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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导航能力堪比 GPS

最近，一则新闻激发了广
大网友的好奇心：内蒙古巴彦
淖尔市乌拉特草原上的一只
骆驼去年被卖到了百公里之
外的一户牧民家，
时隔近一年，
这 只 骆 驼 独 自 穿 越 围 栏 、公
路，走了百公里路程，又回到
了原主人的家中。俗话说
“老
马识途”
，
骆驼也是如此吗？
本领卓越源于能力特殊
内蒙古生物技术研究院
特聘高级工程师张志刚说：
“马和骆驼等动物能够找到回
家 的 路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靠 嗅
觉、视觉和记忆力。”不过，这
种导航能力在动物界只能算
是“初级水平”，一些动物导航
的精准度和效率，完全不亚于
现代先进的导航技术。这是
因为，这些导航能力卓越的动
物都具有某些特殊的能力。
比如，早在 1949 年，奥地
利动物学家卡尔·冯·弗里士
发现，蜻蜓、蜣螂等许多复眼
昆虫就具备超越人类的偏振
光识别能力，进而帮助它们进
■读步天下

《水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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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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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本书从水最
微 小 的 物 理 特 性“ 毛 细 作
用”讲起，章节之间的联系，
如跟随一粒水滴落入湖面，
一圈圈涟漪荡漾开，牵连起
池塘、水坑、河流、溪水、湖
泊、海洋、未知水域中的种
种现象。从中可以看到水
或聚或散的形态，以及不同
形态下与环境产生的奇妙
互动。

行导航。来自希伯来大学和
特拉维夫大学的科学家发现，
蝙蝠在大尺度的地理位置上
进行导航时，能够表现出非凡
的空间记忆力，这种能力在一
定程度上已经接近了人类。
此外，科学家目前还发现了约
50 种动物（包括哺乳动物、鸟
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鱼
类、昆虫）具备利用地球磁场
为自己的活动进行导航的化
学感知能力。
不仅认路还会计算路程
张志刚介绍：
“ 生理结构
的独特性，是动物具备卓越导
航能力的基础条件。更神奇
的是，一些动物甚至掌握了特
殊的路线计算方法。
”
据了解，蚂蚁的眼睛里也
有对偏振光敏感的光感受
器。法国生物机器人专家斯
特凡·维奥莱表示，在利用偏
振光进行导航的过程中，蚂蚁
首先会利用这些光线确定方
向，然后计算出返回起点的最
直接路径。例如，蚂蚁向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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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一段距离，然后又向东移动
两倍距离，如果它想回到起始
位置，那么它就会向西南方向
行进。无论蚂蚁寻找觅食地的
路径多么曲折，当它返回巢穴
的时候，
几乎都是沿直线返回。
昆虫可以通过估算自己
走过路线的方向和距离，判断
自己与起始位置的相对位移，
这种方法也叫做路径积累。
动物学家发现，蜜蜂不仅掌握
了路径积累的方法，还能将路
径信息准确地传达给同伴。
比如，当一只工蜂满载花蜜返
回蜂箱时，它会来回摇晃地舞
蹈，如果花蜜的位置与蜂巢的
距离在 50 米之内，
工蜂就会跳
圆舞；一旦花蜜位置距离蜂巢
超过 50 米，
它就会跳
“8”
字舞；
在跳到“8”字交界处时，它会
以每秒 13 次的频率快速抖动
身体，发出嗡嗡声，同时左右
摆动，
每摆动一次表示大约 50
米的距离。而且，工蜂摇摆的
方向还能表示花蜜的方位，摇
摆的平均角度则表示采集地
点与太阳位置的角度。

动物导航也会看
“路标”
就像我们人类导航会看路
标一样，
自然界中，
很多动物导
航也需要借助一些参照物。
例如，刚孵化出来的小海
龟需要立即游进大海来躲避
天敌的侵害，它们能够以光线
来辨别海面和海岸，只要海岸
上没有灯光，光线明亮处一定
是大海。一旦进入海中，海龟
又会切换到以海浪的方向为
参照物，海浪扑来的方向才是
大海深处。
鸟类则是偏向以天体作
为参照物的典型代表，这是因
为鸟类的眼睛长在头部的两
侧，这使它们能够同时看到头
部两侧的区域，有利于实时观
察太阳、月亮、星辰等天体的
运动。此前的一些研究显示，
尽管夜间迁飞的鸟类并不见
得能认出北极星，但它们能够
看到一定距离范围内的星座
围绕北极星转动的过程，从而
准确判断出南北方位。
（摘编
自《科技日报》
）

“拍月饼大赛”
取胜有窍门

中秋佳节即将到来，很多
灯光，一
人的微信朋友圈想必又会掀
来消除
起一轮“拍月饼大赛”。想要
反光，二
晒出让人垂涎欲滴的月饼“大
来避免
片”，掌握一些拍摄小技巧就
光线引
必不可少，曾为星巴克拍过月
起的白
饼照的知名美食摄影师缪韵
平衡失
总结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
准。美
镜头方面，推荐 50mm 标
食摄影
准镜头和 100mm 微距镜头。 的用光宗旨就是多用逆光，这
50mm 标准镜头给人身临其境 样可以更好地突出食材的质
的感受，100mm 镜头负责细 感 、纹 理 。 为 了 避 免 光 线 太
节的特写。如果没有定焦镜 “硬”
，
可以使用柔光板或白色纱
头，选择焦段覆盖较广的变焦 窗、
白纸等来消除阴影，
越靠近
镜头用起来也十分方便。如 拍摄物体阴影越柔和。
果是手机拍摄，最好是内置相
构图方面，除了常规的九
机带有特写功能。
宫格构图法，美食摄影同样可
光线方面，建议刚开始从 以大胆地尝试三角形构图、对
自然光入手，大面积的窗边、 称构图等方法。就拍摄月饼
客厅、阳台都是理想的拍摄场 而言，为了避免画面单调，可
所。要做的是先关闭室内的 以 运 用 托 盘 、杯 子 、刀 具 、桌

布、茶壶等作为陪衬的道具，
要注意的是摆盘讲究错落有
致，切忌喧宾夺主。桌布、餐
巾等软质道具不必折叠得过
于整齐，故意揉捏，创造随意
的 褶 皱 感 ，能 使 画 面 更 显 自
然。如果家里有人自制月饼，
那么模具也可以用来构图，增
加照片的趣味性。如果月饼
放在盘子里拍摄，取景时可以
在画面中“切掉”一部分盘子，
这种构图更能凸显主体。
拍摄角度方面，最保险的
就是由上而下 45 角拍摄、90
度俯拍以及平视拍摄。45 度
角拍摄容易得到虚化效果，能
纳入更多拍摄元素；
90 度俯拍
比较适合呈现整体造型；平拍
最能透过月饼整齐的切口展
现馅料的质感。
（摘编自《看得
见的美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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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彩虹”
是霓和虹
雨后的彩虹总是令人
惊叹，
极为少见的
“双彩虹”
更是足够
“吸睛”
“
。双彩虹”
是怎么形成的？
据专家解释，雨后空
气湿度较大时，太阳光就
会在无数小水滴上发生
“折射—反射—折射”
现象，
不同波长的颜色会分解为
7 种单色光，并按照不同的
折射率有规律地排列。由
于红光折射率最小，紫光
折射率最大，就形成了人
们看到的外红内紫的虹。
理论上来说，彩虹出现的
同时，太阳光通过“折射—
反射—反射—折射”形成
的“霓”也会发生。但霓要
被人们看见，一是需要光
照足够强，二是水滴要足
够大，这样，内红外紫的色
彩才能足够鲜艳。
另外，我们从地面上
看彩虹是一个拱形，实际
上另一半彩虹是被地面挡
住了，如果从高空中看，它
是一个完整的圆环。
（摘编
自《中国科学报》
）

恐龙如何
“称重”
消失数千万年的恐龙
的体重能称出来吗？答案
是：能！近日发表在《生物
学评论》杂志上的一项新
研究回顾了一个多世纪以
来科学家评估恐龙体重的
方法。研究指出，
100 多年
来科学家尝试了很多种方
法，其中最常用的是两种
方法。第一种是测量某些
关键的骨骼参数，先测量
现存动物的骨骼，比如手
臂和腿部骨骼的周长，然
后将它们与恐龙的对应骨
骼参数进行比较，推算恐
龙的体重。第二种则是通
过三维技术重建恐龙在灭
绝前的样子，估算出它的
体重。研究人员指出，这
两种方法得出的霸王龙体
重很相似，答案是从五吨
到十几吨不等。
（摘 编 自
《现代快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