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 现

北极“老冰”日渐稀少

德国“北极星”号科考船近日结束约一个
月的征程，船上科考人员说，北极海冰融化速
度超出预期，北极周边地区已难以见到多年前
形成的“老冰”。

科考人员观测了宽约 2500 公里的海冰集
中区。 结果发现，这些海冰多数是形成仅一年
的“新冰”，而且冰层厚度相比以往明显变薄。

正常情况下，北极海域前一年冬季冻结的
冰层在下一年的夏季不会全部融化。而冬季再
次来临后， 新的冰层会重叠在前一年的冰层
上。 多年积累，就形成了厚厚的“老冰”冰层。

德国科学家吕迪格·格德斯说， 气候变化
导致海冰融化速度超出先前预期，夏季融化的
冰层数量超过冬季形成的冰层数量，这导致北
极“老冰”日渐稀少。 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改
变，最晚至本世纪中期，北极的海冰将全部消
失。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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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母是美丽的，许多地方的水族馆里
饲养着各式水母让人观赏，但当海洋里的
水母发疯似地繁殖时，水母就变得不再温
柔，它成了海洋生态灾害的凶手和一道世
界性的难题。

今年 6 月，苏格兰通尼斯核电厂附近
的海域，突然出现了大量水母，这些水母
堵塞海水过滤池， 液体无法进入制冷系
统，两座核反应堆只好紧急关闭。 经当地
渔民出动 3 艘拖捞船对水母连续打捞，两
天后，危机才算过去。

今年 7 月，美国的一个海滩上，也在
一夜之间，铺满了一块块白色的半透明状
的水母。 紧接着，日本、以色列都出现了类
似的情况。 水母大爆发，实际上是一种生
态灾害，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从 2000年开始， 原来 40年一次的水
母大爆发， 变成年年在世界各地发生，今
年 6 月以来，这种情况更加恶化。 美国科
学基金会研究小组称， 全球至少有 14 片
海域常常发生水母大爆发， 其中包括黑
海、地中海、美国夏威夷沿岸、墨西哥湾、
日本海等。 我国近海也是水母灾害的重灾
区。

全世界有 1400 种水母， 已知的大型
水母就有 250 多种，而影响近海生态安全
都有哪些水母？ 这是首先要弄清的问题。

但是，对野生环境下的水母进行跟踪
观测并不容易。 现在，仪器能探测 4000米
深海的鱼， 但对水下的水母却无计可施。
这是因为水母整个身体 95%是水，加上它
是半透明的，用光学很难看到，用声学，如
探鱼仪、声呐也很难探测到。

水母的爆发，有些地方可能是过度捕
捞令水母天敌减少所致，但从全世界范围
来说，一些地区并没有过度捕捞，如白令

海地区，气候很冷，并不是渔业资源发达
的地区，也存在着水母爆发的迹象。

在偌大的海洋，鱼类生存在食物链的
上层，亿万年来，鱼类从来没有输给水母，
为什么现在出现大逆转。

不同的水母， 有不同的生殖方式，有
些还可以以足囊生殖，像沙海蜇的水螅体
沉入海底后，可以在附作物上移动，移动
的同时，它们可留下一些组织，研究人员
称为足囊。 而这些足囊可以繁殖出更多的
水螅体，这种自我复制，无性繁殖的方式，
足以让最初的十万个受精卵，最后演变成
几十亿个水螅体。 当水螅体进一步长大，
一摞叠状的小水母， 就会一个个分裂出

来，最终的数量会达到数百亿。 水母有如
此变态的繁殖方式，也许是水母爆发的一
个原因。 研究人员还发现，水母的水螅体
不仅数量庞大，它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休眠。 当外界条件不适合，它们可以休眠
40 年到 60 年，一旦时机成熟，它们就开始
活动。

研究人员认为， 人类社会急速发展，
产生大量的工业和生活垃圾，排污导致海
洋过剩的营养越来越多，如此一来，藻类
植物泛滥，赤潮、浒苔大行其道，于是，藻
类植物为浮游生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浮
游生物大量繁殖， 以浮游生物为食的水
母，便开始横行霸道。 （据《羊城晚报》）

1915年， 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发表了
他的代表作《海陆的起源》，他从地理、地质、
古生物、古气候等方面证实了大陆漂移现象
的存在。这在科学界轰动一时。但没过多久，
大陆漂移说就沉寂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
学家无法准确解释为什么大陆会漂移，即驱
动大陆漂移的力量来自哪里。

魏格纳曾经根据大陆漂移的方向性
特点，提出了两种可能的驱动力—地球自
转的离心力和潮汐摩擦力。但是反对者认
为，这两种力很小，实在不足以驱使体积
巨大的大陆进行漂移。 后来，英国地质学
家霍姆斯提出了地幔对流说，但这个说法
曲高和寡，当时没有受到重视。 20世纪 70
年代， 为了解决板块运动的动力来源，地
幔对流说又活跃了起来。地幔对流说认为
来自地球内部的物质循环是板块运动的
机制，一个形象比喻是烧开水：地幔由高

温的热物质组成，由于地幔的密度、温度
存在差异，导致地幔发生流动。 深部的高
温物质，上升到软流圈顶部时，改为向水
平方向运动。 随着温度降低，这些物质受
重力作用，又下沉回到地幔深部，于是在
地幔内部形成对流环。地幔上升处形成洋
中脊扩张，地幔平流时拖拽板块使其作大
规模缓慢的水平运动，地幔下降处则导致
板块的俯冲、碰撞。不过，科学家对地幔对
流的形式存有各种见解，有的认为地幔对
流是从核幔边界开始上升到软流圈顶部，
从而形成全地幔对流；有的认为上下地幔
分别形成对流环。

总之， 板块的运动机制尚无圆满的解
释。除了占主流的地幔对流说外，科学家们
还提出了地幔柱说、超级地幔柱说、涌流构
造说等来解释板块运动的动力之源， 所有
的这些学说都有待验证。（据《科学世界》）

前 沿

美国科学家近日发现，在月球上有大量钛铁
矿。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人类将在月球上开采这
种稀缺的矿产资源。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两名学者发现， 一张
新的月球地图显示，月球上有大量的钛铁矿资源，
能够从中提炼高纯度的钛， 其储藏量超过地球上
的 10倍。

研究人员表示，人类用肉眼看月球，会觉得它
表面都是灰色的。而用精确的仪器观测会发现，月
球表面还呈现出部分红色和蓝色。 这些颜色成为
分析月球表面物质的重要依据， 证明月球上有大
量的钛铁和铅矿资源。研究人员认为，不排除人类
将来把月球作为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地的可能性，
有朝一日，矿工可能登上月球开采资源。

其实，钛在地球岩层中的总量并不低，但分布
过于分散，开采、冶炼难度较大。 而月球钛矿中的
钛含量则高出不少。这幅全新月球彩图显示，在月
球面对地球的一侧， 钛矿矿床中含钛矿石更为集
中，占矿石重量比为 1%至 10%不等。

钛的坚硬程度与钢相仿，但重量却是其一半。
钛可塑性强， 借助控制钛中的杂质含量或者添加
其他合金元素，可以使钛具备不同的机械性能。由
于其重要性和冶炼工艺非常复杂， 因此高纯度的
钛的价格是钢的 10倍还多。另外，钛及其氧化物、
合金产品是重要的涂料、 新型结构材料、 防腐材
料，在航天、军工、化工方面应用广泛。

（据《信息时报》）

月球或成未来采矿场

图中红色区域为钛铁矿储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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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秋季腹泻预防
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 3科 吴美玲

炎热的夏季已经过去，凉爽的秋天正在来
临。 夏秋之际是婴幼儿腹泻的多发季节。 腹泻
是一组多病原多因素引起的常见疾病，严重危
害婴幼儿的健康。

预防秋季腹泻的措施：应培养小儿良好的
卫生习惯，做到饭前便后要洗手，对餐具、便器、
玩具等应经常消毒，防止病从口入。 婴儿应尽
可能予以母乳喂养，因为母乳中含有抗体性保
护，对婴儿有较大的保护作用，并尽量避免夏
季断奶。 在幼托机构要注意腹泻患儿的隔离，
避免交叉感染。 避免过食或喂富含脂肪的食
物。 加强小儿体格锻炼，增强小儿体质。

乘车时不宜阅读
湖南省儿童医院眼科 何容

不少人喜欢坐车时看书报，这是一种不
好的习惯。

看固定物体时，人眼睛睫状体肌的收缩
和伸张能保持相对稳定， 眼睛也不易疲劳。
乘车阅读，随车的颠簸、摇晃，书报与眼睛的
距离、方位变化不定,睫状体被迫不停地进行
调节，极易致眼疲劳。

无论何时，车内光线均不适宜阅读。 随着

外界光线变化，眼睛所受的光刺激时强时弱，
此时眼睛会高度紧张、不断进行调节，从而处
于疲劳状态。 若长时间得不到缓解，会打乱眼
睛的正常调节，出现视力减退、散光、近视等
症状。

添加辅食技巧多
湖南省儿童医院呼吸 2科 丁芬

为了适应婴儿生长的需要，必须及时添加
辅食。

一般来讲，宝宝从四个月开始，除了母乳
或牛奶， 还要逐步给宝宝添加一些蔬菜泥、苹
果泥、香蕉泥等。宝宝出生 4个多月后，需要添
加一些含铁、钙、维生素丰富的食物。 宝宝 10
个月时可以完全断奶（母乳）了，饮食也大部分
固定为早、中、晚三餐，并由稀饭过渡到稠粥、
软饭，由肉泥过渡到碎肉，由菜泥过渡到碎菜，
到快一岁时，可训练宝宝自己吃饭，以满足宝
宝生长发展的需要。

辅食添加要点：从单一到多样，从少到多，
从稀到稠，从简单到复杂，从软到稍硬。

彗星或为地球
海水主要来源

地球上的海水到底来自何方，科学界始终
未有定论。 美国航天局日前发表公报称，天文
学家的最新观测显示，彗星可能是地球海水的
主要来源之一。

天文学家过去认为，地球海水来自彗星的
数量不会超过 10％。 在新研究中， 德国马克
斯·普朗克太阳系研究所、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等机构研究人员，利用欧洲航天局“赫歇尔”太
空望远镜携带的红外仪器发现，彗星“哈特利
２”上的冰与地球海水中氚和氢的比例极为近
似，这一发现可能推翻此前有关地球上彗星水
数量的估计。

研究人员表示，新发现意味着，海水最多
有 10％来自彗星的说法不正确，从理论上讲，
所有海水都有可能来自彗星。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