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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冬天都说没有北方
冷，前一阵儿北方冬日暖阳而南
方普降大雪。于是有段子流传，
大雁飞到南方打个冷颤，心想：
难道飞反了？这虽然是网友杜撰
的，但是看着似乎也有点道理，
南方比北方还冷的天气会不会
把候鸟们整蒙圈了呢？

“候鸟飞到南方见到白雪皑
皑并不会蒙圈。”业内有名的鸟
类观测学者、中国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科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
阳理工大学环境学院生态研究
室主任周海翔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候鸟往南飞，本质是食物的
问题。”它们迁徙不全是贪恋南
方的温暖，而是因为南方温暖天
气下有比北方更丰富的食物。以

水鸟为例，北方冬季河水冰封，
水鸟们只得望着被冻住的水生
植物和肥鱼兴叹。相反，南方再
冷，湖面就算结冰也会迅速融
化。对于以浆果为食的林鸟来说
温度就更无所谓了。“而且鸟类
不会等死，它们很容易感知温
度，飞速达一天几百公里，北方
暖和候鸟会推迟南飞，南方太冷
候鸟会继续往南寻找合适的越
冬地。越冬季异常寒冷最多让候
鸟在迁徙地的停留时间变长，繁
殖季缩短，有可能对来年的繁殖
成功率有一定影响。”周海翔说。

南方冬天的骤然寒冷对于
鸟类来说也许并不算事儿，但是
鸟类最怕的是产卵以后北方夏
季温度的降低。周海翔等人持续

监测白鹤迁徙9年，他们统计了
1800多只东北迁徙地夜宿点种
群，数量约占该物种总数的一
半，发现往年秋季幼鸟都在15%
左右，而刚刚过去的秋季，却不
可思议地低至2%，原因是白鹤繁
殖地俄罗斯遭遇夏季有史以来
最低温。“最担心它们回北方筑
巢时温度正好，夏天温度却上不
来，小鸟孵出来就被冻死，导致
繁殖成功率降低。”

不过，虽然候鸟类老祖宗传
下“冬天南飞”的基因，但是有的
候鸟还真在北方越冬了。近年
来，日本北海道野生丹顶鹤就不
往南飞了，类似的还有我国北方
一些候鸟。候鸟不南飞是因为南
方太冷，导致候鸟习性有变吗？

专家表示，像今年冬季，北
方该冷不冷、南方该暖不暖的这
种偶然气候变化，实际上并不会
左右候鸟基因中形成的迁徙习
性，这其中更多的因素与人的生
产生活相关。

周海翔说，日本北海道丹顶
鹤种群不再迁徙是因为人类长
期投喂食物导致的。一些城市污
水排放口和电厂附近的水域不
结冻，也会使得赤麻鸭、秋沙鸭
和绿头鸭等本应往南迁徙的候
鸟因此就不再迁徙了。不过，这
种改变并不稳定。“一旦电站维
修不发电没有热水，人类不再投
食缺少食物，鸟类就会继续迁
徙，寻找合适的地方越冬了。”周
海翔说。 据《科技日报》

候鸟南飞不是怕冷是怕饿 笑的五个秘密
我们天天都在笑，但我们

对笑里面的一些秘密却一直
稀里糊涂。

①人类笑多久了？
英国科学家研究发现，灵

长类动物都会笑，说明1600万
年前的这些动物的共同祖先
也必然会笑，说明人类笑的历
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600万年
前。而美国科学家认为，实际
时间应该更长。实验发现，老
鼠如果对一种好玩的事情作
出反应时，它们就会发出唧唧
的声音，这种声音其实就是鼠
类的笑声。因为老鼠和人类在
7000万年前曾经拥有同一个
祖先，所以要论最原始的笑，
人类笑的历史可以推到7000
万年前。

②我们的笑，高级在哪里？
大脑的进化并不单纯是

为了解决复杂的生态问题，比
如如何使用工具、更高效地打
猎、烹饪等等。最重要的是为
了处理好在更大群体中顺利
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原始人类
为了增强团结，也有自己的独
特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增加围
猎动物的次数，而是增加交谈
对话的次数。但交谈行为本身
有局限性，就是无法同人数较
多的群体成员一起同时交谈。
为了弥补这个不足，人类于是
就赋予了笑更多的内涵，借助
笑声来向集体表情达意。

③我们真能笑出健康？
科学家发现，那些看喜剧

时由衷发笑的人，血液循环速
度会增加21%，并且效果可以
持续24小时之久；但当他们看
严肃的记录片时，血液循环速
度会下降18%。生理学研究已
经证明，跑步等运动锻炼会增
加血液循环速度，而这恰恰对
增强人的体质非常有益。科学
家认为，人类的这种由阅读、
看喜剧等文化活动引发的笑，
与原始的笑不同，但人类的笑
确实能产生独特的健康效应。

④笑虽容易模仿难！
不论是人还是机器人，要

惟妙惟肖地模仿人类的笑的
表情，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
但要模仿人类的笑声，似乎还
有成功的可能性。尽管有可能
成功，但模仿还是非常难的。
例如对于以模仿他人谈笑擅
长的中国相声大师来说，要想
成功模仿某个人的笑，都很难
做到，一般人要想模仿，那难
度就可想而知了。

⑤你的笑真的很重要！
人类天生喜欢笑脸、笑

声。研究证实，绝大多数人类
携带一种叫做cnr1的基因，当
人们看到笑脸后，这个基因就
会释放一种叫做多巴胺的能
让人感觉良好的化合物，而有
了这种好感觉，人们就更爱看
笑脸了。而对于没有这个快乐
控制中心的受试者，对笑脸就
没有那么热衷于追踪了。开心
的笑，会给周边的人带来一定
程度的欢乐，而这也是爱笑的
人总是受欢迎的首要原因。

据《大科技》

鲨鱼也会吃草
近日，科学家报告称，窄头

双髻鲨(学名：Sphyrna tiburo)能
有效地咬碎海草，表明素食是该
物种食物组成中重要的一部分。

窄头双髻鲨是双髻鲨家族
中最娇小的成员，只能长到大约
90厘米长。它们的消化道看起来
与其他鲨鱼十分类似。研究负责
人、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生态学
与演化生物学研究生萨曼莎·莉
(Samantha Leigh)说：“直到10年
前，我们还都认为它们像其他所
有鲨鱼一样是肉食性的。”为了
找出这种鲨鱼能否真的消化海
草，研究人员从佛罗里达礁岛群
(Florida Keys)捕获了 5 条窄头双

髻鲨，并在 3 个星期的时间里几
乎只为它们提供植物食物。萨曼
莎通过喂食“小寿司卷”的方式
诱骗鲨鱼吃下海草。她说：“我会
用非常薄的鱿鱼鞘把一束海草
包起来，然后拿给这些鲨鱼，它
们会一口吃下去。”

尽管食物中90%由海草组成，
但这5条窄头双髻鲨都在实验期间
出现了体重增长。萨曼莎对鲨鱼的
粪便进行了分析，惊奇地发现它
们竟然消化了超过一半的植物食
材。这意味着窄头双髻鲨在咀嚼
海草方面与海龟一样高效，而后
者几乎完全就是以海草为食。

研究人员还在窄头双髻鲨的肠
道里发现了能分解植物材料的酶。

据新浪科技

南极患白化病的小企鹅

全身雪白 独树一帜

近日，南极戴维斯科考站
的一只阿德利小企鹅吸引了人
们的好奇目光。这个小家伙因
患有白化病，全身羽毛雪白，站
在黑白相间的企鹅群中间宛如

“鹤立鸡群”。不过幸运的是，它
并没有因为特别的毛色而遭到
排挤，反而和小伙伴们相处融
洽，过得十分开心。 据新浪网

在大气层存在之前，原始海
洋中的氧气就已经存在了两亿
五千万年。一般人们认为，在
24 . 5亿年前，氧气首次汇聚到大
气层中，但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
的两位科学家以及合著者却在
同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新的研
究表明，在那个时候，海洋中已
经存在了大量的氧气，并为早期
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研究人员解释说：“海洋中
的微细菌开始生产氧气是改变
地球的化学成分的重要转折点，
我们的工作就是精确的指出海
洋中的氧气汇聚到一定程度所
需要的时间。”

研究人员将重点放在硫循
环上，并模拟了三种不同的硫的
同位素在古代沉积岩中结合的
模式，通过将模型结果与古代沉

积岩在海水中反应的大量数据
进行比较，他们确定硫和氧含量
的建立过程，并限制氧和硫酸盐
的浓度。

他们发现在氧气诞生于大
气中之前的2 . 5亿年，原始海洋
就已经充满了生命所需的氧气。

这项研究帮助我们对早期
的生命诞生背景做出了补充，
也提醒我们在其他星球上寻
找生命时也需要多注意一下
海洋。 据快科技

男性晚育下一代
高度近视概率高

中国科学家近日宣布，在
针对早发型儿童高度近视(更
少环境因素作用)研究中，发现
全新的早发型高度近视致病基
因 BSG ；同时发现，引起儿童
高度近视新生突变概率与患儿
父母的生育年龄正相关。

此项研究的科学家说：“我
们通过大量采集样本，得出这
样一个结论：父母双方在完全
没有携带高度近视基因的前提
下，如果生育时父亲年纪超过
35 岁，那么他们下一代发生高
度近视的概率会增加，最高增
加到 50% 。BSG 的发现，也为
当今不少晚婚晚育的男性提了
个醒。” 据《科技日报》

不晒太阳会变胖？
阳光或可燃烧脂肪

如果你想要减肥，没事
就多去郊外晒晒太阳，不要
只待在家里。最新研究指出，
体重可能与人们“晒太阳”的
时间长短有关。

加拿大科学家指出，太
阳的蓝光波长穿透皮肤时，
脂肪细胞除了产生了一种被
称为“黑视蛋白”的生理时钟
蛋白外，同时脂质储存量也
会减少。其中波长 450 至 480
纳米，穿过细胞膜的带电粒
子产生的电流最高，这个波
长正好就是所谓的“蓝光”。

不过专家表示，或许这
项研究可以解释部分现代人
为何肥胖成疾的原因，但警
告民众可别为了瘦身而狂晒
太阳。 据中新网

氧气诞生时间前推2 . 5亿年

荷兰埃因霍芬理工大学的
学生团队，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款
几乎完全由生物复合材料组成
的环保电动汽车Lina。制成该车
的基本材料为由亚麻制成的生
物基复合材料与由甜菜制成的
生物基塑料的结合体：由甜菜树
脂制成的蜂窝芯材，被置于两层
亚麻纤维复合材料片材之间。

Lina的车身材料与玻璃纤维
具有相似的强度，整辆车只有
310千克。这辆车由锂离子电池
供电，最高时速可达80千米，电
池电量可供汽车行驶100千米。

这款生物材料汽车不仅拥有可
持续发展的设计，还配有检测和
识别乘客的传感器。但是，由于
植物材料不能像金属一样弯曲，
其易碎性导致Lina目前还没能通
过碰撞测试。

据《知识就是力量》

甜菜和亚麻也能制造汽车

人类排泄物或成
航天员新食物源

英媒称，科学家已经开发
出一种方法，利用微生物分解
固体和液体废物，制造出了富
含蛋白质和脂肪的物质，可以
将人类排泄物转化为一种潜在
的食物来源。这个方法可以供
执行火星任务或前往更遥远星
球的航天员使用。

在规划长时间太空旅行
时，食物供应是一个主要障碍。
在宇宙飞船上种植食物需要很
多能源和水，而从地球上携带
食物会占据空间，同时还会增
加飞船的重量从而消耗更多燃
料。回收废物并使之成为有营
养的食品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
个方法。

报道称，人类排泄物厌氧消
化过程会生成甲烷。然后，科学
家们用这种气体制造出另一种
微生物，它被称为“荚膜甲基球
菌”。这种微生物目前被用作动
物饲料。它含有 52% 的蛋白质和
36% 的脂肪。因此，它也有可能成
为人类的一种食物来源。研究人
员说，虽然他们的方法还没有做
好应用准备，但它会为人类提供
一种在宇宙飞船上制造食物的
新模式。除了能有效产生一种新
的食物源，这种新方法还能快速
地分解废物。

据《参考消息》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已
将人工智能用于预测病人何时
死亡，测试中准确率达90%。为
研制这一能预测病人何时死亡
的 AI 系统，并实现其高度的准
确性。研究人员说：“现有数据
的规模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全
因死亡率预测模型，而不是疾
病或人口统计学特征。”

虽然斯坦福大学研制的AI
在预测病人死亡时间方面有较
高的准确率，但还是限制在一

个时间范围内。最终的测试结
果表明，斯坦福大学研制的AI
在预测病人死亡时间方面还是
有较高的准确率，在他们预测
将会在 3 到 1 2 个月内死亡的
40000 名病人中，90% 最终都得
到了应验。

研发人员希望这一技术在
推广到医院之前，能作出更多
的改进，他们希望该系统能够
为终末期疾病的住院病人提供
更好的临终关怀。 据环球网

全因死亡模型：预测死亡准确率达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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