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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微特稿】 长途运输如何保证水果新鲜是个
棘手问题。瑞士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机器水果传感器，
无论形状、大小、密度和质感都接近真实水果，可以如实
记录水果运输途中的温度变化，尽可能减少水果腐烂变
质。

瑞士材料科学和技术联邦实验室（Empa）发明的这种
机器水果由3D打印生产，分为苹果、橙子、香蕉和芒果等几
个种类，高度仿真。以机器苹果为例，不仅形状、大小接近真
实苹果，还以水、碳水化合物和聚苯乙烯为生产材料模仿苹
果质感和密度。研究人员称，这样能如实模拟运输途中苹果
的温度变化，帮助水果经销商尽可能减少因温度变化造成的
损失。英国《每日邮报》报道，Empa不仅研发了不同种类的
机器水果，甚至为同类水果的不同品种开发了对应款，例如
布瑞本苹果和乔纳金苹果等。

保鲜水果对温度要求极高。虽然集装箱或冷柜中装有
温度计，但只能显示空气温度，难以适时监视所运输水果的
温度变化。尽管保鲜技术日益发达，但在水果运输多个环节
保持恒温仍然困难。Empa目前正寻求合作伙伴将机器水
果推向市场，预计每个水果售价50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
346元）。 （袁原）

机器水果帮助保鲜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研究人员用鸡蛋壳、西红柿皮等
厨余垃圾制造橡胶填充剂，有望为制造轮胎提供更广阔的材
料来源。

橡胶填充剂碳黑是目前制造轮胎必用的材料，在每只轮
胎中的含量约30％。这种填充剂能使橡胶更坚固，但却令
橡胶的弹性大打折扣。另外，由于碳黑是一种石油制成加工
品，其价格和产量受原油供应限制。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因此另辟蹊径，用蛋壳
和西红柿皮研制橡胶填充剂。他们发现，蛋壳多孔的微观结
构为与橡胶结合提供了更多平面，而西红柿皮在高温下也能
保持稳定，能提升橡胶轮胎性能。目前，这支研究团队正用
不同种类和剂量的厨余垃圾配比，尝试发现能使橡胶更有弹
性、更耐用的填充剂。美国趣味科学网站报道，他们的这项
研究目前正等待专利审批结果。 （袁原）

厨余垃圾可以造轮胎

【新华社微特稿】 你有骂脏话的习惯吗？如果每次
说了脏话你都后悔不已，不妨在手机上安装个小程序来帮
帮你。英国慈善机构“喜剧救助”推出一款名为“脏话罐”
的手机程序。它基于语音识别技术，在最长 10分钟的通
话时间里识别使用者是否说了脏话。最厉害的一点是，它
会通过支付平台 PayPal 绑定你的银行账户，每认定你说
了一次脏话，就直接扣款 20便士（约合 1.7元人民币），所
扣款项将捐给“喜剧救助”。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喜
剧救助”方面的话报道：“这可以帮你把坏习惯变成善
举。”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打开App，点下“开始”键。

（乔颖）

手机程序专治骂脏话

【新华社微特稿】 德国统计学家托马斯·罗延在刷牙间
灵光乍现，想出了困扰学术界多年的难题“高斯相关不等式”
的破解之道，随后用经典数学方法证明了这一定理。有趣的
是，他两年前就解出这道难题，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最近才广
为人知。

“高斯相关不等式”在20世纪50年代被提出后，许多顶
尖数学家用尽各种先进方法证明却无果。《量子》杂志最近一
篇报道援引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统计学家唐纳德·理查
兹的话说：“我知道有人在它上面费了40年工夫，我自己也
用了30年。”

现年70岁的罗延解出这道题时名不见经传。由于不能
忍受在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所需的漫长同行评议过程，
罗延把论文发表在了一家没多少人知道的印度学术期刊
上。再加上之前有不少人声称破解了这道题最后却证明是
场乌龙，罗延的发现没有引起关注。

2015年 12月，波兰数学家拉法尔·拉塔拉和学生达留
什·马特拉克撰写了一篇有关罗延发现的论文，用更易理解
的表述方式使罗延的发现开始受到关注，直至这一成果得到
学术界公认。

尽管名声来得晚了些，罗延不以为然。他对《量子》杂志
记者说，来自发现重要证据的那份“深深的喜悦和感激之情”
已经是足够的奖赏。

他描述刷牙时获得灵感的感觉仿佛想一个问题百思不
得其解，突然“看到一个美丽的天使出现在眼前”，带来一个
好点子。 （欧飒）

老人刷牙期间破解数学难题

【新华社微特稿】 知道约翰·列侬的《想象》看起来什么
样吗？不是说这首单曲的音乐录影，而是歌曲本身。美国青
年画家梅利莎·麦克拉肯可以画给我们看。她有一种名为

“共感觉”的超能力，听到乐曲时脑海中会出现色彩和纹理交
错的画面。

麦克拉肯告诉美国奇趣新闻网站oddity central：“一
直到15岁，我都认为大家（像我一样）都能看见颜色，书籍、
数学公式、音乐会的颜色。但当我问我兄弟字母C是什么颜
色时，我才发现自己的感觉相当不正常。”

原来，麦克拉肯有共感觉，也称通感。这是一种感觉混
合的罕见心理症状，会从一种感官刺激，比如听觉，引发另一
种感觉，如视觉或味觉等。在麦克拉肯看来，每个字母、每个
数字都有颜色，比如字母C是黄色，喷嚏有时看起来是浅粉，
闹铃声是蓝绿色……

麦克拉肯说，最奇妙的“大脑故障”是，听音乐时，她脑海
中会浮现不同色彩、不同纹理交错的动态画面。她由此画出
了列侬的《想象》、美国碎南瓜乐队的《今晚，今晚》、美国歌手
吉米·亨德里克斯的《小翅膀》等流行歌曲。

当然，一首乐曲在脑海中呈现的画面会影响麦克拉肯对
这首曲子的喜好。她说：“偶尔，出现可怕的色彩，我会关掉
音乐。” （黄敏）

通感画家画出流行乐

【新华社微特稿】 都知道肠道内有多种细菌，一旦菌群
失调就容易身体发胖、精神不振甚至抑郁，影响身心健康。
而现代饮食多加工食品、多糖，更容易导致菌群失调。英国
自然疗法营养师茱莉·黑格在英国《每日邮报》撰文，分享保
持肠道健康的方法。

第一，保持肠道湿润。黑格建议，早起先喝一杯白水，再
喝少许苹果醋加一杯热柠檬水或者花草茶，帮助身体补充一
整晚消耗的水分。白天也要经常饮水，但进餐时切记别喝
水，饭后半小时再喝，以免稀释胃酸，影响消化。

第二，坚持运动。有氧运动、瑜伽都可以。先前研究显
示，运动有助平衡肠道菌群，促进菌群多样化。运动还能促
进胃肠蠕动，促进消化。

第三，正确饮食。饮料建议只喝水、薄荷茶、茴香茶、姜
茶、柠檬水、苹果醋、蔬菜汁等；食物最好限于新鲜水果、蔬菜
尤其是绿叶菜、少量肉和鱼、鸡蛋、豆类、糙米和藜麦；零食不
必完全杜绝，可以吃些坚果、酸奶和酸菜。

第四，腹部按摩。不仅有助缓解压力，还能刺激胃肠蠕
动，促进消化。

第五，确保睡眠。一夜好眠对保持肠道健康相当重要，
因为缺觉的人更易选择高糖高脂食物以便快速补充能量，而
坏细菌也喜欢“吃”这类食物，从而容易导致菌群失调。临睡
前，不妨用温水冲泡一勺榆树粉或者喝杯薄荷茶，让胃部放
松，尽快进入香甜梦乡。 （黄敏）

肠道健康五步走

【新华社微特稿】 工作太忙，家务事太多，没时间健
身？在澳大利亚运动达人丽贝卡·高索恩看来，这只是偷懒
的借口，因为只要想健身总能挤出时间。她还传授了一套边
工作或做家务事边健身的心得。

高索恩举例说，处理邮件的同时，可以做平板支撑、靠墙
深蹲等动作，炒菜时可以做些腿部拉伸动作，等菜烧熟的工
夫可以做些跳跃动作。

即使在刷牙和梳头时，高索恩也不闲着，会边做这些事
边活动下肢。

高索恩对《每日邮报》澳大利亚版说，运动不必一次完
成，可以早晨10分钟，午休时15分钟，晚上再来5分钟，积少
成多。 （欧飒）

没空健身？运动达人为你支招

【新华社微特稿】 熬夜、睡眠时间不足当然会影响容
貌，但你知道吗，睡觉的讲究不止于此，会睡觉的人，在睡眠
时也会变美哦！

英国《每日邮报》引述皮肤修复专家洛雷娜·奥贝格的话
报道，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入睡姿势，仰卧也就罢了，
但若是天天侧躺，就会挤压脸部皮肤，形成皱纹。那么，怎么
睡才能变美呢？

奥贝格说，睡觉前一定要卸妆、洗脸，把脸洗得干干
净净，如果需要，洗两遍也没问题。洗掉堆积在皮肤上
的脏污才能让皮肤恢复天然的修复能力。接下来，记得
做好补水保湿的工作，可以利用补水精华或面霜让皮肤
保持整夜“水当当”。人在睡眠时，皮肤会加快修复过
程，所以记得不要涂抹太多种护肤品，防止皮肤负担过
重。

如果可以，换一床能让皮肤呼吸的床品，比如丝质的床
单、枕套。这种床品能减少对皮肤的摩擦，从而减少皱纹产
生的几率。另外，丝质床品对头发也十分“友好”，让起床后
头发乱糟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是长发，睡前不妨把头
发松松地扎起来，以防睡着时头发上的油脂蹭到脸上，影响
面部皮肤的水油平衡。 （荆晶）

睡得对也会让你变得美！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研究人员警告说，挑选沙发、地
毯及床垫时务必留神，有些家居用品上的有毒阻燃材料有可
能致癌，特别是甲状腺癌的风险。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说，过去10年中，英美等国甲状腺
癌发病率猛增。杜克大学研究人员说，这或许与家居用品中
使用的阻燃剂有关。研究人员分析了甲状腺癌患者的血样
及其家中的灰尘样本后发现，这些人曾经大量接触一种名为
多溴联苯醚（PBEDs）的化学物质。

另外，这些甲状腺癌患者体内三（2－羟乙基）膦
（TCEP）的含量也较高。它与PBEDs一样，都能与人体激素
发生交互作用，引发癌症。这两种物质十几年前被广泛用作
家具阻燃剂，虽然已经被禁用，但先前引发的风险不容小觑。

研究人员指出，还有一种名为十溴二苯醚（DecaBDE）
的阻燃剂仍没有被禁用。这种物质会随着灰尘沾在手上及
食物上，进入人体，导致不孕不育。它在孩子体内的积累尤
其严重，可能会引发学习问题。 （荆晶）

买家具小心阻燃材料

【新华社微特稿】 埃及一项研究发现，男性头发花白程
度可能与心脏病存在关联，白发越多，动脉受损情况可能越
严重，心脏病患病风险可能随之上升。

开罗大学心脏病专家伊里尼·塞缪尔在8日结束的欧洲
预防心脏病学协会年会上宣布这一研究结果。塞缪尔说，她
和同事们调查了545名成年男性的头发花白程度和动脉健
康状况。他们将头发花白程度由低到高打分，最高为5分，
表示头发全白，最低为1分，表示没有白发。结果显示，头发
花白程度超过3分者中，不少人存在动脉受损、高血压和血
脂异常等情况，这些情况均与心脏病风险提升存在关联；而
冠心病患者头发花白程度和冠状动脉硬化程度均远远超过
冠状动脉健康者。

塞缪尔说，这项研究显示，头发花白程度能暗示一个人
的生理年龄，可能成为预测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一个指
标。他们尚未研究女性是否也存在类似关联。

按照塞缪尔的解释，动脉疾病和头发变花白涉及的机体
变化机制类似，均与DNA修复功能受损、炎症、激素水平变
化、功能细胞老化等因素存在关联，且二者发生几率均随年
龄增长而提升。 （王鑫方）

男性白发多 心脏病风险高？

4 月 11 日，侗族群
众在贵州省黎平县双
江镇四寨村的稻田里
参加摔跤比赛。当日
是农历三月十五，贵州
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黎平县双江镇四
寨村举行一年一度的
传统摔跤节。当地侗
族同胞开展摔跤比拼
等民俗活动，欢度传统
节日。 新华社发

贵州黎平：
侗寨欢庆摔跤节

4 月 11 日，在安徽
省合肥野生动物园内，
一只小黑熊在玩耍。

2017年 1月 30日，
安徽省合肥野生动物
园的黑熊妈妈生下了
一对“龙凤胎”黑熊宝
宝，黑熊宝宝凭借萌萌
的表情、憨憨的动作成
为 动 物 园 里 的 小 明
星。近期，由于合肥气
温变化大，小黑熊只能
在室内活动，不久后将
去往户外生活。

新华社发

“龙凤胎”小熊的
卖萌生活

4 月 11 日，参观者
在德化职业技术学校
观看展出的作品。

近期，福建省德化
县组织当地干部群众
到德化职业技术学校
等地，参观以廉政、廉
洁为主题的陶瓷艺术
作品，让干部群众在潜
移默化中接受廉洁文
化熏陶。

新华社发

“说瓷话廉”扬清风

4 月 11 日，参观者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参
观、拍摄展品。

当 日 ，“ 赫 哲 印
象 —— 赫哲族渔猎文
化雕塑绘画艺术展”在
位于哈尔滨市的黑龙
江省博物馆开展。本
次艺术展以历史悠久
的赫哲族渔猎文化为
主题，展出画作及泥塑
模 型 等 作 品 111 件

（套）。 新华社发

“赫哲印象——赫哲族
渔猎文化雕塑绘画
艺术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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