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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微特稿】 很多家长有这样的体会：把睡不着觉
哭闹的小孩子放在汽车上，开一会儿车，孩子很快就能入
睡。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设计师根据这种现象研发出一款
能模拟汽车行驶效果的哄睡婴儿床，让使用者足不出户就能

“搞定”闹觉小娃。
这款产品看上去与普通婴儿床没什么区别，但启动后，

能像行驶中的汽车那样轻微摇晃和发出声音。床上装有光
线柔和的LED灯，模拟出夜晚街灯闪过车厢的效果。

设计师还开发出一款配合婴儿床使用的手机App，让
家长可以在手机上选择不同的晃动幅度、音效和灯光组合，
模拟出最能安抚孩子的“行车路线”。

英国《每日邮报》引述设计师亚历杭德罗·洛佩斯·布拉
沃的话说：“想象一下，孩子的床用手机App控制，能模拟出
最能安抚宝宝的路线，可以是带他去看爷爷奶奶的那条路
线，也可以是一起去看表兄弟姐妹的路线，或者是去市中心
的路线……” （欧飒）

仿汽车婴儿床，哄娃睡就靠它

【新华社微特稿】 加拿大一项研究发现，女性怀孕期间
或者在孩子出生后前三四个月内养宠物，特别是养狗，可能
有助减少孩子过敏和肥胖风险。

艾伯塔大学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英国《微生物组》期刊
上发表论文写道，孕妇养宠物或者让孩子在婴儿时代早期就
接触宠物，可以增加孩子肠道中瘤胃球菌和颤螺旋菌这两种
细菌的数量，而这两种细菌已经在先前研究中被证实分别与
儿童过敏和肥胖风险减少相关。

“家里养宠物可以使这两种细菌的数量增加两倍，”研究
带头人、肠道细菌专家安妮塔·科茨斯基说。他们研究的养
宠物家庭中，70％养的是狗。

科茨斯基说，怀孕期间养宠物，宠物携带的这两种细菌
会经由母体间接传给胎儿。换句话说，即便宠物在孩子出生
前被送走，宠物身上的细菌传递给胎儿的过程已经完成，依
然对降低孩子的过敏和肥胖风险有帮助。 （欧飒）

养狗狗减少儿童过敏和肥胖

【新华社微特稿】 一名潜水爱好者在德国南部一个地
下水系发现一种泥鳅。生物学家说，世界上不同地方已知有
200种穴居鱼，但以前从未在欧洲发现。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研究人员贾丝明卡·贝尔曼－格德尔
称这一发现令人吃惊，因为学术界先前认为更新世冰期阻止
了鱼类在这么靠北的地下水系栖息。

生物学家通过分析这种泥鳅的基因和研究栖息地地质
历史得出结论，这种鱼是在2万年前之后，阿尔派恩冰川退
去后脱离原先生活在地表水系的鱼类，游到洞穴中并逐渐形
成一个独特种群。

生物学家说，这一发现表明，鱼类可以快速适应地下环
境，这种鱼的发现可能是发现更多地下生命的开始。

关于发现这种鱼的报告发表在美国《当代生物学》半月
刊。 （欧飒）

欧洲首次发现穴居鱼

【新华社微特稿】 你是个内向的人吗？是否担心内向
会影响职场升迁？不要紧张。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一项研
究显示，内向的人更可能成为好员工。英国《每日邮报》援引
西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临床心理学家劳丽·赫尔格的话报
道，职场中，外向的人可能是交际高手，更像个“领头羊”，但
实际上，内向的人更“高产”，因为他们更容易集中精力做事，
且不易被即时奖赏扰乱心神。因此，内向的人尤其适合从事
需要长时间独立完成的工作。

赫尔格近期的研究结论还表明，内向的人在领导积极主
动型的员工时能提供更多支持、更善于倾听，而外向的人则
更适合领导较为消极被动型的员工。

那么，作为一个内向的人，如何在众多员工中让自己变
得突出？赫尔格说，鉴于内向的人通常不善口头表达，所以
最好采用文字表述的方法。 （乔颖）

内向的人更可能成为好员工

【新华社微特稿】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可以用笑容控
制手机？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报道说，德国夫琅禾费计算机图形
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设计出一种新型入耳式耳机，它能感应人
在微笑、眨眼或做表情时耳道对耳塞的轻微挤压，从而判断
出使用者的表情。参与研究的丹尼斯·马蒂斯说，当前，这一
耳机可以分辨出微笑、眨眼、向右转头、张开嘴、说“嘘”这五
个头部动作，识别准确率高达九成。

他说，使用手机等智能设备时，用户通常需要全神贯注，
手眼并用。而运用这一技术，未来人们在使用智能手机时将
可以“解放”双手甚至眼睛，通过表情来控制智能手机将成为
现实。 （荆晶）

用微笑控制手机？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同为乳腺癌患
者，每天睡9个小时比每天睡8个小时更容易死于乳腺癌。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人员分析了3682名确诊患
有乳腺癌妇女的睡眠资料。这些患者平均年龄65岁，大多
患有尚未扩散的恶性乳腺癌。研究期间，共有976名患者死
亡，其中412人死于乳腺癌。

研究人员发现，每天睡得多的患者较睡得少的患者死亡
几率高35％，死于乳腺癌的风险高出29％。研究还发现，有
睡眠困难的患者死亡风险高出49％。

这项研究以数据分析为基础，并非对照实验，相关结果
发表于《英国癌症杂志》。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科学
家谢丽尔·汤普森没有参与研究。她认为，这项研究只显示
了乳癌患者睡眠时长和死亡几率有关系，但并未揭示其中因
果。很可能是死亡几率高的患者睡得更多或者入睡更困难，
因为他们身体虚弱或者承受更多病痛。 （袁原）

睡觉多乳癌患者死亡风险高？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在线期刊《乳腺癌研究》刊载的
一项研究显示，空气污染可能增加女性乳房密度，而乳房密
度高正是乳腺癌确定的风险因素之一。

《印度斯坦时报》7日报道，这项研究调查了近28万名女
性，发现生活在细颗粒物（PM2.5）水平较高地区的女性乳房
密度高的风险增加20％。

乳房密度可用乳腺超声检查来检测。乳房密度高，就是指
乳腺纤维腺体组织和结缔组织较多、脂肪组织较少。先前研究
显示，乳房密度高的女性罹患乳腺癌的风险比常人高4至6倍。

研究人员发现，生活区域的细颗粒物浓度每增加一个单
位，女性乳房密度高的几率增加4％。研究人员认为，空气
污染对乳房密度的影响可能源于细颗粒物会扰乱激素分泌。

研究人员还发现，臭氧浓度与乳房密度也存在关联。臭
氧浓度每增加一个单位，乳房密度高的风险降低3％。不
过，研究人员尚不能解释其中生物机制。 （黄敏）

空气污染可能增加乳腺癌风险

【新华社微特稿】 你以为缺觉只是让人萎靡不振吗？美
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它还会影响人识别情绪的能力，让人不
会“看人脸色”。亚利桑那大学的研究人员招募54名志愿者，向
他们展示同一名男性的不同面部表情照片，包括恐惧、高兴、悲
伤、愤怒、惊讶、厌恶等6种情绪，但为了更贴近现实，有些照片
上的表情属于混合型，比如七成悲伤加三成厌恶。结果发现，
对于夸张、明显的面部表情，如咧嘴大笑或皱眉沮丧等，志愿者
无论睡眠是否充足都能识别出来，但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志
愿者辨别快乐或悲伤的细微面部表情时出现困难。亚利桑那
大学精神病学、心理和医学成像学教授威廉·基尔戈尔说，当今
社会，充足睡眠需要七八个小时，但普通美国人平均每天睡眠
不足6小时，这会影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辨别能力，可能让人
因不正确的辨别做出不恰当的反应。辨别能力下降会让人缺
少同理心，导致与他人沟通出现问题。研究报告发表在《睡眠
和生理周期神经生物学》杂志上。 （乔颖）

缺觉让人不会“看脸色”

【新华社微特稿】 想运动健身又嫌太累？不妨泡个热
水澡，不但消耗热量，还能控制血糖，有助预防II型糖尿病。

英国拉夫伯勒大学研究人员征集了14名男子，让他们
分别在40摄氏度水温中泡澡或蹬单车各一小时，目的是让
他们的核心体温升高一摄氏度。

之后，研究人员比较两组志愿者消耗的卡路里和血糖水
平。结果发现，蹬单车消耗的热量比泡澡多。不过，泡澡一
小时也能消耗140卡路里，相当于半小时步行。另外，两组
人的血糖水平相当，不过泡澡的人餐后一小时血糖峰值比蹬
单车的人低10％。

参与研究的斯蒂夫·福克纳因此认为，泡热水澡与锻炼
一样有益健康，甚至有助于预防II型糖尿病。相关结果发表
于澳大利亚杂志《对话》。 （袁原）

泡热水澡或能预防II型糖尿病？

【新华社微特稿】 滥用抗生素不好，但加拿大最新研究
认为，即使不是滥用，服用青霉素也可能影响孩子心理健康，
致使他们长大后出现攻击行为的可能增大。不过，给孩子服
用青霉素的同时补充益生菌，可能有助于抵消这种负面影响。

英国《每日邮报》5日报道，麦克马斯特大学研究人员在
小鼠实验中给孕晚期母鼠和初生小鼠服用低剂量青霉素，发
现这种抗生素能改变小鼠和母鼠后代的脑部化学水平、破坏
肠道微生物平衡，它们成年后出现攻击行为的风险升高。不
过，补充益生菌对减少这一副作用有帮助。

研究主要作者约翰·比嫩斯托克在英国《自然·通讯》杂
志刊文写道，他们认为这一发现可能同样适用于人类。

先前多项研究显示，心理健康与胃肠道菌群结构存在关
联。而多个动物实验显示，抗生素可能会扰乱消化道菌群结
构。哈佛大学医学院去年研究则发现，常用抗生素可能引发
思维混乱和精神错乱等问题，且和精神错乱的关联比人们先
前看法更紧密。麦克马斯特大学这次研究系首次专门测试
青霉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王鑫方）

服用青霉素影响心理健康？

【新华社微特稿】 充足睡眠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因为美国癌症学会研究显示，睡眠不足会增加男性罹患前列
腺癌的风险。在65岁以下男性中，夜间睡眠不足5小时者患
病风险比睡足7小时的同胞高55％，睡眠不足6小时的则高
于充足睡眠者29％。

研究人员分析了82.3万名男子的长期健康数据得出上
述结果，3日在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会上公布。美国健康生
活新闻网援引研究人员的话报道，缺觉之所以关联前列腺癌
风险，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会抑制褪黑素分泌，从而增加基
因变异和氧化损伤，削弱基因修复和免疫系统，还可能破坏
抑制肿瘤的基因。

研究人员并不清楚为何65岁及以上老人身上未见这种
关联，猜测可能是因为这个年龄段老人本身分泌的褪黑素水
平已经下降，从而减少了缺觉的影响。 （黄敏）

睡眠不足可能增加前列腺癌风险

【新华社微特稿】 运动最好不要空腹进行，但运动前吃
点什么最合适呢？营养学家说，橘子酱三明治是最佳选择。

英国《镜报》报道引述麦克米伦癌症援助组织营养师阿
黛尔·胡克的话报道，一个“标准”的橘子酱三明治用2片50
克白面包、15克黄油和 30克橘子酱制成。每个三明治含
380卡热量、54克碳水化合物、13克脂肪以及2.4克纤维。

她建议人们在长跑或骑自行车锻炼前2到4小时吃上一
个这样的三明治。这不仅是因为它能迅速释放出容易吸收
的碳水化合物，为人体供能，还因为它可以避免运动时肠胃
不舒服的问题。

胡克说，吃三明治时，要是再配上一杯200毫升的橙汁
效果会更好。 （荆晶）

运动前应该吃点啥？

这是 4 月 10 日从
空中俯瞰黄花城水长
城。黄花城水长城位
于北京市怀柔区，景色
秀美壮观，是一处融山
川、碧水、古长城为一
体的旅游休闲胜地。

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 摄

黄花城水长城

4 月 9 日，傣族姑
娘在戛洒镇南蚌社区
旋涡居民小组展示民
族风情。

当日，云南省玉溪
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
县戛洒镇举办花腰傣
民族风情及民间传统
手工技艺展示活动，吸
引 游 客 前 来 观 光 游
览。 新华社发

傣乡多彩民族
风情吸引游客

4 月 9 日，几位村
民在重庆市北碚区静
观镇万泉村苗木种植
基地内劳作。

近年来，重庆北碚
区静观镇通过引导当
地 村 民 、引 进 专 业 企
业，建立起“公司+农
户+经纪人”的苗木产
业链条，既美化了乡村
环境，又促进了农民就
业和增收。2016年，静
观镇苗木种植面积约
4.3 万亩，年产值 5.5 亿
元。 新华社发

重庆北碚：
苗木产业绿了
山头富了农家

4 月 9 日，游客在
北京国际鲜花港欣赏
绽放的郁金香。

时下，位于北京市
顺义区的北京国际鲜
花港大片郁金香引来
众 多 赏 花 踏 青 的 游
人。北京国际鲜花港
今年共有 93 个品种、
400余万株郁金香陆续
开放，花期预计将持续
到5月中旬。

新华社发

北京国际鲜花港
400万株郁金香
迎春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