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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能长出“恐龙骨头”？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智利科学家找到了一种再现
恐龙特征的方法。在一个“逆向演化”实验中，研究者操纵
鸡的基因诱导生成了类似恐龙腿骨的结构。

作为鸟类的祖先，恐龙下肢具有一根管状的腓骨，一
直延伸到脚踝处。经过漫长的演化，今天鸟类体内的这根
腓骨已经退化变短，形态变得尖细。

为了获得类似恐龙骨骼的长骨，研究者抑制了一个名
为“印度刺猬”的基因，使鸡的这根腓骨变长，而且连接着
脚踝，就像恐龙一样。

在长有类似恐龙骨骼的鸡体内，研究者发现其胫骨比
正常的鸡短得多，这表明腓骨—踝骨的连接阻止了邻近的
骨长得过大。研究者表示，这些发现与化石记录中的演化
模式是吻合的。

夏季停放的汽车很多时候免不了
要接受阳光的炙烤，再次进入汽车时，
更是闷热难耐，很多车主会立即把空
调打到最低，人下车后紧闭车门，以期
给车快速降温。

重庆福冠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技术
总监徐福说，其实这样做，车内温度下
降很慢，只有出风口处能感到一丝凉
意。西安康派斯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技
术部部长李鹏说，轿车车内空间一般
只有2－3立方米，汽车的坐垫、脚垫与
一些内饰用品释放的有害气体，如甲
苯、苯、二甲苯、甲醛等不易挥发，加上

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等气体，长时间
处在污浊空气中，极易引发头晕、头
痛、恶心。科学实验证明，在夏季高温
天气，汽车在阳光下暴晒1小时以上，
污染物就会成倍增加。

这样看来，立即将空调打开的方
法不仅不能起到很好的降温效果，还
有可能导致车主吸入有毒物质。

要进入室外晒过的车，第一步应
该是打开车窗、天窗，然后人离开车，
使用空调的外循环吹最大风量将车
内热气排出，2至 3分钟后再关窗开
启空调制冷。

进车前开空调不利“毒气”排出

连日来全国多地拉响高温预警，滚滚热浪来袭，网

上频现机智降温妙招，看得人跃跃欲试。先等等，这些

凑热闹的“法宝”能否给正处在“蒸煮”模式中的我们送

来清凉？记者为您走访专家，一探究竟。

酷热之下，一则关于孟加拉国“不
耗电的空调”的帖子在网上迅速走
红。帖子中，这台“生态空调”取材便
利、制作简单，并称不依靠电力能在短
时间内让室温降低至少5℃，引来无数
网友点赞。

这台看上去绿色环保的“降温神
器”是否真有如此奇效？

据帖子所述，这台空调应用的原
理是“压力的变化会使空气冷却”——
当室外的热空气从较宽瓶身进入较窄
瓶颈时，压力发生变化，空气就自然冷
却了。

对此，同济大学绿色建筑学会副
理事长龙惟定教授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当室外空气通过瓶口
时，如果有一定的风速，空气到瓶口附
近会加速，通过瓶口后空气体积扩大，
膨胀的过程中会有一定吸热效果，达
到降温目的。“所以这台生态空调，还
是有一点点科学依据的。”

龙惟定向记者介绍，飞机上的空
调制冷应用的就是这一原理。“飞机依
靠其每小时800公里飞行速度，风速极
快，可以使空气制冷。”

“那台‘生态空调’只有在风速极

快的情况下才可能有一定的效果。”
龙惟定说，但是城市中风速一般在3
到 6 米每秒左右，自然通风的条件
下，建筑密集的城市是无法达到如此
风速的。尤其是“生态空调”所处的
平民窟地区，房屋间距很近，也就更
不可能。

因此，龙惟定认为，在城市风速
下，单纯依靠“生态空调”的降温效果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此看来，帖子中宣称降温5℃是
骗人的吗？

在龙惟定看来，这也不尽然。“白
板把窗户堵住，将室内外空气隔绝，阻
挡部分室外热量，可以起到隔热的效
果。同时，白板又可以反射一些阳光，
阻挡一些室外阳光进入室内。”龙惟定
说。

“白纸板”的功劳也得到了其他业
内人士的认同。清华大学建筑环境与
设备研究所在读博士孙筱就此事撰文
指出，孟加拉夏季最高气温只在35℃
上下，之所以室内空气能飙到43℃可
能由于热辐射造成的。把白纸板挂在
窗户上，再掏几个圆孔，既遮阳又通
风，温度就能降到40℃以下。

“生态空调”也许只是块遮阳板

夏天酷热难耐，喝一口冰水，感觉
浑身上下神清气爽。但冰水真的消暑
止渴吗？据《佛山日报》报道，冰水解
渴只是心理作用，身体为了维持一定
温度，会释放更多热能来平衡因喝冰
水降低的体温。

喝凉水后暂时温度是降下来了，
但是由于机体因为体温的降低，会加
速血液循环来升温，最终的结果是凉

水喝的越多，体温反而越容易升高。
而喝热水，提高体温，排泄汗液，直接
通过汗液挥发驱走热气。

从分子结构来看，水在煮沸以后，
其密度、粘度、导电性、化学活动性、比
热容等特性都有所改变。本身并不牢
固的分子结构瓦解为单分子，而单分
子的运动，即所谓布朗运动，比分子结
合体的运动更快。因此，热水在进入

某品牌花露水因其强力解暑效能
一度风靡，成为“网红”，广大网友以身
试之，分享体验，同时也表达了对这种
解暑方法是否科学可靠的担忧。

花露水中的薄荷醇具有清凉效
用，作为主要溶剂的乙醇挥发吸热的
过程中也会带走热量，夏日涂花露水，
确实能让我们在炎炎夏日感受到一丝
清凉。

其中的薄荷醇，可能是令网友们
获得“酷爽体验”的主要原因。根据

资料显示，薄荷醇局部应用于皮肤
时，能使皮肤黏膜的冷觉感受器产生
冷觉反射，引起皮肤黏膜血管收缩，
使人即使在炎热的环境中也能产生
冷的感觉。薄荷醇浓度为 2%到 5%
时，会表现出刺激和局部麻醉作用，
可能出现使用者其实已经中暑却不
得感知的情况。

由此看来，将此种“解暑”花露水
奉为“消暑良品”而大量使用并不合
适。

“防暑”这个技能花露水get不了

人体后可以迅速被吸收，迅速渗入细
胞，使因不断出汗而缺水的机体能更
及时地得到水分补充，并可以更积极
地促进细胞的物理化学活动，加快机
体的新陈代谢。在炎热的夏天，准确
地说是喝温水更好，因为温水暖肠胃，
冷水比较刺激，对有肠胃问题的人不
好。但水太热了也不好，经常吃太热
食物的人易得食道癌。此外，喝温水
有利于血液物质循环，特别是夏天，运
动后出了一身汗，千万不要喝太多冷
水。的课程引进过来，其中一部分内

容甚至相当于美国大学课程，为了能
让国内的学生接受，有些课程内容还
进行适当调整。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是我们开
设夏令营的初衷，在这点上我们有
别于普通学校的生物学教育。但
是，家长对此也提出疑问，比如夏令
营结束，他们的孩子是否能在生物
学科的学习中有所提高？或是询问
我们的课程是否有配套的教材，这
些目前我们还无法保证或是提供。”
季茂业说。

网红降温“大招”
能否送来清凉？

耳道也能当“指纹”？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除指纹及虹膜外，耳朵在未来
也可能成为辨认身份的特征。日本一家公司研发了一款
耳机，能够辨认使用者的身份。

报道称，日本电气公司（NEC）研发出一款内置麦克风
的耳机，可传送声音进入使用者耳道，再借由回音特征判别
耳道形状。由于每人耳道形状均不同，可用于辨别身份。

NEC称，新系统准确度逾99%，同时无需扫描身体部
位，意味使用者移动或工作中，就可使用耳机确定身份。

注销公告
嘉 鱼 县 灿 达 贸 易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

422322000021905）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嘉鱼县灿达贸易有限公司

2016年8月5日

网传给暴晒过的车子降温的“最
简单实用的方法”是先将驾驶室一边
的车窗降下，然后反复开关副驾驶位
置车门10次以上，这样车内温度基本
能够与车外温度一致，灼热感大大降
低。

多家媒体对这种方法进行了求
证。《新京报》有实验结果是，黑色车内
的温度下降了约1℃，车内体感温度没
什么变化；银色车内的温度下降了3℃，
车内体感温度似乎有所降低，但并不明
显。

西安一家科研所空气动力学专家
韩娟妮说，经过暴晒后的汽车，车内温
度比车外温度高出许多，车内空气形
成高温高压气体，高温高压气体会流

向低温气体，当打开车窗时，车内的高
温高压气体就会流向车外的低气压气
体。反复闭合车门5次，只不过是加强
了车内和车外空气的流通速度。

汽车业内专家王辉说，一般开关
车门的次数越多、车轴的损坏程度越
大。

看来“反复开关车门”这一方法给
车降温的功效和直接打开全部车门窗
降温相比差不多，反而还有损坏车轴
的可能。

（本报综合）

网帖中的孟加拉国居民在制作“生态空调”。

喝冰水只会一时痛快

反复开关车门“费车不讨好”

科技 察观
◢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14]36号）、《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鄂
政[2014]50 号），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工
作，现就建立咸宁市城区棚户区改造安置
房源超市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1、提供房源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符

合以下条件：
(1）具有相应的房地产开发资质，有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备良好的商业信誉；
2、超市房源应符合以下条件：
(1）房源相关手续合法齐全，产权清

晰无抵押、冻结、查封、权属纠纷等情况；
(2）取得商品房预（销）售许可；
(3)所在小区基础设施配套完备，已完

成小区给排水、配电、消防、电视电话、网

络、道路、绿化、管道燃气等室外配套工程
建设，达到入住条件。

二、权利和义务
（一）权利
1、提供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房源的

企业和项目，在具备条件情况下，优先享受
市金投集团“开发担保贷”、“棚改专项基
金”、“助建贷”、“安居贷”等金融优惠政策。

2、超市房源采取自愿和公开的原则
筹集，凡符合上述条件的企业和项目均可
申请报名准入，经市房产局对其申报材料
进行审查认定后予以确认，并纳入咸宁市
城区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超市房源信
息库，企业自愿申请进入，也可申请退出，
并通过一定形式向社会公开。

（二）义务
1、纳入超市房源，企业自愿以最近销

售记录的前3个月楼盘销售备案均价为基
数，下浮不低于10%的比例确定销售价格。

2、确定为超市房源的房地产开发企
业应与有关棚改项目实施主体单位就房
源地点、面积、楼层、户型、套数、销售价格
优惠幅度、房屋移交、权证办理、房屋质量
等签订《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超市房源
合作意向协议》。

3、超市房源储备周期为3—6个月，
具体时间在《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超市
房源合作意向协议》中约定。储备周期内，
确定为超市房源的商品房只能提供给棚改
项目居民购买，不得对外销售。超市房源
储备周期截止，开发企业可自愿申请续期，
并重新签订《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超市
房源合作意向协议》，也可申请退出。

三、报名地点、联系方式
市房管局七楼综合开发管理科
联系人：张剑 8131363

咸宁市房地产管理局
二〇一六年八月五日

关于建立咸宁市城区棚户区改造安置房源超市的公告 遗失声明
胡泽恒遗失专业技术职务

资 格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L0002012400117，特声明作废。

湖北成飞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农业银行咸宁市分行崇
阳县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365000188001，特声明
作废。

（上接第一版）
文化浸润城市的气质，而名人引领文化的潮流。如果

说城市的气质养成是需要时间慢慢的潜移默化，那名人的
带动，则是发扬了阅读的引领意识，通过文化大V帮忙圈
粉，一定程度上加速全民阅读氛围营造。

策划意识 顶层设计推一把
为了让黄石人爱阅读多阅读，黄石市文新广局今年又

开始了新的策划。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黄石市图书馆好不热闹。

“书香黄石·文化黄石”全民阅读月暨“经典诵读·文明黄
石”系列活动启动式在这里举行。启动仪式上，黄石市第
二届“你读书我买单”活动正式启动，一个月内，持有市图
书馆有效借书证的读者，可以到新华书店借图书，看完后
到市图书馆归还。读者如果在QQ空间或微信朋友圈分享
读书体会或参加活动感想，可获精美礼品。此外，为积极
开展宣传推广，市图书馆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通过有意识的活动策划，图书馆吸引了不少人气，今
年上半年已经办出去了1400多张借书证。”该馆相关负责
人陈伟春说。

从2012年起，黄石就成立了全民阅读活动专家指导委
员会，组织专家推荐好书，连续4年开展荐书活动，相关成
员单位开展“我与黄石”、“坚持群众路线、争做清正表率”、

“老年有所乐”等各类全民阅读征文活动，激发大家读书写
作热情。市直各部门以“十进一创”为抓手，组织丰富多彩
的阅读活动，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基层，带动市民加
入到“阅读大军”中来。

阵地建设 筑牢书香黄石根基
坚守文化阵地，建设好阅读阵地，这是筑牢全民阅读

的基础。
近年来，黄石的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增幅始终高

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2016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安
排242亿元，比上年增长10%，其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2830万元，可比增长10.49%。

坐落在磁湖岸边的新图书馆，藏书近84万册，古籍2
万多册，除了常规阅览室外，还有多媒体室、盲人阅览室、
服装图书馆和矿冶研究室等。紧挨着新图书馆的，是造型
如同“钻石”的体育馆，以及试运行以来天天爆满的科技
馆，一座座大型公共文化场馆的相继落成，让专属黄石人
的“文化半岛”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见。

眼下，黄石正将全民阅读铸造为服务大众、惠及后代
的文化民生工程、民心工程，非常注重阵地建设的基础工
作。通过创建国家第一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黄石
构建了覆盖市、县、镇、村四级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
新建了7个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面积
增加了1.5倍；全市125个社区全部新建了社区文化活动
室，28个乡镇都建成标准配置的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新
建率达91.2%。

阅读，正成为这里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这里
随处可见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