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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需要千年才能从气候变化中恢复

一项全球变暖的可能性影响研究显示，自然界曾经发生的气候变

化降低了深海中的氧含量，大范围杀死海底生物，经过千余年才得到

恢复。根据这项国家科学院期刊在线发表的新研究，地球上一个冰川

纪的恢复过程，比以往认为的要更慢更残酷。

圣巴巴拉海盆内蕴藏着时间跨越 13000 年的 5000 多个化石，科

学家从其中一个深海沉积物 30英尺深的核心处发现了这一现象。“这

种恢复并不是以百年为单位的，而是以千年为单位。”加州大学戴维

斯分校的海洋环境学家沙拉·墨菲特说。

研究已经表明地球海洋的某些区域曾有长期的氧含量流失，缺氧

环境会随着温度升高扩散，而可以将氧元素带入深海区域的循环则受

到了破坏。研究人员发现，在 14700 年以前的温暖期中，北美冰川的

消融使得一群深海对氧敏感的生物群几乎消失殆尽，包括海星，海胆，



2015 年第 8期（总第 81 期） 第 3页

蛤蜊和蜗牛在内的无脊椎动物。这些现象在该温暖期 130 年范围内的

化石中得到了证实。“高度多样化的生物群落很快被种类相对较少，

罕见又极端的生物替代，它们如今常被发现于深海气体喷口附近。”

墨菲特说。

研究总结道：这种转变的证据被发现在一块非常狭窄的沉积带

上，因此这种转变可以被认为几乎是“瞬间”的。之后，约在 13500

年前，伴随着食草生物的再次繁荣，深海群落开始了缓慢的恢复。在

新仙女木期的冰川回潮中，物种恢复得到了加强，这一时期也被成为

“大冻结”。

“生物群落花费了 1000 年时间才真正恢复到以往同样的水平。”

墨菲特说。短暂的大冻结在约 11700 前结束，根据研究，这一次海底

生物几乎都在 170 年之内消失，并且在之后 4000 多年都不曾再次出

现。

墨菲特表示，这种突然的波动提供了对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

会带来影响的思考。“这项研究展示的是，这个星球上的大部分生物

都已经被摆在了砧板上，一块由气候变暖和无节制温室气体排放造成

的砧板，”墨菲特说，“作为社会和文明的主体，人类不得不面对再不

减排而要受到的损失。”

韩俊编译，摘自洛杉矶时报网站

http://www.latimes.com/science/sciencenow/la-sci-sn-oceans-climate-change-20150331-story.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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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导致花粉污染增加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虽然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但是漫天飘洒

的柳絮、花粉却给不少人带来了麻烦。一项新研究表明，在温度更高、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更高的世界里，花粉污染程度更高，花粉过敏症

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加重。

科学家将植物种植在房间里，测试不同二氧化碳浓度下的花粉污

染指数。当二氧化碳浓度为 280ppm（相当于 20 世纪初的二氧化碳浓

度）的时候，花粉污染指数为 5；升高二氧化碳浓度至 370ppm（相当

于 2000 年的二氧化碳浓度），花粉污染指数为 12；而当二氧化碳浓

度达到 600ppm（预测 2060 年的二氧化碳浓度）时，花粉污染指数又

翻了一倍。

当然，一个可以减轻这种影响的因素是，600ppm 的二氧化碳浓

度已经是相当高的数字，但愿世界领导人的减排努力不会让我们接近

这一水平。IPCC 于 2014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为了避免造成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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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必须将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 450ppm 以下。但是，450ppm 的环

境下花粉仍然会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尽管影响小一些。

研究还显示，气候变化导致花粉过敏的季节变长。在过去的几十

年里，吸热的碳化合物增多，导致冬天冰霜提前融化，春天更早到来。

在美国的阿肯色州，从 1995 年到 2013 年，花粉季节延长了 10-21 天。

同时，海拔高的地方的花粉季节更长，德克萨斯州的中部，高海拔的

花粉季节要比低海拔多一天。

胡周颖编译，摘自气候中心网站

http://www.climatecentral.org/gallery/graphics/more-co2-more-pollen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或超美国

近日，据路透社报道，挪威和美国专家各自所做预测显示，中国

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在 2015 年或 2016 年将超过美国。外媒称，中国

自 1990 年以来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料将超过美国，这种历史性的

变化可能令中国当局面临采取行动的压力。

全球近 200 个国家的代表 12月将在巴黎召开会议，商讨 2020 年

以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议。

来自挪威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CICERO)的格伦•彼得斯说：

“几年前，中国温室气体人均排放量较低，其承担的历史责任也较低。

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他称，中国今年将在这方面超过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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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使用略微不同的数据，预测中

国在1990年-2016年期间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总计将为1510亿吨，

将取代至明年排放量总计为 1470 亿吨的美国，成为头号排放国。

根据 CICERO 的计算，印度自 1990 年以来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

将在 2020 年超过俄罗斯名列第四，排在该国前面的分别是中国、美

国和欧盟。

冯春华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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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文化（三）

喝咖啡的好处

（1）喝咖啡对皮肤有好处

咖啡可以加速肌肤的新陈代谢，使皮肤加速排出废旧角质，淡化

因循环不畅导致的黑眼圈。另外就是具有抗氧化作用，常饮咖啡能让

肌肤细胞保持充沛活力、防止细胞氧化，从而对抗衰老。

（2）饭后喝咖啡养胃助消化

饭后喝咖啡对胃部健康是有好处的。但相对地，如果在胃里空空

的状态下喝咖啡，分泌的胃液会损伤胃黏膜，从而损害胃部健康。

爱吃肉的人最好饭后喝杯咖啡，有很好的解油腻、助消化的作用。

此外，咖啡中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比橙汁高，咖啡因还能刺激肠道

加快蠕动。因此，喝咖啡有缓解便秘的效果。

（3）喝咖啡可缓解运动酸痛

运动后喝两杯咖啡，有助于缓解肌肉酸痛症状。一项研究报告指

出，喝咖啡可以帮助人们缓解运动过量造成的肌肉疼痛。值得注意的

是，咖啡因虽然有缓解运动疼痛的效果，但往往只对不常饮用咖啡的

人有效。

（4）喝咖啡能解酒

咖啡中的绿原酸可避免酒精中毒。饮酒过后喝适量的咖啡，可使

由酒精转变而来的乙醛快速氧化，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而排出体外。

（5）喝咖啡保护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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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咖啡能降低患肝硬化和肝癌的风

险。咖啡富含的多酚类物质对肝脏也有保护作用。建议肝炎患者每天

喝点儿咖啡，对肝细胞的修复很有好处。喝咖啡还可帮助酗酒、超重、

有糖尿病或铁负荷过量的人减少患肝病的风险，但没有证据表明咖啡

和茶能减少人们因脂肪肝或病毒性肝炎而患慢性肝病的风险。

（6）喝咖啡预防抑郁

规律饮用咖啡的人，饮用后会觉得愉快、烦躁感变少了，心境得

到改善。有研究表明，烦躁或情绪低落时，喝杯咖啡确实能让心情平

静。

（7）喝咖啡可防胆结石

有研究认为含咖啡因的咖啡，能刺激胆囊收缩，并减少胆汁内易

形成胆结石的胆固醇，从而减少人们患上最常见的胆结石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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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咖啡的坏处

（1）紧张时添乱

咖啡因有助于提高警觉性、灵敏性、记忆力及集中力。但饮用超

过比你平常所习惯饮用量的咖啡，就会产生类似食用相同剂量兴奋剂

的后果，会造成神经过敏。对于倾向焦虑失调的人而言，咖啡因会导

致手心冒汗、心悸、耳鸣这些症状更加恶化。

（2）加剧高血压

咖啡因因为本身具有的止痛作用，常与其他简单的止痛剂合成复

方，但是，长期大量服用，如果你本身已有高血压时，使用大量咖啡

因只会使你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光是咖啡因就能使血压上升，若再

加上情绪紧张，就会产生危险性的相乘效果，因此，高血压的危险人

群尤其应避免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喝含咖啡因的饮料。有些常年有喝

咖啡习惯的人，以为他们对咖啡因的效果已经免疫，然而事实并非如

此，一项研究显示，喝一杯咖啡后，血压升高的时间可长达 12小时。

（3）诱发骨质疏松

咖啡因本身具有很好的利尿效果，如果长期且大量喝咖啡，容易

造成骨质流失，对骨量的保存会有不利的影响，对于妇女来说，可能

会增加骨质疏松的威胁。但前提是，平时食物中本来就缺乏摄取足够

的钙，或是不经常动的人，加上更年期后的女性，因缺少雌激素造成

的钙质流失，以上这些情况再加上大量的咖啡因，才可能对骨造成威

胁。如果能够按照合理的量来享受，还是可以做到不因噎废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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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人群不适宜喝咖啡：

（1）心脏病患者：咖啡因会使心跳速度加快而造成心脏缺氧。

（2）胃病患者：应尽量少喝咖啡，才不至于因过量饮用咖啡而导致

病情恶化。

（3）孕妇：对咖啡因的摄取需较为谨慎，摄入量太多，容易导致婴

儿先天畸形。

（4）少年儿童：不太适合喝咖啡，因为咖啡在兴奋中枢神经的同时，

抑制了某些脑内腺体激素的分泌，影响生长发育。

沈娅瑜综合编辑

巧生活之醋

醋，是巧妇们厨房必需品之一。醋，不仅仅用于调味，还有许多

让人意想不到的大用处。你知道吗？

1.烫平衣物褶皱。在衣服上有褶皱和熨烫痕迹时，可以将醋滴在

毛边纸上，盖在褶皱处，用熨斗烫下即可恢复平整。

2.去除衣物汗味。在最后一遍清洗衣物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

醋，利用酸碱中和的原理就可以消除汗味。

3.揭除家具表面标签。用脱脂棉蘸醋在家具表面标签上面压一会

再擦拭，就能剥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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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解酒毒。饮酒过量已有醉意者，可服 50%醋水 100 至 200 毫升，

解酒毒、养肝肾。

5.去除玻璃漆迹。玻璃沾上了油漆，用绒布蘸少许食醋擦拭，就

能除净。

6.消毒除菌。新购的瓷制餐具、茶具、酒具、放入 10%的醋水内

煮上两三小时后再用，可除去新瓷器所含的微量铝，避免铝毒危害身

体。在烹调水产品蟹、海蜇时，先用 1%的醋水浸泡一小时，可防止

嗜盐杆菌引起的食物中毒。

7.除热水瓶水垢。将 250 克食醋加热，灌入热水瓶内，浸泡 12

小时，上下晃动热水瓶，瓶内的水垢就会自行脱落。

8.软化海绵。洗澡用的新海绵可先放在 50%的醋水里浸泡 12 小

时，再用温水漂洗两遍，就会变得特别柔软好用。海绵用久了变硬后，

也可放在醋溶液中浸泡，晾干后会和新的一样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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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去瓷器锈迹。白色瓷砖和瓷制脸盆、浴缸等的黄褐色斑迹，用

等量的食盐和醋调配加热，涂在需擦洗的地方，静置半小时后再擦洗，

就可使瓷器恢复白色。

10.去死皮，消除皱纹。一盆冷清水加白醋 1 滴，搅拌均匀。用

棉花棒蘸取搽眼角鱼尾纹，每周 2次，可以有效去除眼角鱼尾纹以及

周围的死皮跟痘痘。

金晓芳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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