对错误的。

的确，主食没有肉、蛋、奶的营养高，它提供的主要是最
基础的热量，捎带一点植物蛋白和维生素。 同样重量的主食
产生的热量，是同等重量肉类的一半。 如 100 克大米的热量
是 116千卡，100克猪肉的热量却是 346千卡。

有人说：“我吃豆腐总能减肥吧？ ”豆腐也是蛋白质，那也
要看什么样的豆腐。 100 克的鲜豆腐热量是 81 千卡，100 克
豆腐干的热量就是 336 千卡，几乎和猪肉相当了。 从热量上
说， 粮食是比动物类食物或者蛋白质的热量要低得多的食
物。

粮食是保证人体每天热量消耗的必需品。 如果你把主食
戒掉了，人体需要热量时就只能消耗蛋白质。 肌肉就是最大
的蛋白质库，不吃主食的减肥，即便是瘦下来，肌肉也会变得
更加松垮。 这种减肥是达不到塑身效果的，只是单纯的减重。

佟彤

动物

长颈鹿喜欢小团体生活

人工智能 + 计算机视觉技术

菠萝树悦读机器人
受追捧

6月 1日，儿童益智早教行业领先玩具
品牌菠萝树发布菠菠智能悦读机器人，这
款完美融合了人工智能技术、 计算机视觉
技术的早教机器人一经问世就受到了市场
的追捧和青睐。

据了解， 菠菠智能悦读机器人同时具
备了分类绘本伴读、自制和重新演绎绘本、
远程亲子互动、智能机器人对话等功能，不
仅可以陪伴孩子成长， 还可以记录和分享
孩子成长的点滴， 堪称儿童智能机器人领
域里程碑式产品。 胡凯翔

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