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名伏案工作的上班族， 你是否担
心自己体重渐长？ 英国研究人员建议不妨从
坐着办公改为站立办公，因为这样有助减肥、
改善血液循环。

研究显示， 如果每天站立办公 3 小时，
可以消耗 144 卡路里， 一年下来可以减掉
3.6 千克赘肉。 英国一些企业已经把传统办
公桌换成可调节高度的办公桌，方便员工站
立办公。 除了有益员工健康，这样做还有助
提高工作效率。

（据新华社 2013.1.11）

餐具颜色影响味觉
英国最新研究显示：不同颜色的餐具会

影响人们对食物的感受，鲜艳的色彩如橙色
可以让饮品更美味，更具诱惑力。

研究人员对 57名志愿者展开调查。 他
们让这些人品尝口味相同但放在不同颜色
杯子里的热巧克力。 之后，他们要对饮品的
甜度、味道，以及他们的喜爱程度按照 1 到
10的等级打分。 结果发现，橙色和淡黄色杯
子里的热巧克力得分更高。

餐具颜色和食物的品质一起作用于大
脑，从而产生对味道好坏的感受。 该研究负责
人查尔斯·斯宾斯教授说，要提升食物的味道，
应选择不同的色彩。 例如，用蓝色的杯子喝饮
料时，人们会觉得饮品更加清冽，解渴的效果
更好。 白色的餐具更能突出食物的甜味，所以
吃草莓蛋糕的时候， 白色的盘子就更胜一筹，
这也就是吃甜点时通常选择白色盘子的缘故。

（摘自《生命时报》2013.1.15）

新知台

多喝点牛奶，你将来有可能提名诺贝尔
奖！ 最新研究显示，消费牛奶以及奶制品越
多的国家，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也就越多。

此前科学家曾证实巧克力中的类黄酮有
助于提升脑力。 因为很多西方国家的人经常
把牛奶和巧克力一起喝，因此科学家推测，除
了巧克力之外， 牛奶也许也有提升脑力的作
用。

为此， 科学家们查询了联合国粮农组织
的数据发现，22个国家中，瑞典是平均每人牛

奶消费量最多的国家， 每人的年消费量约为
340公斤。而瑞典也是平均每千万人口获得诺
贝尔奖数量最多的国家。 数据显示，中国获诺
贝尔奖的人数是最少的，而在 22个国家中，平
均每人牛奶饮用量也是最低的， 一年仅有 25
公斤。

研究人员指出， 牛奶与诺贝尔奖有关，
是因为牛奶富含维他命 D，而且与巧克力配
合一起喝之后更加能提升脑力。

（摘自《中国日报》2013.1.17）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蜗牛唾液可能含有抗
氧化剂，对人类皮肤有再生效果，这项由马德
里自治大学科学家进行的研究表明： 蜗牛唾
液有望用于使受损皮肤组织再生的治疗中。

一种属于大蜗牛科的蜗牛成为处理外部
有害刺激物的关键， 因为它分泌一种富含高
低分子量蛋白质、 透明质酸和抗氧化剂的物
质。 这种奇特分泌物可能刺激人类角质细胞
和纤维母细胞的增殖、 迁移、 附着力和存活
率。

从史前时期以来， 中东和欧洲就有人吃
这种来自大蜗牛科家族的蜗牛。 它们属于软
体动物，靠肺一样的囊呼吸。

（摘自《曲靖日报》2013.1.5）

万花筒

日本研究人员利用新开发的冷冻保存技
术，在虹鳟体内培养出山女鳟的精子和卵子，
并且利用这些精子和卵子繁殖出了山女鳟。

东京海洋大学的研究人员向山女鳟的精
巢注入保存液，然后用液氮冷冻。 约两个月后
解冻，从中提取出能演变成精子的精原细胞，
将其注入虹鳟幼鱼的精巢和卵巢内。 随着虹
鳟幼鱼的生长， 雄虹鳟的精巢内出现了山女
鳟的精子， 雌虹鳟的卵巢内出现了山女鳟的
卵子。 研究人员对精子和卵子进行了人工受
精，成功繁育出了山女鳟。 此外，他们借助于
同样的技术，用虹鳟和白点鲑的冷冻精巢，分
别借对方之腹，取得了成功。

这项“借腹生鱼”技术有望使永久保存濒
危物种成为可能。

（摘自《福州晚报》2013.1.16）

前 沿

“借腹生鱼”技术
有望保存濒危物种

鱼儿没有痛感
美国最新研究显示：鱼类并没有痛感。
研究人员将蜂刺插入彩虹鳟鱼下颌，部

分蜂毒或醋酸被注射进入其体内， 同等数
量的上述物质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痛楚，但
是彩虹鳟鱼却没有什么反应。 即使刚刚接
受过“外科手术”，它也能在术后几分钟内
恢复正常活动。

对于鱼类没有痛感的原因， 研究者罗斯
解释称， 这可能是因为鱼类没有能够感受痛
感的大脑系统或者其神经细胞里缺少足够的
感应器。

（摘自《蓝色快报》20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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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天堂鸟， 或许你脑海
里会出现一只尾羽超华丽的优
雅小鸟。 但有种萨克森王天堂
鸟， 脑袋上长了两根超长的羽
毛。另外，这鸟的叫声有时像蝉
叫，有时像猴子叫，但就是不像
鸟叫……叫的时候， 头上的两
根羽毛还会一抖一抖的。
（摘自《深圳晚报》2013.1.14）

图 吧

它像猴子
一样叫

湖 南 省 科 技 厅
湖南省科普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办

据《科技日报》2013 年 1 月 15 日报道：
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旅
游的需求日益增加， 长假期间甚至出现了华
山数万人滞留，丽江上万名游客找不到住处，
西湖见人不见桥的场景。 这样的旅游经历是
不是会让你望而却步？其实大可不必，因为随
着智慧旅游的建设和发展， 旅游将会变得越
来越有“智慧”。

一种全新的旅游形态
“智慧旅游”是一种以物联网、云计算、下

一代通信网络、高性能信息处理、智能数据挖
掘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旅游体验、产业发
展、行政管理等方面，服务于公众、企业、政府
等的全新的旅游形态。

智慧旅游的建设， 可以使游客通过信息
技术，及时准确地获取旅游信息、进行旅游计
划决策、预定支付旅游产品、享受旅游和回顾
评价，从而感受到旅游服务的智慧。智慧旅游
不仅会惠及游客本身， 更会对旅游的营销和
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2012 年， 国家旅游局公布北京颐和园、
四川峨眉山等 22家景区为“全国智慧旅游景
区试点单位”。此前，北京等 18个城市已经被
确定为首批“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 在这
些措施的推动下， 各省市开始纷纷践行智慧
旅游的设想。

还处于一种探索阶段
智慧景区的建设，与传统的景区相比，

一方面是开发一些手机的应用， 或者是通
过互联网或 GPS 提供相关的信息。 另一方
面就是设立景区内部的电子门票系统、监
控管理系统、电子导览自助、电子巡更系统
等。除此之外，设立一些游客互动体验的设
施。

不同地区的智慧旅游呈现出不同的面
貌， 相应的推进智慧旅游发展的措施也呈现
出多元化的特点。 比如在北京，3星级以上饭
店、A 级以上景区已开通无线宽带网和装配
旅游信息触摸屏，同时已有 140 家 A 级景区
试行了“电子门票”。 扬州则推出了全国首个

区域性“一站式”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只要登
录此平台，就可了解扬州“吃住行游购娱”所
有旅游资讯。

不过， 目前智慧旅游的发展还处于一种
探索的阶段， 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能够应用于
所有地方的模式。

智慧旅游需多方努力
智慧旅游是旅游和互联网的深度结合，

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但是智慧旅游的发展
也存在一些问题： 有些地区的智慧旅游建设
过度追求高端的技术、宏大的规模；有的则注
重的是营销方面的信息化， 而在景区的运营
上有所欠缺。

智慧旅游不是单靠某一方面的力量就可
以实现的，它需要多方的努力。 首先，政府需
要完善信息化的设施建设；同时，企业要发挥
应有的作用；除此之外，游客本身也是智慧旅
游建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游客及时地
在各个网站上交流自己的旅游感受， 对旅游
行业也会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

你的旅游够智慧吗？

蜗牛有助于
人类皮肤再生

发 现

多喝牛奶或得诺贝尔奖
趣 闻

农历十二月
为何又叫“腊月”

1 月 12 日，步入了农历十二月，也就是
俗称的“腊月”。 那么，农历十二月为何又叫

“腊月”呢？
十二月为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份， 俗称为

岁尾，有腊冬、残冬、穷冬、腊月、冰月、余月、
极月、清祀、冬素、大吕等 30多种称呼。其中，
人们最熟悉和熟知的当属“腊月”。

之所以叫“腊月”，是因为“腊”是古代祭
祀祖先和百神的“祭”名，有“冬至后三戌祭百
神”之说，即每逢冬至后的第三个纪日干支中
含有地支“戌”的日子，南北朝时期固定在十
二月初八，先民都要猎杀禽兽举行大祭活动，
拜神敬祖，以祈福求寿，避灾迎祥。 这种祭奠
仪式称为“猎祭”。因“腊”与“猎”通假，“猎祭”
遂写成了“腊祭”，因而年终的十二月被叫做
腊月。 此风俗起源于秦汉时期，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下令制定历法，将冬末
初春新旧交替的十二月称为“腊月”，十二月
初八叫“腊日”。

（据新华社 2013.1.11）

南非贫民窟
竖高科技棚屋

博 览

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的研发人员最近发
明了一种高科技改良棚屋， 旨在缓解本国及
周边地区的贫困状况。

高科技棚屋是利用现代手法改造古老设
计的高新技术成果， 这种改良版棚屋不仅结
构稳固，还配备有足够的太阳能集热板。 白天
吸取的太阳能将用于夜间灯光照明， 或为手
机等重要设备充电。 窗户的安装能改善屋内
空气流通，屋顶也设计成斜面以便收集雨水；
墙壁是用再生材料制成的； 用砖铺的地板有
利于保持屋内恒温， 阻燃涂料又可以降低发
生火灾的风险。

（摘自《深圳晚报》2013.1.10）

英国流行站着办公

2012年
全球第九热年份

美国航天局戈达德航天研究所近日发表
研究报告称，刚刚过去的 2012 年是该组织自
1880 年开始纪录全球气温以来的第九热年
份，全球变暖的长期趋势仍在持续。

全球 2012 年的平均气温为 14.6 摄氏
度， 比 20 世纪中期的基准气温高 0.6 摄氏
度，比 1880 年的气温高 0.8 摄氏度，而有纪
录以来的全球十大最热年份除 1998 年外
均在本世纪，其中 2010 年和 2005 年并列全
球最热年份。

（摘自《毕节日报》2013.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