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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情绪使生命更宽广
没人喜欢坏情绪，

但科学家们已然证明，坏情绪之所以
演化出来，是因为它有大用处。各种
坏情绪增加了我们的生存几率，这叫

“生于忧患”。但是，好情绪除了让我
们“感觉很好”之外，到底有些什么“实
际用途”呢？我们总不会演化出好情
绪，就为了让自己“死于安乐”吧？

美国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心理
学教授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发现，积
极情绪除了让你更幸福，还能让你的
生命变得更丰富也更宽广。她将此称
为积极情绪的“扩展和建构”效应。简
言之，消极情绪让我们在恶劣环境中

能活下来，积极情绪让我们在良好的
环境中能发展壮大自己。

弗雷德里克森发现，积极情绪不
仅仅是“好事带来的结果”，更是“好事
发生的原因”。当下就感觉幸福的人，
未来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几率更
高。在积极情绪下，人的注意力范围
变得更广，想象力变得更活跃，于是能
够注意到情绪低落时注意不到的信
息，想出情绪低落时想不到的点子。
另外，积极情绪也让人更愿意和他人
交往乃至合作，这就带来了新人脉。
而这些往往意味着人生全新的可能
性。（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

狗因驯化早而性情温顺

狗的祖先是狼，人类驯化
狗，要追溯到2万年前。当时，
狼群中有一批弱势群体，它们
因为弱小在捕猎之后连骨头
渣都分不到。于是，它们悄悄
地跟在人的后面，人吃完肉会
把骨头扔到洞穴口，它们就有
一口吃的。 渐渐地，当年的弱
狼变成了狗的祖先。除了啃
骨头，它们甚至吃人的粪便，
靠着这种与人不竞争、又有协
同效应的相处模式，活了下
来。所以，狗非常知道如何讨
人的欢心，而且性情温顺。

猫不太一样，至今为止，

“猫格”还保持得比较完整。
猫的准确驯化时间，去年才由
科学家确定：家猫起源于9000
年前遥远的土耳其和埃及，当
时人类已经进入农业文明时
代，尼罗河沿岸的粮仓，饱受
鼠侵，所以猫来了。 猫接近
人，并不是喜欢人，而是冲着
老鼠来的。所以它们与人的
关系，没有狗那么近，本性也
桀骜许多。 这样的驯化背景，
造成了猫和狗与生俱来的性
格差异。当发生冲突的时候，
温顺的狗天然就处于弱势。

喵星人依旧保有先祖战魂

如果比拼智商，猫比不上

狗。差不多体格的猫和狗，脑
容量上，狗要大 20%；狗狗大
脑中的神经元数量，也是猫的
两倍。但一旦拼武力，猫有非
常大的优势——它依旧保有
捕猎的能力。猫能利用弱光
视觉来追踪猎物，当发现目标
时，它的眼睛会迅速向大脑皮
层发送信号，视皮层对前后图
像分析的频次达到70次/秒。

所有的家猫，都是阿拉伯
野猫的后代，保留了祖先的战
魂——它们时刻在做准备，腿
始终不会像狗那样伸得很直，
一旦发动，爆发力强，加速度
快，能迅速发起突袭，而且一
跳就能跳到 5 倍于身高的高
度。英国皇家兽医学院的约
翰·哈钦森教授表示，姿势，是
猫成为顶级猎手的关键——

“猫的脊椎非常柔软，尤其是
现代家猫，跃起的同时，还能
做出非常扭曲的身体变形，以
方便捕捉猎物，这是连老虎都

做不到的。”

猫被偏爱得有恃无恐

经常有这样一个词来形
容 宠 物 的 主 人 —— 猫 奴 狗
主。在猫看来就是，铲屎官疼
我，而你还在吃屎。猫因为它
高冷的气质，在人类世界中一
直享有很高的地位。譬如日
本著名文学作品《枕草子》中，
就曾经记述了宫中猫狗打
架的事。猫是一只白背黑猫，
位列五品，名为“命妇”，狗则是
日本土狗，名为“翁丸”。宫中
妇人常常逗弄两只动物，唆使

“翁丸”去咬“命妇”，主上看了
这情形，赶紧把那猫抱在怀中，
召集侍卫，把狗痛打一顿。

科学家认为，猫和狗都是
会看人脸色的动物，它们会明
白人的心态，从而影响到它们
的状态。猫压根都不在乎这
些，但狗比较顾及人的感受，
会尽量避免争斗。

猫狗相争，为啥输家总是汪星人

星芒，意为星状的光芒。
在风光摄影中，常常利用点光
源作为星芒的产生物，而在夜
晚，城市里的灯光也会被当成
点光源来表现。光圈对于星芒
的大小则有着比较明显的影
响，光圈越小星芒会越明显，一
般从F8开始就会出现明显的
星芒效果。另外，曝光时间的
长短对星芒线也有影响。

在晴朗天气下，想拍摄出
太阳的星芒，为了不让太阳过
曝，感光度设置不能过高，一般
在 ISO100。这样，可以恒定光
圈并使用点测光对着天空和地
面分别进行测光，然后使用中

间值进行曝光，这样既可以保
证天空又能兼顾到地面。

在日落日出的时候，可以
利用太阳刚刚露出或落下地
平线的瞬间，使用小光圈来拍
摄星芒效果，因为太阳部分被
遮挡，光比会减弱很多。为了
保证星芒下人物的清晰度，建
议使用 ISO200的感光度来保

证快门速度。
在晚上用路灯来表现星芒

是夜景照片最常见到的拍摄手
法，在天空还有光亮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长达30秒的曝光来
拍摄，这个时候光圈也往往用
到 F16 甚至更小的 F22，曝光
时间越长，星芒线也会变长。
在天空完全处于黑暗的情况
下，去表现画面里的点光源星
芒，因为使用小光圈拍摄，太长
时间的曝光可能会导致点光源
完全过曝，会让星芒不明显，这
个时候可以考虑增加感光度，
缩短曝光时间达到理想效果。
（摘编自《大众摄影》）

星芒让照片更出彩行行
摄摄

“博”字的楷书，左边的
“十”字，横要短，竖要长。横将
竖笔分成了两段，上面和下面
的比例以 2 ∶3 为佳。碑帖中

“甫”字的写法有了一些变化，
需要注意。“博”字右边的部分
一定要写点，如果不加点，右
边部分就会变成“专”。

“博”字的行书，跟楷书
大体相似。不过在行书中，

上面的点可以不加。因为左
边 是“ 十 ”字 ，右 边 如 果 是

“专”的话就不成字，所以不
会 影 响 认
读 。“ 博 ”字
的 草 书 ，右
边很像一个

“ 专 ”字 ，最
后的转折处
可以转出来

也可以按收，关键是要处理
得很自然。（南开大学东方艺
术系教授 田蕴章）

“博”字写点有讲究一字
每期

欧阳询（左）、文徵明（中）和孙过庭写的博字。

虽然狗年可以说是汪星人的
主场，但在猫狗相争中，狗狗依旧
是常败将军。宠物狗的体型往往
比家猫的体型要大一些，但为什
么打架的时候输的总是狗呢？（摘
编自澎湃新闻、《钱江晚报》）

■读步天下

书名：《中国新工人：女
工传记》

作者：吕途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推荐语：这本书中深

度访谈的三十余位女工，
从 50 后到 90 后，年龄跨度
很大，从中可以看到改革
开放前的国营厂大姐、转
制大潮中的下岗工人，以
及刚刚踏入社会的新生代
女工。这些故事延伸出了
两个历史：一个是时代变
迁的历史，一个是个人的
生命历程。当代中国的巨
变 深 刻 地 塑 造 着 每 一 个
人，而不同年龄段女工的
成长经历、谋生历程，也从
不为人知的角落见证了中
国社会的转型。

■冷知识

往手机里存东西
会让手机变重

我们知道，手机里的
各类文件都是由二进制数
字组成的，那么它们有质
量吗？来自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科学
家 John D. Kubiatowicz
说：“存储的字节其实是有
物理重量的，只是它小到
难以察觉——大约 1 微微
微克。”之所以会有重量，
是因为闪存用捕获电子的
办法来区别 0 和 1 的符号
串——当电子的数量一定
时，被捕获（也就是数据被
存储）的电子就会获得更
高的能级，质量也会增加。
（摘编自《羊城晚报》）

大脑也分四季
比 利 时 一 项 研 究 发

现，随着季节的变化，人
类大脑的活跃程度、注意
力以及记忆能力也会发生
变化。大脑的工作记忆能
力在秋季最强，在春季最
弱。大脑的专注能力在夏
季最强，在冬季最弱。冬
季白昼时间缩短，大脑也
就分配了最低程度的资源
来维持专注力。研究人员
认为，大脑功能的这种变
化是通过适应季节变化的
气候特征，从而在全年平
衡大脑功能和表现的一种
方式。（摘编自《奥秘》）

■咬文嚼字

“唯一”“惟一”
谁主沉浮

“唯一”与“惟一”这两
个词的纠缠由来已久，不
过总算是尘埃落定。经过
学界讨论，已经得出了三
条结论：第一，“唯一”和

“惟一”是一对异形词，都
不算错。第二，“唯”“惟”
二字，都不是“唯一”的本
义用字，而是借用来的，但
是现代人所接受的语文教
育，对“唯”字更熟悉；第
三，从用字的系统性来考
虑，有些词语，如唯物主义
等，一贯用的都是“唯”，既
然这个事实不能改变，那
么从大局出发，应该统一
用口字旁的“唯”。（文/郝
铭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