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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何比其他灵长类更聪明？这样
简单的问题其实一直是进化学中绕不开
的谜题。美国《科学》杂志近日发表一项
研究成果，德国科学家团队首次确认了
人类特有的“聪明基因”，其被视为在进
化过程中使我们与其他灵长类区分的重
要机制。
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中，
约 99%是相
同的，但人脑容量却是黑猩猩的 3 倍。因
此，生物进化过程中人类的先祖必然曾
发生了基因组变异，
刺激了脑生长。
而新皮质在进化过程中出现的最
晚，但却成为了大脑中最复杂且面积最
大的一种皮质，与许多高等功能，如知
觉、指令产生、空间推理、意识及人类语
言有很大关系。因此可以说是新皮质的
复杂优越程度，造成了我们和其他动物
大脑的区别。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分子细胞生物学
与遗传学研究所的韦兰德·B·亨特教授
及其团队，团队通过绿色荧光蛋白检测
人类特异性基因“ARHGAP11B”在绒猴
胚胎中的表达，发现在新皮质区域，其展
现了与人类相似地表达，使得首个表达
该基因的非人灵长类模型构建成功，同
时他们发现，该基因增加了绒猴胚胎大
脑容量；明显提高了绒猴大脑皮质上皱
褶的形成，并呈现了脑回样结构；而且上
层神经元显著增多。
这是第一次在非人灵长类动物身
上，发现“ARHGAP11B”基因可以引起新
皮质的扩张，研究团队因此首次确认了
“ARHGAP11B”作为一种“聪明基因”，能
够提高灵长类新皮质体积的增长以及脑
回结构的形成——这是人类在进化学上
比其他灵长类更聪明的关键部分。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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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与近视的斗争成为不少家长
的心病，眼花缭乱的近视治疗方案也层出
不穷，近视治疗仪就是其中的一种，但它
们到底能带来多大的近视矫正希望？
“有临床观察显示，有的近视治疗仪
可以在短时间内补充光照的不足，促进视
网膜多巴胺分泌，设备特定光源的刺激可
以让脉络膜厚度恢复，从而抑制近视的发
展。但毕竟缺乏基础研究的支撑和大量
的样本做临床观察研究，所以我们一般也
不向患者推荐使用近视治疗仪。”王晶说。
“有的近视治疗仪是通过变焦，让眼
睛一会看远，一会看近，来训练眼球的睫
状肌不断地收缩、放松，以缓解近视；还有
一种是通过雾化治疗，帮眼睛放松。但从
临床效果看，戴近视治疗仪的孩子，短期
内可能视力微微有所提升，但过后就又回
到原来的水平了。”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眼科主任张晓俊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
近视治疗仪的治疗效果比较有限。
眼球其实就像一架照相机，要拍清楚
照片，需要聚焦在底片上。对焦的过程就
叫调节，是依赖眼内肌肉的运动完成的。
看近就像弹簧收缩，也就是调节紧张，看
远就是弹簧舒张，也就是调节放松，过度
的调节就可能导致近视。
“近视的形成原因复杂，目前人们对
其还没有完全了解，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
是近视形成的重要原因。目前，近视是可
防可控不可治，而每天 2 小时的户外活动
是预防近视最好的方法。沐浴在阳光中，
阳光能使眼球分泌多巴胺，以达到控制近
视的目的。”张晓俊说。
有研究显示，视网膜多巴胺，日间含
量较高，夜间含量较低。多巴胺作为视网
膜上光调节释放的神经递质，可提高日间
视网膜功能，通过光和视觉信号抑制眼球
的生长。所以多在户外活动，增加日光照
射对近视防控有很好的作用。
目前只能通过一些方法部分控制近
视的进展，张晓俊说，业界认可的方法一
是配戴角膜塑形镜，二是每晚使用 0.01%
低浓度的阿托品，但即使是这两种方法，
疗效都只有 50%左右。
同时他建议，孩子学习时，应该保持
“三个一”，即书桌到胸部距离一拳、眼睛
到书本距离一尺、握笔到笔尖的距离为
一寸。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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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开学季，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
学习习惯甚至是养成良好的学习姿势，成
为不少家长的目标。在某知名购物平台
上，不少商家的学习桌开始大促销。反射
护眼贴面减少眼疲劳、从小远离近视驼背
等字眼，成为不少学习桌的卖点。有些家
长不惜重金为孩子购买了昂贵的课桌椅，
但它们究竟能否让孩子挺直腰杆、预防近
视？
“近几年，因为驼背来看病的孩子，确
实有所增加，这与学习负担重，写作业、听
课时不注意坐姿，行走时身体松松垮垮都
有些关系。”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骨科主任
刘璠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身体处于挺拔状
态时，肌肉要紧绷，相对比较累，而驼背时
状态松弛，所以人会有一些惰性。学习桌
可以起到辅助、提示的作用，但如果不能
让孩子维持正确的坐姿、行走姿态，还是
可能造成驼背。
青少年常见的脊柱畸形有两类，一类
是驼背，另一类是侧弯。
“有的是由于基因
缺陷，有的是姿势性驼背和特发性侧弯。”
江苏省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李青青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驼背患者常见的是由于长
期低头等不良坐姿导致的，少部分由于脊
柱结核等疾病所致，姿势性驼背或侧弯一
般不严重，通过锻炼身体就可以矫正。而
特发性侧弯，
至今还很难说诱因是什么。

短期内或提升视力
效果并不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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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有辅助、提示作用
重点是维持正确姿势

★近视治疗仪

格陵兰岛冰盖持续消融
海平面80年内上升至少10厘米

丹麦气象研究所近日发布新闻公报
说，该所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对丹
麦所辖的格陵兰岛近 30 年来冰盖融化的
相关数据分析后发现，如果气候变暖保
持当前速率，格陵兰岛冰盖将持续融化，
并在 2100 年左右使全球海平面上升至少
10 厘米。
研究对 1981 年—2019 年间格陵兰
岛地表温度变化与冰盖质量变化进行分
析，并基于上述模型计算出格陵兰岛冰
盖融化对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影响。研究
发现，1991 年至 2019 年间格陵兰岛沿海
地 区 气 温 显 著 升 高 ，冬 季 平 均 升 高
4.4℃，夏季平均升高 1.7℃。计算模型显
示，格陵兰岛地区夏季气温每升高 1℃，
会造成每年 910 亿吨的冰盖表面质量流
失和 1160 亿吨冰盖整体质量流失。
丹麦气象研究所的鲁斯·莫特拉姆
说，如果气候变暖保持当前速率，全球气
温将在 2100 年上升 4 到 6.6℃，按上述模
型推算，
“气温上升造成的格陵兰岛冰盖
融化和表面质量流失将直接导致 2100 年
全球海平面上升 10—12.5 厘米”。
研究人员认为，如果格陵兰岛冰盖
全部融化，将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 7 米。
丹麦气象研究所的约翰·卡佩伦说：
“这反映了极地地区在气候变化中的脆弱
性。我们必须在限制全球变暖方面有所作
为，如果我们遵守《巴黎协定》的减排目
标，格陵兰岛变暖趋势也将得到控制。”
2015 年 12 月通过的《巴黎协定》提
出，各方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威胁，把全
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
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 1.5℃之内
而努力。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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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学习桌

李青青建议，预防驼背主要靠保持正
确姿势，平时也可以经常慢跑，例如每天
慢跑 15—20 分钟；也可以多游泳，让脊柱
充分伸展，姿势性驼背矫正的黄金期在青
少年阶段，如果过了十五六岁，发育快结
束了，再矫正就晚了。
刘璠建议，克服驼背，一是让孩子养
成好习惯，另外也可以多让孩子做引体向
上等运动。
记者在网络搜索发现，不少学习桌的
桌板调节角度不可谓不精细。最佳书写
角度为 10°、阅读 15°、绘画 40°……这些
卡尺般的设计角度能否筑起孩子视力的
护城河？
“到底多大的桌面夹角能预防近视，
目前还没有统计学的分析，近视防控与阅
读时间、阅读距离都有关系，预防近视还
是要通过减少用眼时间，阅读距离保持在
33 厘米以上，同时增加户外活动时间。”
南京市第一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晶说。
什么样的课桌椅更有利于保护视力
与预防近视？北京市疾控中心学校卫生
所所长郭欣表示，在家中，不能用餐桌、餐
椅或者床来代替。餐桌、餐椅经常会过
高，而床软且低。对于有可调试桌椅的
家庭，可以根据孩子的身高，按照中小学
生课桌椅各型号的身高范围表，找到适合
孩子的桌面高和座面高。也可以让孩子
坐在椅子上，大腿和小腿垂直，背挺直，上
臂下垂，手肘在桌面以下 3—4 厘米的原
则来校正课桌椅。

微型软体机器人 可变形变色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科研人
员不久前研制出一种集运动、变形、变色
于一体的多功能微型软体机器人，有望
在生物医学、环境监测等领域得到应用。
该研究项目牵头人、中科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杜学敏说，这种微
型软体机器人的尺寸为毫米级，外形像
一个柳叶鳗的幼体。此次研究成果的创
新之处在于：通过模仿章鱼对环境适应
能力强的特点，攻克了结构设计与材料
性能协同的难题。
研究发现，随着科研人员调控磁场
的方向和频率，这种微型软体机器人就
能够在水中做出爬行、滚动、摆动、螺旋
式前进等多种形态的运动，并且能够精
准地穿过 2 毫米高以及 450 微米宽两种
规格的狭窄通道。
除了运动之外，这种微型软体机器
人还能变形和变色。在遇到孔洞尺寸比
机器人自身尺寸更小时，这种微型软体
机器人在光热作用下可以缩小至原身体
尺寸的 35%，从而穿过小于自身原本尺
寸的狭窄空间。同时，当温度变化时，微
型软体机器人可以通过自身颜色变化实
时反映周围环境的变化。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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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三餐的营养摄入，对于部分家长
来说，已经不能承载他们对孩子的爱了。
给孩子补充额外营养，以期望提高孩子的
记忆力和抗疲劳能力是不少家长的期望，
这也正是不少营养液、补充剂的卖点。那
么记忆力是如何形成的？这些产品真的
有用吗？
“目前科学家对记忆力是如何形成的
还没有研究定论，只有一些假说，例如，人
脑中有 860 亿的神经元，各种各样的刺激
会促使神经元生成突触连接并形成神经
通路，通过反复刺激可以加强这些突触连
接，这可能是细胞层次上学习和记忆的生
物机制。”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
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杨元魁博士表示，不要迷信市面上一
些宣称能补脑的营养液，因为这有可能适
得其反。
“营养品超量进补会加重身体代谢负
担，而宣称能快速提神的营养液，还要提
防是否有兴奋剂。有时这些兴奋类物质
很隐蔽，未必会标注在外包装上。如果长
期服用，可能会让孩子的神经系统发育异
常，神经想持续兴奋的话，需要的刺激会
越来越大。一旦没有强烈的刺激，记忆
力、注意力会受影响。”杨元魁说，其实家
长不必太焦虑，增强记忆的最好方法就是
睡眠、运动以及通过食物摄入营养。
他建议，可以参考中国营养学会发布
的膳食宝塔，每天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
不饱和脂肪酸、微量元素、维生素等，以保
证孩子的身体所需。
此外，足量的睡眠也可以及时让大脑
“推陈出新”。
“近年来科学界发现，人的年
龄越小，脑神经细胞的代谢越旺盛，代谢
产生的废物就越多。这些物质积累多了，
会损伤神经细胞，导致注意力下降、记忆
力下降、情绪失控、抑郁烦躁，还可能会使
得老年痴呆提前到来。为了将这些废物
从脑里清除，使神经细胞不受干扰，就需
要睡眠。睡眠时，脑脊液会冲洗大脑，把
代谢的废物裹挟着排出大脑。”杨元魁
说。睡眠是对白天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加
工的过程，在睡眠中，大脑会将白天习得
的经验进行提取、加工，决定哪些记忆转
化为长时记忆，
哪些被舍弃，也就是遗忘。
在杨元魁看来，运动对于提高孩子的
记忆力、注意力也至关重要。
“运动可以使
得大脑的供氧更为充足，让大脑具有足够
的神经效能，促进大脑发育，多运动的孩
子大脑更活跃、更高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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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吃加重代谢负担
提防含兴奋类物质

开学了 ﹃学习用品﹄的套路又来了……

★补脑营养液

学 习 桌 、近 视 治 疗
仪、营养液……开学季，
不少家长忙着给孩子置
办各种“装备”。在商家
的宣传中，这些产品有些
能治疗近视、矫正坐姿，
有些提高记忆力和抗疲
劳能力。但研究表明，合
理膳食、多运动、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才是孩子
们健康成长的关键。
开学季，家长们又开
始忙着给孩子们置办各
类“装备”了。除了学习
用品，学习桌、近视治疗
仪、各种功能性补品也不
时撩拨着望子成龙的家
长们。不过，这些名目繁
多的产品，是否真有他们
宣传的功效？也许，它带
给家长们的更多是心理
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