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经常乘坐高铁的乘客或许会困
惑，高铁座位有 A、B、C、D、F 等座位，但没
有 E 号座，这是为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
下飞机上坐席号的排序方式。原来，在早期
飞机座位的排序上，国际有这样的惯例：A、
F 代表靠窗的座位，C、D 代表靠走道的座
位，B、E 则代表中间的座位。 现在大部分的
飞机都是单走道，一排 6 个座位，因此飞机
上的坐席号就是从 A 到 F 依次排下来的。

为了与国际接轨， 我国的高铁在坐席
号的排序上也模仿了飞机的排序方式。 不
过， 我国高铁二等座车厢的座位排列是
“3+2”的形式，也就是一排只有 5 个座位，
所以，坐席号的排序也就变成了 ABC/DF，
即 A（靠窗座）、B(中间座)、C（靠走道座）、D
（靠走道座）、F（靠窗座）。

同理， 我国高铁一等座车厢的座位是
“2+2”的形式，因此座席号依次为 AC/DF，
没有 B 座和 E 座。如此一来，乘客拿到火车
票后，只需要看一看票面上的座位号码，就
能知道自己坐在什么位置了。 徐风

听歌“上瘾”是耳虫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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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当你单曲循
环一首歌很长时间， 会发现关掉音响
后， 这首歌的旋律还是会回旋在脑海
中，甚至跟随你一天。

其实， 这是耳虫现象。“耳虫”
（earworm） 是从德文 Ohrwurm 直译过
来的。这个词把“爬进”脑中的音乐形象
地比喻成一只虫。 而有研究者也把“耳
虫”引起的这种感觉叫“认知瘙痒”，让
人忍不住想去“挠”（回想）它。

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这种脑子里
满是一首歌的旋律， 在脑中不断重复，
嘴里不由自主地哼出来的情况。根据国
际音乐理解与认知大会的数据，91%的
人每星期都会至少有一次的“耳虫上
脑”经历，其中又有四分之一的人每天
都有，每次时间一般会持续八秒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乐曲都会是这
样，决定一首乐曲“洗脑指数”的关键因

素是它的结构，也可以理解为人们所说
的“上口”的乐曲。不可否认，那些简单、
重复的曲调更容易被大众传播，多听几
遍就能哼唱起来。瑞士卢塞恩大学应用
科学与艺术系的研究人员就曾做过这
样的实验， 他们分析了 50 多首流行歌
曲，被不同人提到三次以上的曲调被认
定为“耳虫”。 结果发现，耳虫曲调中的
音符节拍通常较长、音程较小，意思就
是说拥有这两个特点的乐曲难度低，一
般人都容易对这种曲调熟悉。研究还发
现，人在疲惫、压力大或是愣神儿的时
候容易脑子里唱歌， 平日比较神经质、
有轻度强迫症的人更容易耳虫上脑，持
续时间也更长。

当脑中反复出现的歌曲或旋律不
合时宜时，人们会觉得这首歌曲就像病
毒一样侵袭着耳朵，让人感到更烦躁的
是，越想摆脱它，旋律好像反而响得越

欢了。 对于这种现象，正是顺应了心理
学上的“自我控制的逆效应”，你越注意
到它， 它给人心理带来的厌烦越严重。
还有人甚至觉得自己患上了“强迫症”，
其实这种想法也是过分担心，“耳虫”是
一种生理学现象，这种现象是正常还是
病态，取决于它会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生
活。

想要摆脱“耳虫”的困扰该怎么办
呢？有两个方法不妨尝试一下。第一是
放任其消失。 当“耳虫”出现的时候，不
听不理会，适度远离，与其抓狂不如任
其自然慢慢消失。 第二个方法是转移
注意力，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数学题，或
者思考一些简单问题，占领大脑空间。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反复听整首耳虫
歌，因为耳虫的旋律一般都只是音乐中
的一小段，听整首乐曲反而会减轻耳虫
效应。 周子毅

圆明园沉睡百年古莲“复活”盛开
最 近 ，

圆明园一项
“奇观”吸引
游客蜂拥而
至。 圆明园
考古出土的
古莲子在圆
明园荷花基
地 首 次 盛
开。 至于古
莲为何还会
开花？ 圆明
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古莲子之所以历经百年仍能萌芽、生根、开
花，一方面因为它一直被埋在温度低、湿度小、少微生物干扰的
泥炭土中，不具有生根发芽的条件；另一方面古莲子的外面有一
层硬壳， 防止水分和空气内渗和外泄。 在莲子里还有一个小气
室，里面大约存贮着 0.2 立方毫米的空气，可以维持古莲子生命。
古莲子所含的水分也极少，只有 12%。 在这种干燥、低温和密闭
的条件下，古莲子长期休眠，新陈代谢几乎停止。 而一旦遇到适
宜的环境，古莲子便能萌发。 池梦蕊

古人重温故，官事幸有间。 乃知读书勤，
其乐固无限。

少而干禄利，老用忘忧患。 有知物贵久，
至宝见百链。

———宋·欧阳修《读书》
在这首欧阳修所写《读书》诗中，我们可

以了解宋人并不仅仅将读书作为仕途的敲门
砖，而是以读书为乐，将阅读作为精神不断汲
取源头的活水，生命之气不断丰融的过程，方
方面面的知识皆有取后的淹博之境令他们享
受到生命有所悟解的己道合一之乐， 并将之
视为无物可以替代的至乐。

读书可以调节人的心理， 对心理性疾病
的治疗效果是确切的。 与书交朋友，进入书中
的角色，就会达到忘我、忘物的境界，任何烦
恼、不快、牢骚、无奈都会云消雾散。 在读书中
收获兴奋、快乐、舒展和好心情，对身心健康
的好处自然是无穷的。 著名学者梁启超把书
的这些作用概括为四点，即熏陶、动情、感悟、
超脱提升， 好的书籍犹如一名技艺高超的心
理医生， 在人阅读的过程中通过精神———神
经———血管———内分泌通路的协调， 使血液
循环、新陈代谢的功能不断得到加强。 人与书
中情节的共鸣，可以产生认知趋同、意志振奋
的效果。

刘欣

书者，舒也
诗词中的养生之道

近来气温高、雨水多，闷热潮湿的天气使
细菌容易繁殖，肠道疾病高发。市民要把好病
从口入关，不到卫生状况差的餐馆、路边摊就
餐；不要一次进食大量的冷饮，生吃瓜果要削
皮，用流水多清洗几遍；凉菜、卤菜等最好现
做现吃，吃剩的食物应及时放进冰箱，且储存
时间不宜过长，食用前充分加热。

很多急性肠胃炎患者出现腹泻后马上服
用止泻药，这是一个误区。腹泻是人体自我保
护的方法，可以排出体内的毒素、病原体等。
过早服用止泻药会把病邪关在体内， 反而容
易加重病情、延长病程。急性胃肠炎患者应注
意休息，多喝温开水，若腹泻严重或一段时间
后症状不缓解，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彭放

微运动 1小时，
大脑年轻 1.1岁
众所周知，经常运动有助延年益寿。而

近日，美国一项新研究又给“喜静不好动”
的“蛰居族”带来了好消息———即便是低强
度的“微运动”也有益身心健康，这种运动
多 1 个小时，大脑就会年轻 1 岁多。

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研究小组对
2300 多名平均年龄 53 岁、 无运动习惯的
男女参试者进行追踪调查， 给参试者长期
佩戴可监测活动量的仪器。结果发现，每天
多 1 小时低强度运动者罹患心脏病、 糖尿
病和癌症等疾病的几率明显更小， 他们的
大脑体积也更大， 长期坚持者大脑衰老进
程平均延迟 1.1 年。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 2018 年美国运动
指南指出， 每周至少 150 分钟中等至高等
强度运动最有益健康， 但如果做不到的话
也不要灰心， 因为任何强度的运动都比不
运动好。“微运动” 就是指时间在 5~10 分
钟，以站立、做简单的体操等方式为主的轻
度运动，它也属于健康的生活方式，持之以
恒，大脑衰老自然会减慢。 金也

又到了酷暑难耐的季节，清
爽可口的西瓜成了夏季的“标
配”。 通过拍击西瓜听声音，真的
能判定西瓜的成熟度吗？ 这个看
似简单的方式，又有怎样的原理？

具体来讲， 西瓜的结构分为
瓜皮和瓜瓤。 在西瓜成熟过程
中，瓜皮的硬度和弹性模量发生
变化，也就是果肉成熟的瓜皮弹
性更大，拍打起来会有轻微的回
弹感。 此外，瓜瓤在纤维素酶的
作用下， 内部纤维素被降解，西
瓜的含糖量和自身结构也产生
了变化， 敲击声自然会有不同。
将西瓜视为一个具有弹性的多
层结构球体，当人们敲击西瓜振
动发声后，分析产生的音波信号
可得出以下结果：未熟果在拍打
的时候， 其音波振幅达到最大，
随后急剧衰减，呈不规则的衰减

波形。 而适熟果和过熟果的最大
振幅出现在拍打之后的某一时
刻， 其波形上下对称， 呈有规律
的衰减。 而音波的具象化体现就
是振动和回声，所以敲击时声音
较清脆的是生瓜，敲击声相对沉
闷的是熟瓜。

简单来讲， 生西瓜果肉密度
较高，敲起来声音发脆，熟西瓜果
肉密度相对较低， 敲起来就比较
闷， 并且西瓜被敲击后发生的振
动频率， 处于人耳能够感知和分
辨的范围内。 因此， 在购买西瓜
时，轻轻拍打不同的西瓜，就能听
出不同声音。 当拍打西瓜发出“当
当”清脆响声，有可能是生瓜，发
出混浊、沉重“嘭嘭”响声的可能
是熟瓜，发出“噗噗”响声的有可
能是熟过头了的瓜。

张志昊

趣识

植物也会“打喷嚏”
传播疾病

喷嚏的飞沫是流感等疾病在人群中传
播的重要载体。 而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一
些植物叶片上也会飞出微小水滴，将病原
体传播给附近的植物，就像打喷嚏一样。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研究人员在受真菌
感染发生叶锈病的小麦上观察到了这种现
象。 携带真菌孢子的微小水滴从叶片上自
动飞起，最远可达 5 毫米，足以摆脱叶片表
面空气层的束缚， 在微风作用下飞散到其
他植物上。

据研究人员介绍， 这种现象是流体力
学作用导致的，两个水滴融合时，表面张力
减小，一部分表面能会转化为动能，将水滴

“弹射”出去。 但该现象只会发生在疏水性
非常高的表面上，小麦叶片正是如此。 如
果叶片受到感染，病原体就可能附着在水
滴上传播。 摘自新华网

新知

高铁 E号座去哪儿了

防范夏日常见病

腹泻不要马上吃止泻药

自然拍西瓜辨成熟度的原理
解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