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天不少人喜欢穿白色的衣服， 不吸收光线，而
且凉爽好看。 但是白衣服穿久了容易有黑斑，这时该
怎么办？

只需在清洗时取鲜姜 100 克，洗净捣烂，放在锅
内加 500克水煮沸。 10分钟后倒入洗衣盆内，浸泡白
衣服 10分钟，再反复揉搓几遍，黑斑即可消除。

（摘自《生命时报》5.21）

白衣服黑斑用生姜洗
生 活

“坐飞机受强辐射”
无科学根据

近日一帖子称：坐一次飞机受的辐射量相当于做
10次胸透。 这一说法引起人们的恐慌。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航空医学系副主任唐历
华介绍，按现在的研究来看，坐飞机的辐射是按照小
时计算的，而一般的医学检查是按次来计算。 平时做
的 X射线心肺检查一次基本上是 0.2msv左右， 而航
空飞行一般是每小时 0.005msv。即便飞行 10小时，也
远远比做一次 X射线检查的辐射要低得多。

空乘吸收的辐射量比在地面的人要多。 所以有这
样的标准，一般人员包括旅客，每年所规定的吸收的辐
射量不大于 5msv；作为 X射线的专业人员，他们每年
吸收的辐射量不能超过 50msv； 而对于飞行员或者是
空乘来说，他们只要不超过 20msv都算是正常的。

如果乘坐飞机每个小时辐射是 0.005msv，每年辐
射量最高标准是 5msv的话， 需要飞 1000 个小时，而
一个飞行员每年的飞行时间才是 1000 小时， 普通人
根本达不到这个小时数。 所以，坐一次飞机的辐射量
相当于 10次胸透，是毫无根据的说法。

（摘自《滨海时报》5.22）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儿时的性格
脾气会影响一生。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研究人员
发现，孩子 7 岁时的数学和阅读技能会影响到
他们今后是否能获得事业的成功。

研究者选取了 1.7 万多人为对象，进行了
长达 50多年的跟踪调查。结果发现，如果孩子
在 7岁左右时数学和阅读技能方面非常出众，
那么他们在成年后拥有较高的收入、较好的住
房条件和较好的工作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如
果儿童在 7 岁时的阅读能力提高了一个档次，
那么他们在 42 岁时的收入就会增加 5000 英
镑。 即使将家庭环境、教育方式等因素考虑进
来，这样的关联依然存在。

（摘自《生命时报》5.21） 近日，美国一研究小组研制出世界
上第一个机器人园丁，可以根据日照情
况顶着盆栽在房间里移动，让它们在一
天之中始终享受到阳光。

这款机器人名为 IndaPlant，采用阳
光传感器，会根据日照情况在房间里移
动。 此外，科学家还编写了与移动有关

的程序， 让它们在移动过程中避开障
碍。 IndaPlant 还与水分传感器相连，能
够在植物水分低于确定水平时拉响警
报，提醒主人浇水。 在顶着盆栽享受阳
光的同时，IndaPlant 也利用太阳能发
电，为马达充电。

（摘自《科技日报》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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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光明日报》5 月 21 日报道： 从 4
月底至今，我国南方已经发生了四次强降
水天气过程，并呈现出降水范围大、降水
量大的特征。 于是，很多人会产生这样的
疑问：往年汛期前发生强降雨一般在 5 月
中下旬至 6 月上旬，今年却发生早、强度
大、来势猛，而且一轮接一轮，这是否与特
殊的大气环流形势有关？

南海季风偏早暴发是诱因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监测室研究员柳

艳菊介绍，近期我国南方的这种气候状况
与南海夏季风暴发时间偏早有关。“活跃
的南海季风加上中纬度地区冷空气的影
响，使强烈的暖湿气候与冷空气交汇导致
突发性强降雨，因此南方降雨来得较早。 ”

南海季风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个陌生
的名词，却是决定我国汛期降水的重要原
因。 据柳艳菊介绍，季节转换后，西南季风
在南海地区稳定地建立，形成了南海夏季
风。 南海季风的暴发、活跃和中断，对我国
天气气候影响较大。“其暴发相当于从印
度洋经印度半岛、孟加拉湾、中南半岛以
及南海一直到我国中东部地区的水汽通
道已打开，即我国雨季的开始。 在南海季
风暴发后的一到两周内，丰沛的水汽使我
国西南、华南、江南地区多降水发生。 ”

“南方多雨北方干热”是否异常
从目前的天气状况来看，南方降水频

繁，东北要比华南干热，北京更是一个春
天没下一场像样的雨———这样的天气是

否有些异常？
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何立富

认为正常。“从我国的气候状况来说，目前
正是南海季风暴发的季节，江南、华南进
入雨季，而北方地区则处在春夏交替的时
间。 只是今年南方地区的强降雨出现早而
强度比较大。 ”

来自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数据显示，
我国北方的降水可能会较常年偏多，防汛
工作不容忽视。“在我国，汛期主要指 5月
至 9 月， 但由于各地雨季开始的时间不
同，主汛期也有时间上的差别。 一般来讲，
随着雨季从南向北推进，主汛期时间也由
南向北依次开始。 ”柳艳菊介绍说。

南方强降雨怎轮番登场？
关 注

动物缘

令很多人感到奇怪的是：世界各国不同的
语言对于不同的东西都有不同的称呼，唯独对
于母亲都叫“妈妈”，而“爸爸”这个发音在不同
的语言中也很普遍。

根据俄罗斯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的观
点，“妈妈”和“爸爸”的发音来自于婴儿尚未成
熟的语言能力和牙牙学语的习惯。他认为，婴儿
自出生之日起就会发音：他们开始只会哭，这个
哭声就是一个单独的元音 /a/； 随着婴儿的成
长，他们会逐步尝试发更多的音，其中元音和辅
音最容易的组合就是 /ma/、/pa/ 或者 /ba/，也
就是类似汉语中“妈”和“爸”的发音，重复发音
就是“妈妈”和“爸爸”。 雅各布森还进一步解释
了婴儿为什么会先于“爸爸”中的辅音 /b/� 发
出“妈妈”的发音中的辅音 /m/，这是因为婴儿
发 /m/这个音更容易。

（摘自《成都日报》5.15）

新知台

为何婴儿都会叫“妈妈”
2005年以

来， 乌克兰木
匠瓦莱利达内
师雕刻制造了
许多工艺精美
的 纯 手 工 手
表。 这些手表
除了一根弹簧
是金属外，其
他零件全都是
木制的。

达内师通
常用桦木作为
制 表 的 原 材
料， 因为桦木
的强度和韧度都比较大。 不过，他有时也会选用刺柏和竹子，因为每种木材
会使他的手表呈现出不同的外观。这些手表不但外观精美，而且功能也很强
大，每天的误差不会超过五分钟。

（摘自《中国日报》5.23）

前 沿
机器人园丁

图 吧

发 现

“7岁看老”有道理

美国的可尔斯克公司日前推出了
一款创意恒温酒塞， 其外形如冰柱，插
入酒瓶后可达到最佳酒温，并持续保持
恒温。

此款恒温冰柱酒塞适于颈长 9 英
寸（约合 22.8 厘米）的酒瓶，在使用前，
这一铝制器具所包含的热凝胶至少要

冷冻 90分钟。 如果压紧密封好，能防止
啤酒溢出。 直到最后一口，都能持续冰
镇啤酒。

来自可尔斯克公司的金姆·米勒称：
“创造这一恒温酒塞的初衷，是因为再也
没有比喝温热啤酒更糟糕的事情了。 ”

（据新华社 5.24）

恒温酒塞

博 览

鱼的鼻子也有“左撇子”
如同人有“左撇子”一样，鱼也有类似“左撇子”的

鼻子。 研究发现，斑马鱼发挥嗅觉作用的主要是左鼻
子。

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学研究人员在实验中观察到，
斑马鱼从出生 3 个月开始，能够使新生神经细胞拥有
嗅觉功能的“Myt1”基因在左脑中发挥的作用要远远
超过右脑。 在出生 5 个月的斑马鱼脑内，左脑和右脑
中“Myt1”基因的功能有 6倍的差距。研究人员堵住斑
马鱼的左鼻后，它就不再朝着散发它喜欢气味的方向
游动，从而证明是左鼻负责分辨气味。

如果堵住斑马鱼左鼻，并使其右脑的“Myt1”基因
活跃发挥作用，一星期后，右鼻就变成了好用的鼻子。
研究小组认为，这说明成年后神经细胞也能够获得新
生，并且恢复失去的功能，这将有助于为残疾人开发
相关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方案。

（据新华社 5.20）

“全木”手表

外国一公司最新推出新型牙刷产
品，其内置了咖啡香料块，当人们清晨
刷牙时能够将咖啡送递到口腔中，起到
喝咖啡的作用。 该技术是将化学物质内
嵌在牙刷头上，在刷牙的过程中缓慢地
释放相关的香料或者药物。

这项产品还可提供薄荷、苹果等口
味的香料块， 每个香料块可持续使用 3
个月。 此外，这款牙刷还可送递阿斯匹
林等药物，甚至内嵌香料块可以释放一
种食欲抑制剂。

（据新华社 5.21）

时 尚

边刷牙边喝咖啡

考 究

长期以来，个性养成是先天还是后天的话题争论
不断。德国德累斯顿再生疗法中心的研究团队，通过对
40只基因完全相同的双胞胎老鼠进行研究实验发现：
即便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 由于对环境探索程度的不
同，它们性格也会不同。

这些老鼠有着同样的基因， 生活在放有玩具和
弯曲管道的复杂环境中。 研究人员给每只老鼠装上
了会发送电磁信号的电子芯片， 这样就可以即时追
踪老鼠的行为并对它们的探索行为做出分析。 通过
三个月的实验，这些老鼠发展出了非常不同的性格。

“双胞胎个性不同是与大脑海马体内形成的新神
经元有关（海马体主要负责动物的学习和记忆）。 在同
样的环境中， 实验中的老鼠都产生了属于自己的独有
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动物们的独特个性越来越凸显
在他们的经验和行为上。 ”研究者 Gerd� Kempermann
教授说道。他认为，第一次个人经历有助于建立大脑对
新信息的反应，并影响新的行为持续发展。

（摘自《成都日报》5.22）

双胞胎为何会个性不同

脊柱损伤是门诊、 急诊工作常见损伤，X
线照片是首选检查方法之一。在显示骨折方面
有其独到之处。但有时对脊柱骨折的有无及新
旧的判定有一定的限度。这样就需要有一种检
查方法介入鉴别。 MRI（核磁共振成像）就是
一种快捷、方便、准确、特异性高的方法之一。
原来新鲜脊柱骨折必将有骨髓水肿、 出血，这
样在神奇的磁场中，新鲜骨折在 T1WI 像上表
现为低信号。 T2WI、T2WI－SPAIR 序列上表
现为高信号， 尤其是 T2WI－SPAIR 序列表现
更 敏 感 。 而 陈 旧 性 骨 折 在 T2WI、T2WI－
SPAIR 序列表现为低信号。因此，MRI 确定骨
折及骨折的新旧，对治疗方案的制定、伤情鉴
定抑或伤病的赔偿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神奇的磁场让新旧脊柱骨折显真容
长沙市中心医院 张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