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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科教新报 百科
探索发现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 美国一项对人类祖
先南方古猿的新研究认为，人脸尤其是男性的
脸长成如今的模样，正是因为为了尽量减少在
“被打脸”过程中所造成的伤害而形成的。

脸上最易被打处，也最坚硬
美国犹他大学的研究人员 9 日在《生物学

研究》杂志上说，对距今 500 万年至 400 万年
前的南方古猿骨骼化石的分析表明，南方古猿
的脸部最坚硬之处也是在争斗过程中最容易
受击打并受伤的地方，包括下颚、颧骨、鼻梁和
眼眶骨架等。 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这些地方
朝着尽量减少伤害的方向发展。 比如，与黑猩
猩和大猩猩相比， 南方古猿的下颚长度缩短，
而硬度与强度增加；颧骨尺度增加，硬度也增
加；眼眶骨架增大等。

手更能打，脸更能挨打
论文第一作者卡里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南

方古猿进化出一系列有助打斗的特征，比
如它们的手可以握成拳， 手部肌肉骨骼系
统也有助于更有效地击打。 而在人类的徒
手搏斗中，脸部通常是首要目标。“如果手部的
进化与打斗行为有关，我们可以预期，被击打
的首要目标———脸会朝着更好地保护它不受
伤的方向进化。 ”

适应打斗需要，男女脸形不一
卡里尔还说， 对古人类进化史的研究表

明， 脸被打的部位不仅仅是头骨中最坚硬、最
容易受伤的地方，也是造成雄性与雌性头骨最
具差异之处。“换而言之，男女脸形有差异，是
因为男性在打斗中易骨折的头骨部分相对较
大。 ”

暴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进化？
此前占主流的一种假说认为，人脸的进化

主要受饮食驱动，是咀嚼坚果等坚硬食物的需

求结果。 但最近一些研究分析古猿的牙齿磨损
后认为，多数古猿并不咀嚼坚硬食物，对饮食
假说提出怀疑。

不过，新研究也有一个可能存在争议的地
方，它认为暴力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法国著名哲学家卢梭等人认为，在文
明出现以前，人的本质是好的，是“高贵的野蛮
人”，而文明“腐蚀”了人类，让人类变得暴力。

对此，卡里尔说，考古证据表明，从类人猿
到智人，人类的早期祖先的搏斗能力一直在提
高，“我认为我们的观点是合理的，填补了现有
理论长期存在的一些漏洞，可以解释我们脸部
的肌肉骨骼结构为何形成今天的模样。 ”

王丽梅

小雪节气， 寒潮和强冷空气活动频
繁，气温继续下降，屋内空调、暖气等供暖
设施的使用，可能会出现体内热气散发不
出去；另外，很多人睡觉时喜欢盖上厚重
的棉被，被窝里的温度过高，再加上吃些
麻辣刺激、 牛羊肉等热性食物来驱寒，也
会助长内火。 其表现就是口干舌燥、口腔
溃疡、鼻塞难通、咳嗽痰多、咽喉肿痛、皮
肤干燥，甚至脸上的疙瘩也比平日多。

专家提醒：为了防止“上火”，可适当
多吃些苦味和清火、止咳、润肠食物。可选
择莴笋、芹菜、生菜、菊花等，这些食物中
含有维生素、生物碱、氨基酸、微量元素
等，具有清热润肠、抗菌消炎、提神醒脑等
功效。

那些生痤疮的人群， 可以多吃鱼肝
油、禽蛋、猪肝等富含维生素 A的食物，芝
麻油、花生、黄豆等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的
食物也可以起到促进血液循环，保持细胞
相对流动性，从而达到改善体质的功效。

对于口干舌燥，总感觉身体发热冒火
的人，应多吃白萝卜、白菜、菠菜等当季食
物，特别是萝卜素有“冬吃萝卜赛人参”的
说法， 不仅富含维生素及多种微量元素，
更能清火降气、消食。 同时还可适当吃一
些补肾又温补的食材，这样既能迅速帮助
恢复身体热量，也不容易上火，核桃等坚
果以及一些黑色食物是很好的选择，比
如：黑芝麻、黑木耳、黑大豆、黑米等。

李婧

对于孩子的“呼唤”不采取行动、把孩子“交还”给玩
具……这些并不是狠心母亲的错误行为。近日有国外研
究者发布论文，正好强调了这一点。 该研究报告发表在
最近的《前沿心理学》上，研究者认为，父母对孩子干涉
得越少，子女的创造性越高。

执行能力就像肌肉， 必须通过训练才能更加精准，
而只有当他们没有被成人干预的时候，才能实行自给自
足。 由于一些公共场所的游乐设施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不少家长都以“保镖”的姿态守护在孩子身边。然而过分
保护会压制小孩的独立、冒险精神和创新能力。 不懂得
制造“恶作剧”的儿童，并非那么令人放心和欣喜，若想
提高他们的智力水平，就必须放手让其进行更多勇敢的
尝试。

黄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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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树 6分钟
身心平静

无论是透着泥土气息的大自然，
还是荧屏中的风光， 都有助于减轻压
力。 一项新研究发现， 观看林阴道的
3D视频能明显改善人的压力水平，尤
其是看树， 仅需 6分钟就能取得显著
的减压效果。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人员通过
让 80名男性和 78名女性试验者即时
演讲和口算减法等方式， 制造出适度
的心理压力。 然后让他们随机观看林
荫道 3D 视频， 再通过多种方式监测
参与者的恢复状况，如皮肤电传导、唾
液皮质醇水平以及参与者的自我报
告。 监测显示， 在树木覆盖率为 24%
~34%时，男性参与者体验到最大的减
压效果。 尽管女性参与者并没有表现
出同男性一样的生理变化， 但她们也
体验到相应增加的舒缓效果。 由此表
明， 城市中的树木对身体健康至关重
要。

琳娜

谈话疗法
有效降低自杀率

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 对自杀高
风险人群采取谈话疗法， 可明显降低
他们的自杀率。 谈话疗法是一种认知
治疗方式， 主要通过给予抑郁症患者
合适的时间和空间， 让他们与心理方
面的专业人士探讨自身困扰， 从而努
力克服病症。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
人员和丹麦同行一起， 在英国最新一
期《柳叶刀·精神病学》杂志报告说，他
们对超过 5000 名自杀未遂的丹麦人
进行了长达 20年的跟踪研究。这些人
都曾在自杀行为后接受了心理咨询以
及 6 至 10 次谈话治疗。 研究人员发
现， 与另外约 １.７ 万名自杀未遂后
没有接受此类治疗的人相比，他们 ５
年后再次自杀的几率降低了 ２６％，
并且这种预防效果在之后 １０ 年中

仍有所体现。
石磊

寒冷干燥天当心惹“火”上身 孩子独处有益提升智力

上长番茄下长马铃薯
梦境记录仪

可将美梦重现
如果你从清晰梦境中苏醒过来， 恍然间有

点忘记梦境情景，此时一定迫切希望有一个“梦
境记录仪”，能够真实再现令人留连的梦境。 目
前， 英国曼彻斯特市研究人员提出一项概念设
计，声称 2015 年能够以连贯移动图像的形式真
实还原人们的梦境。

研究人员基于生物传感器头盔建立一个梦
境记录系统， 能够将人们的梦境呈现为连贯移
动图像，在显示器屏幕上播放，同时，他们还表
示该设计能改变人们的大脑活动性。据悉，这项
技术主要依赖于“意识波移动头盔”，其成本大
约 159美元。

杨艳
英国汤普森 & 摩根园艺公司研

制出一种神奇的嫁接植物，名为番茄
薯(TomTato)，一株可产 500 多颗小
番茄和大量马铃薯。

要将两种作物嫁接在一起，需要
培育出小尺寸的马铃薯秧苗，茎干粗

度与番茄秧苗相当。另外，嫁接后，要
对两种作物的生长环境的温度进行
严格控制，确保它们可以完全融合在
一起。 该植物可以在室内栽种，也可
以在户外栽种，如院子里的大罐子或
者菜地。 刘芳宇

人脸是被“打”成这样的

飞利浦公司开发了一种可通过媒介控制的
发光天花板， 它可以把白天光亮的自然动态变
化与温和的彩色光以及视觉内容进行结合，通
过 15400 个 LED 灯，从头顶上方一直延伸到病
床前面的墙上， 为重症患者营造更有康复效果
的环境。

除了三色发光的 LED 以外，天花板还融入
了兼具暖白色温和冷白色温的高性能 LED，能
够输出和晴朗夏日同等的光亮， 这样的日照强
度能够把光的生物效应带进重症病房， 从而让
患者能够感受到白天和夜晚的自然节奏， 进而
帮助他们养成健康的作息规律。

李林

发明快车

发光天花板为患者
营造康复环境

众所周知，蟑螂能够幸存于核爆炸灾
难，它们未来可能拯救陷入各种灾难之中
的受害者。 目前，美国研究人员在生命力
顽强的蟑螂身体上安装“电子背包”，其微
型传声器可以探测到微弱声音。

半机械蟑螂， 又被称为“生物机器
人”，它能够进入地震灾后的废墟建筑，帮
助营救人员发现幸存者。研究者称：“在倒
塌建筑物中，声音是发现幸存者的最佳途
径。其目标是使用装配高分辨率传声器的

生物机器人区分声音来源，例如探测幸存
者的求救声。 ”

一种类型的“电子背包”装配着三种
定向传声器，能够探测声音的方向，引导
半机械蟑螂朝着该方向移动。另一种类型
的“电子背包”是装配单个传声器，能够捕
捉到任何方向的声音，能够实现无线声音
传输，或者未来可以将信息传递至
营救人员。

刘化冬

蟑螂可探寻地震幸存者

提个醒儿

掌握正确的洗手法
预防儿童秋冬季肺炎

湖南省儿童医院麻醉手术科 王娜
由于秋冬季温差大，病原菌较易滋生，人们

又常处于空气流通性差的封闭环境，易发流感等
疾病，使得秋冬季成为儿童肺炎的高发期。

培养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掌握正确的洗手
方法是有效预防肺炎的关键。洗手不只是在饭前
便后，而且在出入公共场所后或使用手机、键盘
后都应立即洗手；另外在公共场所打喷嚏时要注
意避让，用纸巾适当阻隔，这不仅是个人修养的
体现，也是预防病菌传播的有效方式。 这里着重
介绍六步洗手法：

许多孩子，甚至是家长都不了解洗手的正确
方式，通常只用肥皂在掌心摩擦，洗手的时间也
不达要求。 正确的洗手法必须使用流动水，皂液
覆盖掌心、手背、指缝、指尖、虎口、手关节及手
腕，洗手时间应持续 40秒左右。

六步洗手法的要领是：1、手心相对，手指并
拢相互摩擦；2、 用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搓擦，
交换进行；3、十指交叉进行搓擦，交换进行；4、一
手握另一手大拇指旋转搓擦，交换进行；5、弯曲
各手指关节，在另一掌心旋转搓擦；6、注意搓洗
手腕。

正确的洗手法可以清洗约 90%以上的细菌，
不仅预防流感、肺炎病毒，还可预防肠胃道等多
种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