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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 13

自恋的人虚荣、自大、

不在意他人看法，不招人

喜欢。然而，英国研究人员

发现，因为自我感觉良好，

自恋的人不容易抑郁或焦

虑，比其他人感觉更幸福。

英国《泰晤士报》日前

报道，贝尔法斯特女王大

学研究人员依据三项研究

得出上述结论，每项研究

各有 700 多名研究对象回

答问卷。研究人员根据答

案分析他们的个人性格特

征以及抑郁症状和焦虑程

度。研究人员科斯塔斯·帕

帕乔治乌说，所有研究结

果显示，浮夸型自恋关联

“非常正面的意志力构成

因 素 ，如 自 信 和 目 标 趋

向”，使他们免于陷入抑郁

症状和感受压力。

他说，每个人都有不

同程度的自恋倾向，自恋

作为性格特征分为脆弱型

和浮夸型两种类型。脆弱

性自恋更容易视他人举动

为敌视行为，多处于防备、

自卫状态。浮夸型自恋通

常自我感觉良好，对自身

重要性认识高出实际情

况，更为关注“地位和权

力”，而对耻辱或内疚等情

感无动于衷。研究人员认

为，或许因为这些原因，浮

夸型自恋者意志力更强，

不太容易认为生活有压

力，沮丧时表现不那么脆

弱。研究报告由最新一期

英国《性格与个体差异》杂

志发表。（据新华社报道）

德国古人类学家日前

在德国蒂宾根大学召开新

闻发布会展示新发现的类

人猿化石，称这种生活在

1162万年前的类人猿可能

改写人类进化史，即将进

化史上一个重要阶段——

直立行走的时间比人们原

来认为的时间提前数百万

年。

此前学术界流行的一

个观点认为，约600万年前

在东非一种类似黑猩猩的

人类祖先为了适应环境变

化，开始从四肢着地的指

关节拄地行走渐渐进化到

直立行走。而目前这一新

发现可能会证明这一观点

是错误的：直立行走行为

最早出现在树上而不是地

面上，人类与类人猿最后

的共同祖先并没有经历指

关节拄地行走阶段。直立

行走最早在欧洲出现在人

类和类人猿的共同祖先身

上，而不是此前认为的非

洲。

蒂宾根大学森肯贝格

人类进化与古环境中心教

授马德莱娜·伯姆在新闻

发布会上说：“这一发现是

古人类学的重大时刻和范

式转换。它将颠覆此前对

类人猿和人类进化的理

解。”

伯姆 领 导 的 国 际 研

究 团 队 在 2015 年 ~2018

年间在德国南部地区发

现了一种此前未知的灵

长类动物化石。研究人员

根据化石推测这种类人

猿大约生活在 1162 万年

前，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

能直立行走的类人猿，它

们可能既能直立行走又

能爬行。

其中最完整的一个化

石来自一个成年雄性类人

猿，研究人员推算它生前

身高约 1 米，体重约为 31

公斤，外形类似今天的倭

黑猩猩，而令研究人员惊

奇的是，它有些骨头与人

类而不是猿类高度类似。

有关研究报告发表在英国

《自然》杂志上。

（据《科技日报》）

《北京日报》消息 日

前，国际顶级杂志《科学》

旗下子刊《科学报道》上发

表了一篇关于一块“虾琥

珀”的研究论文，这枚“虾

琥珀”是墨西哥地区发现

的最古老的真虾类化石，也

是世界上现存报道的唯一

一枚真虾类琥珀化石。11

月 9 日上午，这枚珍贵的

“虾琥珀”与北京市民见面，

并将长期存放在位于中关

村图书大厦内的石探记博

物馆中，免费供市民参观。

这枚“虾琥珀”是由中

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南开

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相关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发

现的，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

杜宝洁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陈睿博士为这篇“虾琥

珀”专业论文的共同第一作

者。据陈睿介绍，这枚含有虾

的琥珀来自中美洲的墨西

哥，琥珀产区为墨西哥东南

部恰帕斯州(Chiapas)，琥珀

形成于中新世早期（约2280

万年前），“虾琥珀”中包含的

虾化石标本距今已经2200

万年。这是世界范围内首次

在琥珀中发现水生生物虾类

标本，并揭示了一个前所未

知的物种。

中国科学家为这枚小

虾进行了准确的身份鉴

定。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研究员李新正说，整个

琥珀质地相对比较通透，

标本保存状态较好，形态

特征清晰可见，总体外观

与现生长臂虾科物种非常

相似。说明这种虾栖息于

河口环境，体型细长且自

由生活，属于长臂虾亚科、

长臂虾属。长臂虾属是世

界性分布类群，但是化石

记录及其稀少，目前为止

仅在意大利发现三个明确

的化石标本。这三个化石

的共同特点为缺少鳃甲沟

和鳃甲刺，并且它们的沉

积环境为滨海潟湖。而墨

西哥现有的长臂虾属物种

均具鳃甲沟和鳃甲刺，分

布于海相砂质泥滩、河口

和淡水中，所以将其命名

为河口长臂虾，生物学分

类为：真虾下目：长臂虾

科：长臂虾亚科：长臂虾

属：河口长臂虾。

专家组成员、南开大

学教授黄大卫介绍，保存

于琥珀中的水生生物极其

罕见，这只小虾是世界上

第一只包含在琥珀中的真

虾物种，为了解 2200 万年

前的墨西哥海湾的生态系

统和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宝

贵证据。“琥珀虾”还是世

界上发现的最古老的头胸

甲上具有鳃甲沟和鳃甲刺

的真虾，对真虾类物种的

适应性演化具有重要研究

价值，并为水生生物从海

洋环境向淡水环境过渡提

供了珍贵线索。（李祺瑶）

新华社消息 一 年

前，美国“旅行者2号”探测

器飞出日球层，成为继“旅

行者1号”之后第二个进入

星际空间的人类探测器。

“旅行者 2 号”从太阳

系进入星际空间看到了什

么？日前出版的新一期英

国《自然·天文学》杂志刊

发一组论文，详解“旅行者

2 号”传回的首批“星际穿

越”数据，让人们得以窥见

太阳系与星际空间“接壤”

之处的神秘图景。

观测到对称的日球层

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

实验室在一份公报中介

绍，“旅行者2号”搭载了5

个科学探测设备。此次发

表5篇论文，每篇侧重解释

一个探测设备所获数据。

在论文中，研究人员

确 认 ，“ 旅 行 者 2 号 ”于

2018年11月5日飞出日球

层进入星际空间。此时，该

探测器距太阳约 180 亿公

里。信号以光速从该位置

传回地球需要超过 16 小

时。

日球层犹如太阳风吹

出的巨大“气泡”，太阳系

行星都处在“气泡”内。“旅

行者 1 号”2012 年飞出日

球层时距太阳约 183 亿公

里，这之前科学家并不知

道这个“气泡”究竟有多

大。

对比两个探测器的

“穿越”位置可为研究日球

层结构提供线索。参与研

究的美国艾奥瓦大学学者

比尔·库尔思说，通过对比

两个探测器的穿越点可基

本看出日球层形状是对称

的。

对比数据还揭示了日

球层顶的某些特征，比如

在不同位置日球层顶厚度

不同。日球层顶是日球层

最外缘边界，太阳风与星

际风在这里达到平衡。科

学家认为日球层顶会随太

阳活动移动，就好像肺部

随着呼吸扩张和收缩一

样。

探明太阳系和星际空

间的边界

太阳系与星际空间的

边界地带充斥着哪些物

质？“旅行者2号”也获得一

些线索。进入星际空间时，

它搭载的高能粒子探测仪

检测到日球层粒子数量骤

降，同时宇宙射线量剧增

并保持在高水平。此前“旅

行者1号”发现日球层可以

将地球及其他行星受到的

宇宙射线辐射减少七成以

上。

两个探测器获得的数

据均显示，它们完成穿越

时周围等离子体密度剧

增。等离子体是由正负离

子、电子及中性粒子组成

的特殊物质形态。科学家

此前已知，日球层内的等

离子体炽热而稀疏，星际

空间内的等离子体冰冷而

密实。

参与研究的艾奥瓦大

学荣誉教授唐纳德·格尼

特说，最新数据表明“那种

认为太阳风在深入宇宙空

间时逐渐减弱的老观点是

不正确的”。等离子体密度

剧烈变化意味着，太阳系

和星际空间之间有一个明

确边界。

“旅行者 2 号”数据证

实，星际空间边界的等离

子体温度确实低于日球层

内等离子体，但比此前预

期略高。数据还显示，“旅

行者2号”飞离日球层前等

离子体密度也曾略微升

高，表明等离子体在日球

层内缘和外缘经过了两次

压缩，但尚无法解释原因。

“旅行者”项目科学

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

理学教授爱德华·斯通说：

“‘旅行者’探测器向我们

展示了太阳与填充银河系

恒星间大部分空间的物质

如何相互作用……如果没

有‘旅行者2号’传回的新

数据，我们就无法知道‘旅

行者1号’看到的景象是整

个日球层的特征，还是只

与它穿越的地点和时间有

关。”

发现平行的宇宙磁场

宇宙磁场广泛存在于

宇宙每个角落。“旅行者 2

号”磁场传感器的观测数

据印证了“旅行者1号”的

一个惊人发现：日球层顶

外缘区域磁场方向与日球

层顶内部磁场方向是平行

的。

科学家最初通过“旅

行者 1 号”发现这个现象

时，他们不确定这种有序

的磁场排列是外部星际空

间的普遍特征还是巧合，

最新数据表明太阳系内外

磁场方向很可能是一致

的。

1977 年，美国发射了

“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

号”探测器。不过名称在后

的“旅行者2号”反而先发

射 16 天，它最初设计寿命

为5年，用于观测木星和土

星，但此后继续向太阳系

边缘飞行，又观测了天王

星和海王星，到现在已运

行42年。目前，两个探测器

中速度较快的“旅行者 1

号”距太阳超过 220 亿公

里，较慢的“旅行者2号”距

太阳约182亿公里。

美国航天局说，“旅行

者”姊妹探测器上携带有

关于人类文明的声音、图

片和影像，有望在数十亿

年后仍然在宇宙中传递人

类文明的信息。（张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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