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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也可科学批量生产

胆量大小取决于单一氧化酶

医学研究发现，人的勇气主
要取决于一种人们可能很少听
说过的物质，这就是“单一氧化
酶”，它是人体中一种能抑制神
经传导物的物质。这种物质能够
对大脑中决定人某些行为的区
域产生影响。有的人体内单一氧
化酶比较多，做起事来就会畏手
畏脚、瞻前顾后；反之，胆量就会
很大，甚至非常爱冒险，往往置
生死于度外。

心烦是梅拉多宁过多

相信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
历：好端端地，突然就会感到一
阵子心烦意乱、躁动不安，但到
底是因为什么，却怎么也说不清
楚。实际上，这是人体内一种被
称为“梅拉多宁”的物质在作怪。
梅拉多宁是人体内的一种激素，
在每个人的体内都会有不同程
度的分泌和积聚，如果它在体内
积聚过多，就会作用到人的大脑
中主管情绪的区域，导致人的情
绪发生变化，如烦躁、沮丧等，甚
至精神忧郁，乱发脾气。

快感来自多巴胺

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导
致快感的化学物质，其中一种分
子成分就是“多巴胺”，人类在愉
快的工作和生活后，如美餐一顿
后，就会释放此类物质。多巴胺
是行为的催化剂，它促使人们去
寻求感到愉快的事情，而且当找
到之后就会产生快感。

多巴胺是在大脑中部的神
经元细胞体内合成的，但仅仅是
多巴胺本身并不足以产生如此
神奇的作用。多巴胺只是一把开
锁的钥匙，这把锁被称为“受
体”，它是位于大脑细胞表面的
一大片蛋白质。只有多巴胺可以
识别受体，其他化学物质都无法
识别它，正如只有一把正确的钥
匙才可以打开某一把锁一样。当
多巴胺进入等候已久的受体时，
机关就打开了，大脑内部就会开
始进行一系列化学反应，这些化
学反应让人感到了快乐。

冲动是缺乏五羟色胺

导致人冲动的是一种被称
为“五羟色胺”的物质。五羟色胺

是一种神经传递元素，在神经元
之间传递信息，它不仅能够较大
程度地影响到睡眠和食欲，同时
也对情绪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
大脑中这种物质含量较低，人就
比较容易产生情绪上的冲动，做
出一些不理智甚至是很危险的
行为。事实上，大脑缺乏五羟色
胺的症状并非只是在某些人身
上出现，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
存在着这种现象，只不过在有的
人身上表现得重一些，而在另一
些人身上表现得轻一些罢了。

研究发现，一种被称为Tph2
的酶最终控制着大脑中五羟色
胺分泌量的多少。

恐惧来自内耳神经

人类的内耳系统控制并调
节着我们的视觉、听觉和味觉，
以及平衡感、方向感、移动感、深
度感等，同时，也与人的恐惧感
的产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由于
内耳的“线路”错综复杂，有时即
使是些小小的外界刺激也会造
成恐惧的反应，这种反应再通过
神经系统传导到大脑，于是我们
就有了那种害怕的感觉。

调查还发现，内耳神经出现
毛病的人更容易感到恐惧，90％
患有恐惧症的病人是因内耳故
障而引起的。比如，患有听力故
障的聋人，他们一般都非常封
闭、敏感，自我保护意识特别强，
这除了与一般人存在着交流困
难原因以外，同时也表明他们对
于周围的世界存在着较大的恐
惧感。

害羞是脑扁桃体受刺激

脑扁桃体是一种存在于所
有脊椎动物大脑深部一个杏仁
状结构。科学家研究发现，脑扁
桃体在人对那些需要特别警觉
的事件做出反应时发挥着重要
作用，因此被称为人体的“情绪

发动机”。脑扁桃体还有帮助控
制心搏率和排汗的功能。此外，
它在受到刺激时，也会使人产生

“害羞”的情绪反应。
研究发现，当给试验对象们

看一些没有什么表情的陌生人
照片时，那些小时候就比较害羞
的人，脑扁桃体的活动比从小就
性格外向者明显活跃，同时，脑
扁桃体的活跃又促使了心跳的
加快和血液流量的增大。这个试
验结果表明，人的性格之所以有
害羞和外向之分，与脑扁桃体功
能上的差别存在着关联。而且，
脑扁桃体功能的这种差别在人
成长过程中一直存在，并且能够
被检测到。

轻生是维生素B12缺乏所致

新的研究表明，维生素B12
缺乏不仅能引起纯生理上的不
良反应，而且还会造成抑郁症等
精神上的疾病，这在医学上也是
很早以前就有定论的。只不过，
维生素B12严重缺乏时甚至会导
致厌世自杀，却是近年来的研究
发现。

因为医学研究人员在对部
分不明原因的自杀者的尸体做
病理切片分析时发现，他们体内
都有一个共同的奇怪现象，那就
是严重缺乏维生素B12。此外，研
究人员还对一些自己也说不出
什么理由、莫名其妙地就产生轻
生念头的自杀未遂者做了类似
的研究分析，结果也证实了他们
体内都严重缺乏维生素B12。并
且，通过对这些人进行服用一定
量的维生素B12的实验之后，他
们头脑中的悲观绝望念头果然
由此淡漠甚至完全消除，并会对
自己当初为什么会产生那些奇
怪和极端的念头而感到可笑和
不解。所以，认为维生素B12缺乏
能导致人自杀行为的说法并非
是凭空杜撰。 据《百科知识》

主宰情绪的神秘物质

朋友相聚时，总爱讲些笑话
来开开心。但是，不是每个人的
笑话都会逗人发笑的，有些人在
讲笑话时，自己先笑得前仰后合
的，但那些听笑话的人却仍旧是
满脸严肃。在这种情况下，说笑
话的人自己可能也会感到挺困
惑和苦恼：不知该用什么方法才
能触动这些人的笑神经？

研究者认为，一个笑话要想

达到使人发笑的效果，关键在于
其中是否具备让人乐不可支的
妙语。同时，笑话的长度也很有
讲究，不能太短也不应太长，而
且还不能过多地使用双关语。这
些研究者还煞有介事地总结出
了一个完美笑话的数学公式：x=
(fl+no)/p。其中，x表示笑话的完
美程度，f代表笑料的有趣程度，l
表示笑话的长度，n表示听笑话

者笑得前仰后合的次
数，o表示引起尴尬的
程度，p表示双关语的

数量。x的值在0到200之间，200分
的笑话就是最完美的笑话。

这个笑话公式是由一些心
理学家和喜剧表演艺术家切磋
后得出的。他们充满信心地指
出，只要根据这个公式“批量生
产”笑话，你就不必发愁没笑话
可讲，更不必担心说了这些笑话
后别人还是绷着那张脸。

据《大科技》

涨知识

酸奶有望
成为飞机燃料

流言求证

桶装水开封三天
变危险水？

流言：最近，网上有传言
称：“桶装矿泉水开封 3 天后，
比自来水里的细菌还要多得
多，是典型的危险水”。

求证：有权威检验机构检
测数据发现，即使排除饮水机
的污染，直接测量桶装水本
身，开封三天后，细菌含量远
超过自来水的菌落总量。每立
方米空气中约有 3000 个细菌，
桶装水开封后，与空气接触一
段时间后自然就会有细菌了。
但这并不能说明桶装水不能
再喝了，也不能说明桶装水出
现了质量问题。

其实，细菌只是一个统
称，它们分为有益菌、有害菌
(即致病菌)和对人体既无益也
无害的菌。人类体内、体表以
及呼吸的空气中都是有菌的，
人们生活在有菌的环境中，自
身也有抵抗细菌的免疫能力；
除致病菌外，其他细菌不会对
人体产生危害，对于水能不能
喝的标准，目前包括中国在内
的很多国家已不检测饮用水
的菌落总数，转而关注水中致
病菌的情况。

专家建议，第一，饮水机
一定要放在通风、阴凉、避光
的地方，千万不能放在阳光直
射的地方，以免滋生绿藻（空
气 中 会 含 有 微 量 的 绿 藻 孢
子）。若条件不允许，也应采取
措施，为水桶加罩避光桶套。
第二，桶装水打开后，秋冬季
最好在 10 天内喝完，春夏季最
好在 7 天内喝完。人员较少的
场所，可以改用小桶装的。

据《解放日报》

希腊酸奶有望成为飞机
燃料的可持续来源。研究人员
发现，酸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废弃物——— 乳清能够转化成
为生物燃料和饲料添加剂的
原料。乳清主要由乳糖、果糖
和乳酸组成。在混合物中加入
细菌，能使提取物中含有有益
的化合物己酸及辛酸。这两种
化合物被称为“绿色抗菌剂”，
可以添加到牲畜饲料中以替
代标准抗生素。而进一步添加
更多的碳元素能够产生一种
可以混合到喷气机燃料中的

“嵌入式”燃料。
相关研究人员表示，虽然

农业市场比燃料市场小，但它
的碳足迹却非常大。他指出，
将酸性乳清转化成可食用原
料，是当今可持续社会中所需
的闭式循环的一个重要示范。
他们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提取
工艺，并以最经济的方式扩大
规模。同时还可以了解更多微
生物的性质和相关生物学，研
究这项技术是否可以运用于
其他废物流。 据环球网

科学家
培育出发光植物

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
近日宣布已经培育出发光植
物，科学家希望未来通过这种
植物减少对电力照明的需求。

科学家们最近设计了能
检测爆炸物的菠菜和可以在
农作物缺少水分时向农民发
出警报的叶片传感器。在这项
研究中，科学家想要解决照明
问题，这占全球能源消耗的
20% 左右。该研究的资深作者
Michael Strano 表示：“我们的
愿景是培育一种能够像台灯
一样工作的植物——— 你不用
插电的灯。光线最终是由植物
本身的能量代谢驱动的。”

目前，植物发出的光线非
常暗淡，但研究人员表示，他
们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工作来
提高光线亮度。目前，他们已
经将发光持续时间从 45 分钟
提高到了三个半小时。

据新浪科技

人总会有不同情绪和感觉，
如兴奋、紧张、狂怒、忧郁、恐惧等
等。长期以来，人们总以为这些情
绪和感觉的产生完全是一种心理
作用，可最新研究表明，导致这些
生理行为产生的因素，更多的与
一些化学物质有关。

美用谷歌技术发现
“第二个太阳系”

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 NASA 凭借谷歌的人工智
能“神经网络”技术，在 Kepler-
90 星系中发现了一颗新行星
Kepler-90 i ，至此 Kepler-90
星系也有了 8 颗行星。开普勒
-90 系统比太阳系稍大、更炽
热、质量也更大，但其他许多
方面均类似太阳系。开普勒-
90i 是该系统中最小的行星，很
可能不适合生存。NASA 表
示，它的地表布满岩石，表面
温度约 426 . 7 摄氏度。但它也
提供了一个关键佐证，证明了
以下理论：相较远离恒星的行
星，靠近恒星的行星一般更
小，而且地表岩石更多。它的
公转周期仅 14 天，而地球的公
转周期是 365 天。开普勒-90
系统可能存在更多行星，只不
过还不为人知。 据中新网

胎儿 18 周就能
看出是否“左撇子”

一般情况下，俗称的“左
撇子”要在幼儿开始自己吃
饭、用手写字和画画时才能显
现出来。可最近，意大利科学
家研究发现，从第 18 周起，胎
儿开始更多地使用后来成长
为更习惯用的那只手来执行
对精准度要求更高的动作，例
如指向眼睛和嘴巴的动作。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
为其他临床应用开辟了新思
路。习惯用哪只手是由某侧脑
半球相对于另一侧脑半球的
优势所决定的，这个特征有时
会与一些与大脑不对称相关
的疾病联系起来，例如抑郁
症、精神分裂症和孤独症等。
因此观测胎儿运动的方法有
可能用于发现新的生物标志，
有望让医生对发育过程中的
缺陷和问题进行早期干预。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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