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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弹钢琴机器人技艺堪比真人
【新华社微特稿】 能自动演奏乐曲的钢琴并不是什么
稀罕玩意，但它演奏出来的乐曲与真人演奏相比还是差了
些许感情在里面。美国知名钢琴软件公司“Majestic Piano Works”的老板尼克·莫里斯设计出全球最会弹钢琴的
机器人，取名“琶音”，据称演奏水平可以达到大师级别。
说是机器人，但“琶音”完全没有“人”的影子。它与钢
琴师经常坐的琴凳差不多高，近百个“手指”让它与琴上的
每个键完美契合，甚至还能“踩”到钢琴下面的踏板。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说，
“ 琶音”能用“人类的触觉和情
感”弹出超过 1000 个音，懂得 256 种踏板踩法组合。它可以
跟任何钢琴搭配，到哪儿都能弹，什么曲风也难不倒。
莫里斯说：
“自动钢琴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出现，技术也在
不断发展，
但它有一个缺陷，
那就是没有钢琴师。我想要发明
一个机器人钢琴师，
能像钢琴大师那样弹奏乐曲。
” （荆晶）

沉迷社交媒体容易与社会隔绝
【新华社微特稿】 喜欢玩社交媒体的人觉得它让生活
变得更丰富多彩，能让人了解更多社会上发生的事。而美国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沉迷社交媒体更容易让人与社会隔绝
（又称社会隔离），而这可能提升患病率及死亡率的风险。匹
兹堡大学研究人员向超过 1700 名成年人发放调查问卷，了
解他们使用脸书、推特等 11 个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的情况以
及自感与社会隔绝的程度等。
调查对象年龄在 19 至 32 岁之间。问卷结果显示，调查
对象每天平均上社交媒体 61 分钟，每周平均访问社交网站
30 次，他们中 27％感觉高度与社会隔绝。研究人员通过问
卷发现，越是使用社交媒体多的人与社会隔绝程度越高。此
外，虚拟的网络世界会让社交媒体的使用者觉得其他人都生
活幸福，长此以往这可能让人抑郁。研究带头人、匹兹堡大
学媒体、技术与健康研究中心负责人布雷恩·普里马克警告
说：
“ 如今在年轻成年人中，心理健康问题和与社会隔绝像流
行病一样。”
（乔颖）

智能
“手机秘书”
帮你过滤来电
【新华社微特稿】 忙得不可开交时却频频被手机上的
推送及来电打扰？关掉铃声是解决方法之一，可是如果因此
错过重要电话怎么办？美国罗格斯大学正在致力于“智能小
秘书”的研究，希望能帮你解决这一烦恼。
负责研究的扬内·林德奎斯特博士说，研究显示，手机不
合时宜地响起会让用户烦恼不已，从而降低生产力，影响情
绪。所以，开发出一种能分析用户“可打扰性”的智能程序十
分有意义。
林德奎斯特表示，是否愿意被手机打扰与人的忙碌程
度、性格、实时情绪以及正在做的事情有关。研究人员正在
根据这些收集来的信息设计一种更智能的手机推送系统。
林德奎斯特说：
“ 如今，
（手机的）通知管理系统并不智能，我
们的系统是通过手机用户的活动数据和偏好来进行推送。
这可以让系统像真人秘书一样自动学习。”
他说，未来，手机“智能秘书”可以通过全面分析来判断
你是否愿意接听电话或查看消息，从而帮你避免频频被打扰
的情况。
（荆晶）

吃饭听劲歌辣味更显著
【新华社微特稿】 吃咖喱饭嫌不够辣？不妨在进餐时
播放“辣妹”
“ 红辣椒”等乐队的劲歌，那会让你感觉更辣。
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家发现，听着快节奏、动感十足的歌
曲就餐，会将人们对食物辣味的感觉提升 10％。研究人员
让志愿者选取会让他们联想到辣味的音乐，然后让 180 名志
愿者分三组分别就着音乐、白噪音、在安静环境下品尝同等
辣度的食物。
结果发现，就着快节奏、强烈音乐就餐的志愿者感觉食
物更辣、味道更浓郁。研究人员将这种奇怪的现象称为“声
音调味 ”，相关结果发表于最新一期《食品质量和偏好》期
刊。
（袁原）

远古动物登陆源于眼神变好
【新华社微特稿】 几亿年前，动物离开水登上陆地源于
它们的眼睛变大、视力增强，而不是肢体进化。这是美国一
项新研究得出的结论。
西北大学等几所高校的研究人员研究了 59 种动物化石
标本，这些标本的时间跨越了动物栖息环境从水过渡到陆地
的时期以及之前和之后的时期。
研究人员发现，动物眼睛的尺寸在过渡期开始前增大了
两倍，位置从侧面移到了头顶。进化生物学家马尔科姆·A·
麦基弗说，他们的研究首次发现视觉增强是促使 3.85 亿年前
动物登陆的因素。
研究人员说，眼睛变大意义重大，因为单是把眼睛露出
水面就能使鱼类在空气中的视力超过水中 70 倍，再加上眼
睛尺寸增加 2 倍，视力会增强数百万倍。据研究人员推算，
动物经历了 1200 万年才进化到眼睛尺寸增加 2 倍。 （欧飒）

脑电波不怕被窃取的密码
【新华社微特稿】 西班牙科学家最近研制出了可录取
脑电波的耳机，这使得用脑电波当个人密码这一科学构想离
现实更进一步。
西班牙巴斯克认知、大脑和语言中心科学家布莱尔·阿姆
斯特朗让 45 名志愿者读一张有 75 个缩写单词的列表，
同时用
装有电极的普通耳机录得他们的脑电波，
准确率高达 94％。
最新一期英国《新科学家》周刊报道，
阿姆斯特朗用电脑程
序分析录得的脑电波数据，为每名志愿者生成了独一无二的
“脑纹”
。由于每个人的脑纹独特且不可用外力强取，
科学家视
之为理想的生物密码，
但苦于传统录取手段复杂而难以付诸实
用。阿姆斯特朗的研究或许最终令脑纹当密码成为现实。
不过，
目前研究显示，
用脑电波当密码仍有局限之处。这种
方法不适用于脑电波相似的双胞胎，
也不适于长时间重复使用
的个人密码。因为大脑连接性会随时间变化而改变。 （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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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摄入 5 克盐有点少
春分“立蛋”
3 月 20 日，江苏省
连云港市赣榆实验幼
儿园的小朋友在展示
“彩绘蛋”。
当日是二十四节
气 中 的“ 春 分 ”。 我 国
有“春分到，蛋儿俏”的
谚 语 ，在 古 老 的 传 说
中，春分这天最容易把
鸡蛋立起来。据史料
记载，
“ 春分立蛋”的传
统 起 源 于 4000 年 前 ，
意在庆祝春天的来
临。
新华社发

【新华社微特稿】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
盐不超过 5 克，但世界心脏联合会前会长萨利姆·优素福却
说，这个摄入量太少，会增加致命心脏病发作的风险。
优素福说，他所在的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与世界心脏
联合会、欧洲高血压学会、欧洲公共卫生协会共同进行的研
究显示，钠摄入量过少会破坏身体自然平衡。按现在的推荐
标准，成年人每天摄入钠应该低于 2 毫克，但研究显示，每天
摄入钠低于 3 毫克会增加死亡、心脏病及心力衰竭的风险。
相关研究报告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上。报告写道：
“长时期钠摄取量低于每天 2.3 毫克并不可行。没有证据证
明此举有益，反而可能有害。”优素福说，成年人每天钠摄入
量应该在 3 到 5 毫克之间，相当于吃盐 7.5 到 12.5 克。
不过，英格兰公共卫生局首席营养学家艾莉森·特德斯
通表示，减少盐摄入量有助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罹患心脏病
和中风的风险。
（荆晶）

想“冻龄”注意这几点

京沈高铁
朝阳隧道贯通
3 月 20 日，在朝阳
隧道内部，施工建设者
在隧道贯通后向另一
侧的工友挥手。
当日，位于辽宁省
朝阳市境内的京沈高
铁朝阳隧道贯通。该
隧道由中铁四局集团
京沈高铁项目部施工
建 设 ，全 长 6750 米 。
至此，京沈高铁辽宁段
39 座隧道全部贯通。
新华社发

【新华社微特稿】 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
轻 10 岁？美国一项研究显示，除了基因因素，注意生活方式
也能让人显年轻，如保证睡眠、注意防晒、坚持锻炼等。
哈佛大学和一家知名护肤品公司先前研究显示，
一些常被
人夸赞比实际年龄最起码年轻 10 岁的女性，基因异于普通女
性。这家护肤品公司随后又联手一家基因公司进一步研究发
现，15.5 万名常被夸年轻的女性研究对象中，三分之二携带两
个影响皮肤状态的主要基因的基因变异；
另三分之一虽然没有
“好基因”
，
但有一些好习惯也让她们显年轻，
仿佛
“冻龄”
一般。
研究人员告诉英国《每日邮报》，保证睡眠充足对“冻龄”
起的作用占 10％，补充多种维生素占 18％，坚持定期锻炼占
14％。此外，吸烟和日晒不利于皮肤，城市女性比乡村女性
更容易显年轻就是源于后者在户外时间更长。
研究人员还发现，
保持身材苗条也会让人显年轻。超重、
也就是身高体重指数（BMI）超过 25 的女性，
“冻龄”几率减少
两成；
皮肤经常干燥的女性，
显年轻的几率少 30％。 （黄敏）

常吃蓝莓有助健脑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研究发现，每日饮
用 30 毫升浓缩蓝莓汁有助老年人提高脑力。
研究人员征募了26名65岁至77岁的健康老人进行一项为
期 12周的实验。他们要求一半志愿者每天喝浓缩蓝莓汁，
相当
于吃230克蓝莓，
另一半为对照组，
服用安慰剂。其间，
志愿者照
常饮食，
以观察食用蓝莓的效果。实验开始前和结束后，
研究人
员让志愿者分别参加认知水平测试，借助磁共振成像扫描
（MRI）技术监控志愿者大脑功能、
检测静息状态脑血流。
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相比，
服用浓缩蓝莓汁的老人做测试
时相关大脑区域活跃度显著增强。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源
于蓝莓富含抗氧化和抗炎成分，蓝莓中化学物质有助增加大
脑血流量，从而增加输入大脑的氧气，增强大脑功能。研究结
果发表于加拿大《应用生理学、营养与代谢》杂志。 （黄敏）

想延缓衰老试试全速骑车4分钟
我国文化领域
首个国际技术
标准诞生
3 月 20 日，北京邮
电大学科研人员在发
布会现场展示符合国
际技术标准的动画片。
当日，记者在文化
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国际电信联盟于
3 月 16 日正式发布手机
（移动终端）动漫国际标
准（标准号 T.621）。这
一标准由中国自主原
创、
主导制定，
是我国文
化领域的首个国际技术
标准。
新华社发

“共享汽车”
亮相武汉街头
3 月 20 日，在武汉
市八一路菱角湖小区
停车场，市民使用完汽
车后，用手机软件上传
多张“共享汽车”照片，
结束用车。
近日，
“共享汽车”
亮相武汉街头，市民可
通过下载手机APP在街
头定位汽车并取车使
用。据悉，
这批
“共享汽
车”均为新能源电动汽
车，目前采取里程结合
时间的计费方式，以 1
分钟 0.1 元时长费及 1
公里 1 元里程费的模式
计价。
新华社发

【新华社微特稿】 如何才能延缓衰老？美国最新研究
建议，不妨试试高强度间歇训练，如全速骑车 4 分钟，然后减
速骑行 3 分钟，每天重复 4 组，每周锻炼 3 天，另外每周在跑
步机上慢跑 2 次，每次 45 分钟。
明尼苏达州梅奥诊所招募 72 名 18 岁至 30 岁的青年和
65 岁至 80 岁的老人，让他们分别接受骑行类高强度间歇训
练、举 重 类 抗 阻 训 练 和 以 骑 车 为 主、举 重 类 为 辅 的 综 合 训
练。结果显示，高强度间歇训练延缓衰老的效果最好，能让
细胞为线粒体制造更多蛋白质，减少线粒体受到的伤害，而
线粒体质量与长寿存在关联。
研究人员在美国最新一期《细胞－代谢》月刊上发表文章
说，
研究显示，
高强度间歇训练对老年人延缓衰老尤其有益，
老年
志愿者训练后肌细胞线粒体性能比久坐的同龄人提高 69％，
青
年组训练后线粒体性能比久坐的同龄人提高49％。 （王鑫方）

做义工更健康收入更高
【新华社微特稿】 比利时一项研究发现，义工的整体健
康状况和收入水平好于不做义工的人。
根特大学研究人员分析了 29 个欧洲国家和地区 4 万多名
公民的数据后在最新一期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期刊上
发表报告说，
义工的整体健康状况相当于比他们年轻 5 岁的非
义工，
而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义工群体的收入偏高相关。
研究人员之一斯泰恩·巴尔特解释说，
义工更易获得较高
收入是因为写有义工经历的简历更容易获得较好就业机会。
另外一名研究人员萨拉·威廉斯解释了做义工为何有利
健康。首先，做义工可以获得自我肯定等方面的心理益处；
其次，做义工能培养认知能力，有助预防老年痴呆症；最后，
以往神经科学研究发现，照顾他人的工作能刺激后叶催产素
和孕激素的分泌，有助对抗压力和炎症。
（欧飒）

“粉红噪音”或助老年人睡眠
【新华社微特稿】 人到中年，睡眠不好记忆力减退怎么
办？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人员说，轻柔的大自然声音或许有助
解决这一问题。
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神经学教授菲莉丝·齐和同事找
来 13 名 60 岁以上的志愿者，实时监控他们睡觉时的脑电波。
第一晚，研究人员根据监控，在志愿者深睡眠时神经交流的瞬
间播放粉红噪音，第二晚则在入睡前播放，入睡后停止。粉红
噪音是自然界最常见的噪音，
可以模拟出瀑布或下雨的声音。
研究人员说，与清醒时相比，深睡眠时脑电波活动会减
缓九成。那些接受噪音刺激的志愿者，大脑慢波数量增加。
这说明他们深睡眠时间更长。睡前和醒后的记忆测试显示，
睡前接受声音刺激有助志愿者记忆力提高，睡眠时接受声音
刺激的功效则会大三倍。
研究人员称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研究才能
证明这一方法是否真正有效。
（荆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