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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刚过，恩爱的氛围还
没有散去，杭州西湖大学的几
位生命科学方面的专家，就透
露了他们的最新研究结果。
通过这些动物研究得到的结
果，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动物的
爱情观吧。男女要求偶、要恋
爱，从神经处理机制上来说，
这种行为是怎么发生的？

成为男女或与其它因素有关

恋 爱 首 先 要 有 男 女 之
别。为什么人有男女之别、动
物有雌雄之分？许多物种是
由染色体决定性别的，包括人
类。男性的性染色体组成为
XY，女性的性染色体组成为
XX。然而，在西湖大学生命科
学院专家唐鸿云眼里，决定

“男人”之所以是“男人”，除了
染色体外，还有一些神奇的因
素。比如，周围的温度或营养
条件。例如巴西红耳龟，它性
别的产生就受到温度的影响，
无论是哪颗胚胎，在26℃时就

会长成“男的”，在32℃时就会
变成“女的”。

在唐鸿云实验室中，还有
一种神奇的动物：秀丽隐杆线
虫。线虫体内只有一种染色
体，就是X染色体。当有2条X
染色体时，发育为“雌雄同
体”，既可以产生卵细胞，也可
以产生精子；当只有 1 条 X 染
色体时，线虫就是普通雄性。
这与营养条件有关，“有吃有
喝”营养好的时候，这些雄性
线虫产生精子；而如果饿肚
子，这些特殊雄性线虫则会产
生卵细胞。那么，这与人类有
什么关系呢？人类生男生女，
是否也与环境有关？唐鸿云
说，这需要通过进一步研究去
了解。

选对象到底有什么标准

有了性别之后，下一步就
是如何为自己找到满意的配
偶了。生命科学学院的专家
孙一以果蝇为实验模型，主要

研究社会行为中动物神经信
息处理的机制，也就是恋爱是
怎么发生的。比如将一只雌
性果蝇和多只雄性果蝇放在
一起，雄性果蝇会使出浑身解
数来吸引“她”的关注：要么大
展拳脚，用武力击败对手；要
么一展歌喉，用魅力征服爱
人；要么围着“心上人”尽情摇
摆，用舞姿收获芳心。

孙一发现，果蝇在寻找配
偶时会靠“嗅觉”。从气味中，
动物不仅可以判断出对方的
激素分泌，辨别它是不是处于
生育期，还可以闻出对方的健
康状况。孙一说，大小、颜色、
个体是否健康，歌声是否悦
耳，舞姿是否曼妙……这些都
是果蝇在择偶过程中主要考
虑的因素。在果蝇的大脑内，
有一个区域叫中央复合体，承
担着处理高级行为的功能。
果蝇接受了信息之后，会整合
出一个“印象”。她会继续判
断，这个“印象”是否符合自己

的择偶要求。

看脸不是肤浅之举

所谓的“一见钟情”，其实
也是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的，哪
怕只是短短几分钟。为什么
哺乳动物找对象都会“闻气
味”，但人类却先“看脸”？在
耶鲁大学做了25年遗传学研
究的许田教授深信，人类既然
走到了食物链的顶端，一定是
最符合“优胜劣汰”这个规则，

“看脸”一定不是肤浅之举。
许田教授通过对比发现，

世界上不同肤色的人种，其实
对漂亮的认知是基本一致的，
比如对称的或符合黄金分割
比的脸。比如人两眼之间的
间距，门牙与旁边牙齿的尺
寸。身体不健康的人，脸上有
时候会有一些相似的特征，你
的第一感觉就是不喜欢。所
以看脸并不肤浅，爱情也不是
简单的冲动，而是科学的选
择。（摘编自《钱江晚报》）

一见钟情其实很科学

立秋已过，秋水潺湲。不
如找个时间，带上相机，与河
湖相约，定格自然之美。这里
有几条小技巧，助你拍得更美。

注意前景搭配 拍摄河流
和湖泊时，要注意前景搭配，
水边的岩石、林木、枝叶等都
是非常好的陪衬。河流表现
的重点是线条，S形或者对角线
走向的河流，都具有很强的形
式感。作为陪衬的林木、岩石
等景物可以占据更大的比例。
湖泊的重点在于湖面，所以作
为陪衬的景物等一定不能过
多，最好是只占据画面的极少
部分，否则就会喧宾夺主了。

利用水岸线组织画面 大
多数情况我们只能在岸边拍
摄湖泊的局部。比较好的构
图方式是利用湖岸的线条串
联起湖面、湖岸及远方的景
物。湖岸线条整体上看大多
是C形的，要注意增强画面深
度和空间感。而拍摄河流，则
可以将镜头放低，搭配其它元

素，取水岸一角之静美。
清晨拍效果更好 清晨或

傍晚，太阳在地平线附近时，
光线强度大大下降。寻找逆
光或是侧光的角度拍摄河流
等水景，画面的光影对比效果
明显，影调层次丰富。如果想
拍摄水雾蒸腾的样子，要早
起，趁清晨去。设定平均测光，
在靠近相机的水面晨雾之处对
焦。这种水雾覆盖在水面上，
让整个场景看起来宛若仙境。
应该注意，在昼夜温差较大的
春、秋等季节才更容易拍摄到
这种美景。（摘编自《蜂鸟摄影
学院新手学摄影·旅行篇》）

拍河重“线”，拍湖重“面”

“终”字的楷书，左侧偏旁
和右侧的“冬”字，上方几乎平
齐。左边的偏旁，下面的三个
点，间距要相同，不然不好
看。右边的“冬”字，需要注
意，碑帖中下面的两个点不是
直上直下那样点的，轨迹是倾
斜的，这与当时的审美有关。

“终”字的行书，偏旁跟今
天的简体字写法差不多，但并

不好写，需要下功夫练习。
“冬”字不再捺出去，行笔是一
个连续的过程，捺笔稍微平一
点 ，写 完
捺继续写
点 。“ 终 ”
字 的 草
书 ，偏 旁
写法类似
于“ 子 ”

字。在行笔过程中，省略了
“冬”字上面的撇。（南开大学教
授 田蕴章）

“终”字两点别直上直下

说 脏 话 不
是一种文明的行为，但却一直
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有时候，
我们还没注意，脏话就说出了
口。为什么脏话难以消除呢？

我们大脑在处理信息的
时候，语言和情绪的级别是不
一样的。语言加工是大脑的

“高级”功能，它是在大脑皮层
中进行的。情绪和本能则是
在大脑的深处进行加工的。
尽管脏话也是一种语言，但是
许多研究都表明，人类加工脏

话不是在大脑皮层，而是和情
绪与本能在一起。脏话更像是
一种有着情绪成分的活动。所
以，人说脏话其实是一种情绪
的表达，往往会控制不住。

心理学家认为，当人情绪
激动的时候，脏话能起到积极
的作用：释放压力。在日常生
活中，当人们开车时，说的脏
话要比平时多得多。研究表
明，人们最常使用脏话的情景
包括：意外的痛苦事件，比如
不小心被打开的门撞了头；遭

遇令人沮丧和失望的事情，比
如去上班的路上遇到交通堵
塞；当然更多的时候脏话是由
令人愤怒的事情引起的。运
动场是脏话滋生的地方，特别
是足球这种对抗激烈的运
动。情绪高亢的运动员容易
说出具有攻击性的语言，让比
赛更具火药味。

说脏话是情绪的表达，也
是情感的宣泄，所以很多时
候，说脏话会让我们觉得舒服
很多。（摘编自《脏话文化史》）

说脏话为什么会觉得爽
欧阳询（左）、王羲之（中）和孙过庭写的“终”字

■读步天下

《年方六千》

作者：郑岩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推荐语：《年方六千：文

物的故事》是相当值得一读
的一本中国古代文物普及
读物。文字作者郑岩是考
古与美术史学者，图片部分
则来自郑岩之女、插画师郑
琹语。

书中精选了中国六千
年文明史中极富代表性的
89件国宝级文物，作者以扎
实的历史、文博学养，用生
动、流畅的笔触道出文物的
来龙去脉，辅以写实风格又
有独特水彩质感的文物插
画，带我们赏析这些带着历
史温度的国宝。

■冷知识

鱼在南极冻不死

南极到处都是厚厚的
冰雪，冷得要命，可打开冰
窟窿，总是能钓上鱼来。
为什么那么冷的地方，鱼
不会被冻死呢？原来，鱼
是一种变温动物，它的体
温会随着水温而改变。和
其他地方的鱼相比，南极
的鱼体液中蛋白质比较
多，而蛋白质是热能的保
证，也正是凭借这一点，南
极的鱼才得以在寒冷条件
下健康成长。当然，不要妄
想把南极的鱼放到热带海
洋中去，这种适应性有极
限，超过了极限就会死亡。
（摘编自《百科知识》）

■快乐ABC

“呵呵”神翻译火了

近日，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回应外媒记者“美方称
中方经常出尔反尔”的问题
时，作出表态：“我看到了有
关 报 道 。 我 只 想 呵 呵 两
声。”“呵呵”这个词什么意
思，不必多说，中国网友会
心一笑。那么用英语，“呵
呵”该怎么翻译呢？外交部
发言人办公室官方微信给
出 了 答 案 ：Hmm． How
interesting！这个翻译表面
是在说“真有趣”，内心其实充
满鄙夷和不屑，完美表达出

“呵呵”的讽刺意味。（摘编自
澎湃新闻）

■咬文嚼字

天宝三载不能称
天宝三年

正 在 热 映 的 电 视 剧
《长安十二时辰》，在故事背
景中提到当时是天宝三
载，那么这里为什么不用
天宝三年呢？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
中，皇帝纪年所用的量词，
一般都作“年”，但在唐代，
却一度出现以“载”代“年”
的现象。这要从“载”的起
源开始说起。《尔雅》记载，

“载，岁也。夏曰岁，商曰
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我
们可以看到，载和岁意思相
同，在唐尧和虞舜时期，用

“载”来纪年，而周以后，就
大多用“年”来纪年了。

天宝年间，唐玄宗李
隆基认为自己的功绩只有
唐 尧 、虞 舜 才 能 与 之 相
比。为了炫耀，他下诏“改
天宝三年为三载”，所以只
能称天宝三载。用“载”纪
年，一直持续到唐肃宗至
德二载（757年），然后又改
为“年”。元代以后“年”

“岁”分工就显得十分清楚
了。“年”基本用于计时，

“岁”基本用于纪龄。（摘编
自《咬文嚼字》）

长多高由基因决定

为什么大多数人的身
高都在标准范围内？为什
么我们长不到 4 米高呢？
生物学家指出，身高并不
是极其复杂的基因组中孤
立的一项，它与器官发育
等其他生长过程长期交织
在一起。几百万年来，自
然选择塑造了人类基因组
蓝图，并通过基因连锁及
随后的组织生长影响身体
和器官生长。除了遗传因
素，营养和现代医疗等环
境因素也会影响身高。然
而，基因承担了最大一部
分工作任务。当我们长到
预先注定的高度时，一种
名为“程序性衰老”的生物
学机制最终会关闭负责生
长的基因，人就不再长高。
（摘编自《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