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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
德国科学家在南极首度收获并品尝无日晒的水
耕蔬菜，
相关种植技术未来可能帮助人类在其他星球譬如火星
和月球上培育新鲜蔬果。
（摘编自《科技日报》
《楚天都市报》
）

的情绪，也有助于抵御太空辐
射。美国宇航员林德格伦在
品尝了太空生菜之后，盛赞其
“味道好极了”
。
南极蔬菜都种了些啥
人造光和二氧化碳浓度都受
无独有偶，此前中国在进
到严格控制，部分系统甚至需 行太空蔬菜种植实验时，也选
南极从来不是新鲜蔬菜
要从欧洲进行远程管理。项 择了生菜，主要有三点原因：
生长的理想之地，不过德国航
目负责人丹尼尔·舒伯特称， 一是生菜在地面上的种植技
空航天中心的科学家还是收
尽管已经有国家成功在国际 术 比 较 成 熟 ；二 是 生 菜 可 食
获并品尝了第一批无日晒蔬
空间站种植了绿色蔬菜，但这 用，可以在后续实验中作为食
菜：
3.6 公斤生菜、
70 根小萝卜 项研究，可以帮助人们在外星
材；三是生菜是老百姓比较常
以及 18 根黄瓜。此外研究人 球培育农作物。
见的植物，有利于进行科普宣
员同时也在种植罗勒、欧芹、
传。在太空种生菜使用的基
韭菜和香菜等，他们还贴出了 生菜——太空的宠儿
质是蛭石，它和地面的土壤不
在藤蔓上生长的小西红柿的
其实，不单德国科学家以 一样的，不仅吸水性非常好，
照片。在未来，他们还期待能 生菜作为试验品，早在 2014 而且密度小，
便于携带上天。
够完成草莓的种植，它比以上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启
太空种菜也有秘籍
蔬菜更敏感。
动了空间站的种植项目，试验
种植这些蔬菜的温室名 品也是生菜，不过第一批种植
太空种菜，比我们想象的
为 EDENISS，
大约有一个集装 出来的生菜没有吃，而是全部 难很多，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
箱大小，位于德国伊迈尔三号 送回了地球。到 2015 年，美 太 空 农 夫 ，需 要 解 决 不 少 困
站附近。它是一个完全封闭 国宇航员的菜单上才出现了 难。第一个需要解决的就是
的系统，其中没有土壤，也没 自种的新鲜红叶生菜。生菜 光源。植物的生物量 90%来
有自然光照，水的分布、紫色 含有抗氧化剂，可以改善人们 源于光合作用，但植物并不是

■读步天下

行行
摄摄

吸收所有的光，它们更青睐可
见光的蓝色和红色部分，比例
超过 60%，因此，适当比例的
红蓝复合光就能满足基本的
生长需求，加入一些绿光，可
以让长出来的蔬菜更好看。
如同照明质量一样，二氧
化碳成分是地外栽培又一个
容易被忽略的问题。研究表
明，适量增加二氧化碳浓度，
植物就会加强光合作用，光能
利用率显著提高。地球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一般占总
体积的 0.033％，对植物的光
合作用来说，这才刚刚够用。
但在地球之外，我们可以调节
二氧化碳含量。此前，我们经
常为了在地面种植出更好的
作 物 ，让 种 子 去 太 空 溜 达 一
圈，沐浴在高辐射、失重的环
境下，诱发基因变异。但很多
科学家正在转变思路，认为应
该在地面上进行种子改良，以
应对人类在太空遇到的问题。

变换快门速度抓拍比赛瞬间

运动摄影是把运动比赛
中扣人心弦又稍纵即逝的瞬间
形态捕捉下来，强化观众对赛
事惊险、激烈和趣味性的艺术
审美感受。合理地设置和运用
高速、
低速快门，
能够更好地展
现运动氛围和动感画面。
高速快门能够“凝固”影
像，将运动主体清晰地记录下
来。这种方式常用于展现运动
员优美的姿势、
飞溅的泥浆、
冰
雪、
砂石、
汗水以及击球的瞬间
等。要取得理想效果，往往需
要设置 1/1000 秒甚至更高的
快门速度。

书名：
《沧海波澄：我的
诗词与人生》
作者：
叶嘉莹
出版社：
中华书局
推荐语：她是学生眼中
要眇宜修的湘水女神，也是
无数人通向古典诗词海洋
的摆渡人，她使古老的诗词
获得再生。她是才情纵横
四海的大家，在颠沛流离中
写下摄人心魂的诗篇。她
“翠”字在保证基本字型
是深具弱德之美的大家闺
的前提下，
不要写得太高，
太高
秀，坚忍支撑一个家庭。94
就不容易和其它字配套。下面
岁的叶嘉莹先生用诗词来
的“卒”字，第一个点要尽量放
讲述自己坎坷的人生：北平
在“ 羽 ”字 的 两 个 竖 正 中 间 。
的生离死别、海外的丧女之
痛……在多舛的命运中，以 “卒”字中间的部分，第二笔的
“卒”
诗词创作、研究蜚声国际； 点要稍微挑起。这是因为
字的上半部分原本是一个
“衣”
在国难家愁面前，独有一份
字，后来才演变成今天的这种
“士”的情怀与担当。在与
样式，
在写的时候，
要体现出一
诗为伴的沧桑岁月中，历练
个
“衣”
字的感觉。
成美丽的星光。

轨迹。相机的移动方向、移动
速度要与被摄主体基本保持
一致。快门速度越慢，背景的
线状模糊越强烈，整个画面的
动感效果越明显。
运动比赛的现场状况瞬
息万变，想要在高速与慢速之
慢速快门能够产生极强 间切换自如，就要用到用户自
的动感。在慢速快门运用中， 定义模式。这种方法可以把拍
追随拍摄往往能够产生动感 摄模式、测光/对焦模式、ISO、
极强的效果。将拍摄模式设 驱动模式等所有参数设置都设
置为快门优先，通常设置 1/30 定到指定的转盘模式中，只需
秒 至 1/100 秒 的 快 门 速 度 。 要简单地拨动模式转盘，就能
启用相机的连续自动对焦功 够快速获取所需参数。
（摘编自
能持续追踪被摄对象的运动 《摄影世界》
）

“翠”
字不要写太高
“翠”
字的行书，
上面的羽字 字的草书，
可以先将上下两个部
可以写得很飘逸，
也可以写得清 分分开练习，
再寻求连贯。
（南开
楚些，
都没有问题。需要注意的 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 田蕴章）
是，
“卒”
字的上半
部分，
可以写成一
个近似于“九”字
的样子。除非章
法需要，
将
“翠”
字
的竖拉长之外，
行
书中不要将“翠”
字写得太高。
“翠” 启功（左）、
陆柬之（中）和孙过庭写的
“翠”
字。

奇妙心理学

把
“南极蔬菜”
种到火星去

容易被骗系天生
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被
朋友圈谣言所欺骗，这很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天生就
容易受骗。在一个心理测
试中，研究人员问：
“在《圣
经》中，摩西在方舟上带了
多少种动物？”结果，多数
人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
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应该
都清楚，是诺亚而不是摩
西建造了方舟。心理学家
将这种现象称为“摩西错
觉”。即使人们知道正确
的信息，但也会常常忽视
错误之处，
甚至继续使用。
心理学家发现，人们
更倾向于接受信息，只要
该信息足够接近正确，里
面有一些错误，我们也会
顺其自然接受。检查出错
误、纠正错误是一项艰巨
的工作，我们的心理怪癖
让我们容易相信“××不能
吃！”等虚假信息和宣传。
（摘编自《北京晨报》
）
■冷知识

蓝宝石
也可以是粉色
一般来说，
我们喜欢用
颜色来命名以区别各类宝
石。比如祖母绿是绿色，
红
宝石是红色……然而蓝宝
石却不是如此。蓝宝石是
玉宝石中除红宝石之外，
其
它颜色刚玉宝石的通称，
主
要成分是氧化铝。除了蓝
色之外，它还有粉、橙、黄、
白色，
甚至在同一颗宝石中
有多种颜色。
（摘编自《岩石
学报》
）

身份证上的 X
到底代表啥
有些人的身份证最后
以 X 结尾，那么它有什么含
义吗？据河南省郑州市公
安局治安支队民警介绍，
公
民二代身份证号码中第 18
位数是校验码，有 0 到 10
共 11 个数字，
“X”
是校验码
中的一员。不过，
它并不是
英文字母“X”，而是罗马数
字“X”，代表数字 10。
（摘编
自《大河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