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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段“火星录音”公布

已有的行星际探测器传回了数以千计
的火星表面图像，但从未发回过任何声音
资料。如今，这一沉默被美国宇航局的“毅
力”号探测器打破。“毅力”号上载有法国国
家空间局授权制造的SuperCam仪器，它可
以记录火星的声学环境。

这些声音在20赫兹和20千赫之间，在
人类的听力范围内；火星上很安静，除了风
之外，自然声源很少。此外，研究人员表示，
由于火星大气的组成和气压，火星上有两
种声速，低于地球的声速且衰减较快，会使
相距仅五米的两个人难以交谈。

那些“老烟枪”没患肺癌

是因为足够幸运吗？

肺癌风险与终生吸烟总量、持续时间、
频率和戒烟时间有关。据报道，70%与吸烟
有关的死亡率发生在高龄人群中，但仍有
一大部分人未患过肺癌。是因为他们幸运
吗？4月11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表明，一些
吸烟者可能具有某种能限制突变的强大能
力，从而保护其没有罹患肺癌。

研究人员表示，在所有的肺细胞类型
中，肺上皮细胞最容易癌变。癌症风险会随着
年龄增长而增长，这可能是由于体细胞中突
变的积累导致的。该研究再次证实吸烟会增
加突变频率并增加肺癌风险的假设。

该研究还发现，在肺细胞中检测到的细
胞突变数量，随着吸烟年数增加呈直线上升，
从而使患肺癌的风险也显著增加。不过，他们
意外地发现，吸烟最多的人并不一定有最高的
突变负荷。可能是因为内在因素，让他们成功
抑制了进一步突变积累来降低肺癌风险，例
如：通过提高DNA修复的准确性或通过优化烟
草烟雾的解毒来减少DNA损伤。

不是每个烟民都具有这种降低肺癌风
险的能力，那些不够幸运的人，早已消失在
人海。因此，请不要或尽可能少吸烟。

破解布谷鸟

“盗版鸟蛋”的进化之谜

类似杜鹃这样的鸟类，常常为了免去
当父母的麻烦而在其他鸟的巢中下蛋，为
了实现这一目的，它们需要通过模仿“养父
母”鸟蛋的颜色和图案。那么，同一种巢寄
生鸟类，是如何同时“盗版”几种不同鸟蛋，
并将这种技能传给下一代的呢？

近期发表的新研究，通过对寄生织雀
的遗传学研究解开了这个谜团。雌性寄生
织雀通过雌性特异性W染色体(类似于人
类的男性Y染色体)，从它们母亲那里继承
了模仿其宿主蛋外观的能力。这种母系遗
传不用考虑“孩子他爹”的家庭背景，规避
了后代继承到错误模仿基因的风险，因此
使雌性寄生织雀的不同种群能够进化出针
对几种不同宿主鸟蛋的模仿能力。

然而，寄生织雀现在也面临来自“养父母”
的挑战：它们的蛋渐渐演化出更复杂的图案和
颜色，从而能区分出谁是“正版”谁是“盗版”。

斑马也是马

为什么没人骑？

几千年来，人类都没有成功驯化过斑
马。斑马之所以那么难驯化，很大部分原因
和它生活的地方有关。人类骑的马有一个
共同特点，都来自欧亚大陆。而欧亚大陆和
非洲大陆有一个区别，就是没有众多的大
型捕食者，比如狮子、猎豹、鬣狗一类的。

斑马生活在到处都是威胁的地方，进
化成了一种特别警觉、反应敏捷的动物，面
对危险时会逃跑。即便被捕获，也依旧有强
大的反抗能力。斑马一脚可以踢碎狮子的
下巴，甚至还会咬其他动物。加上对人类本
身就有很强的警惕性，在野外压根很难靠
近它。按照科学家的说法，驯化的动物得符
合这些标准：自身渴望舒适的环境、容易照
顾以及会主动靠近人类。斑马并不是一种

“人类友好型”动物，不符合驯化的标准。也
就是说，人类不是不想骑斑马，而是骑不了
这种狂野动物。 据知识分子、环球科学

往事如烟，回忆如梦？
记忆里藏着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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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是一粒镇痛药

当你哼起老歌、故地重
游时，是否会想到，这些经历
不仅可以带来美好的回忆，
还能帮你缓解疼痛？这种对
于过去美好的追忆，我们称
之为怀旧。

近日，科学家研究发现，
怀旧除了能够缓解精神上的
痛苦，还能降低身体上的疼
痛。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孔亚卓研究员领导了关于怀
旧的镇痛作用实验。

研究者将34名18—25岁
的志愿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实验组志愿者会看到一
系列怀旧老照片，记录了他
们童年时的人、事、物；而对
照组志愿者则会看到一系列
关于现代生活的图片，无法
唤起童年的任何回忆。

观看照片时，志愿者身
体还被连接到一个热感觉装
置上。这个小型发热器的热度

每三秒会上升一级，热刺激会
使志愿者手腕产生疼痛感。看
完照片后，志愿者会对疼痛程
度及照片的怀旧程度打分。

结果显示，观看怀旧老
照片确实能降低生理上的疼
痛，怀旧情绪越强烈，镇痛作
用也就越强。

研究人员用核磁共振成
像扫描仪，监测了所有志愿
者的大脑活动，结果发现，观
看怀旧照片可激活丘脑前
部。丘脑皮层系统在大脑镇
痛功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怀旧情绪可能会通过加强
丘脑活动来减轻疼痛。

其实，不仅仅是老照片
会因为怀旧而引起积极反
应，音乐、电影、气味或某些
故事也会如此。下次不管是
肚子疼、牙疼还是头疼，看看
小时候的照片，没准比止疼
药更管用。

找到“丢失记忆”的钥匙

有人说，“生活不是我们
活着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
的日子。”生活中的体验，有
的转瞬即逝没留下任何痕
迹，有的却可以如影随形相
伴一生。

海马体位于大脑丘脑和
内侧颞叶之间，记忆就是在
那儿形成的。

记忆有着编码、储存和
提取三个过程。澳大利亚新
南威尔士大学研究人员说，
人脑就像计算机，记忆先被编
码存储在短期记忆库中，再被
转入长期记忆库。回忆某件事
就是记忆的提取过程。

短期记忆库只有有限的
容量，一般人可以短期记住5
至7件事，短期记忆的持续时
间仅有15至30秒。在短期记
忆中持续留下的记忆，将会
被传送至长期记忆库。

理论上来说，长期记忆
库的存储容量是无限的，但
如何检索到信息，成为“好记
性”的关键。

信息转入长期记忆库
后，大脑会根据当时的环境
等外界因素，给需要记忆的
信息进行编码，这些环境因
素成为提取记忆的关键。就

像一个人回到童年旧居，众
多儿时回忆会像潮水般涌
来，老房子就成为提取记忆
的“钥匙”。

然而，当获得的信息和
学习环境差别很大时，知识
虽转入长期记忆，提取却非
常困难。

例如，老师在课堂上用
西班牙语重复很多遍“给我
一杯啤酒”，没几个人记住；
如果在酒吧里有人用西语说
这句话，听到的人可能记得
很牢，因为酒吧和啤酒关系
紧密，记忆提取很方便。

大脑总是在不断补充新
记忆，对旧有记忆产生干扰，
出现这种情况时，往事的记忆
就会缥缈，甚至完全无法想起
来。这种现象，在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身上更为严重。

帮助恢复记忆的重要办
法之一是，把当事者再次带
回记忆产生时的环境，为大
脑提供检索记忆的线索。

旧照片也是帮助寻找丢
失记忆的好工具。

一旦外界环境与记忆编
码中的信息契合，大脑就可
能循着线索，把丢失的记忆
重新找回来。

为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中国有句老话：一朝被蛇
咬，十年怕井绳。这仅仅是人的
心理作用吗？答案是否定的。

南京医科大学朱东亚教
授团队认为，大脑中前扣带皮
层至腹侧海马的神经环路，在
恐惧记忆泛化中起着关键作
用。正常防御对于生物的生存
至关重要，而病理情况下的防
御则会导致过度焦虑。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徐林研究员带领的团
队，也发现了记忆“快速泛
化”现象。

研究人员对一只小鼠进
行了记忆训练。他们把小鼠轮
流关进两只相似的箱子里，一
个被命名为“T箱”，另一个被
命名为“G箱”。小鼠在T箱被
施以足部刺激，让它产生恐
惧。24小时后，当这只小鼠被
移到G箱，在没施加任何刺激
的情况下，它对G箱也产生了

恐惧。这意味着，小鼠对T箱
的恐惧记忆，只经过24小时甚
至更短时间，就产生泛化，并
在环境相似的情况下，快速提
取了恐惧记忆。由此，徐林团
队首次提出记忆提取的“快速
泛化理论假说”。

战争和地震等不可抗拒的
灾害，可导致创伤后应激综合
征，当患者面临与灾难经历相
似的环境时，脑内会不受控制
地“回放”恐惧场景，这是记忆
提取过度泛化的典型实例。

此外，早期应激事件可能
导致绝望、自责等“负性记
忆”，从过去转移到现实生活
中，就会导致“自动负性思
维”，这种记忆提取的过度泛
化，也许是抑郁症患者的认知
模式特点。

徐林介绍，快速泛化假说
理论的提出，或将有助于脑重
大疾病的治疗或康复。

似曾相识？可能是大脑“抽了风”

有没有一个瞬间，你感觉
眼前的场景似曾相识；遇到一
个陌生人，却恍然觉得“这个
妹妹我曾见过的”……这种经
常出现在生活中的错觉，在心
理学上被称为“既视感”，即明
明是第一次经历的事，却感觉
在某时某地曾经历过。

实际上，似曾相识的体
验，可能是人们想起了过去
发生的事，当时没有太注意，
缺乏精细的记忆编码，只是
形成了碎片化记忆，现在又
被某些情景勾起来了。

在神经科学上，“似曾相
识感”有不同解释，科学家认
为，这可能是大脑神经化学
活动的结果。

研究发现，似曾相识感在
精神病患者身上很常见，常常
在颞叶癫痫发作之前发生。1955
年，加拿大神经生物学家怀尔
德·潘菲尔德用电刺激一些实
验者的大脑颞叶，发现约8%的
人出现了“记忆”，可能是人类第
一次人为诱导出似曾相识感。

科学家曾尝试在实验室
里重现“既视感”现象。英国
利兹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先为
催眠状态下的受试者创造出
一段记忆，比如玩过某个游

戏或看到一个特定颜色的词
语，接着分别建议不同组的
受试者忘记或记住这段记
忆。随后，记住的那一组受试
者，在重新见到这个游戏或
词语时，都会产生既视感。

还有科学家试图用虚拟
现实技术来营造既视感。一
项研究将《模拟人生》游戏中
的一个场景，按照相同布局
改造成另外的模样，比如将
一个虚拟花园中所有灌木都
替换成垃圾堆，于是花园变
成了一个布局相同的垃圾
场。路过这个场景时，受试玩
家称他们出现了既视感。

基于这些实验，科学家认
为，既视感其实是一个记忆现
象：我们进入到一个与记忆十
分相似的场景，但无法找到相
对应的确切记忆。大脑认出当
下场景与记忆的相似之处，产
生一种难以言说的熟悉感。

我们该担忧既视感吗？研
究人员认为，只要与癫痫无关，
这种感觉并没有任何坏处。事实
上，既视感可能是有益的。如果
它的出现，确实是大脑在重新整
理被错误归置的记忆，这种怪异
的感觉可能表示我们的记忆在
好好地工作。









输入信息
注意

复习

短时记忆 长时记忆

遗忘

生活

中有很多

似曾相识

的场景。

海马体 负责记忆和学习

前额皮层
负责决策和自控

俗话说，往事如烟。记忆随时都在发生，而遗
忘却如影随形。当我们想不起过去获得的信息和
学会的知识时，它们真的像轻烟一样消散了吗？还
是存在大脑的某个角落找不回来了？记忆里还藏
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齐鲁晚报记者 于梅君


	A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