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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来啦，要怎样戴太阳镜才对？

太阳镜能有效阻挡紫外线照射量，减少由于紫外线过度照射引起

眼病的几率；能有效降低紫外线的照射强度，保护眼睛免遭特殊环境

（雪地盲等）的伤害；对于隐形眼镜佩戴者，太阳镜可以防止或减少

隐形眼镜水分的蒸发，保持隐形眼镜的光学性能。

但是挑选太阳镜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图便宜，廉价太阳镜首先要考

虑质量是否过关。一般来讲，大众之所以会选择大品牌的太阳镜，是

因为品牌的东西大多有其完善的质量体系，且大品牌出于对自身品牌

的保护，一般质量都是值得信赖的。

特殊设计的太阳镜，如大面弯、特殊镀膜、复杂染色等特殊工艺，

对于技术与质量的要求就更高，为能达到标准的工序，所以制作工艺

会更加复杂。如果工艺或技术不达标，有可能出现：1.镜片染色不均、

脱色，甚至炸膜等，影响防紫外线的效果；2.出现镜腿开焊、断裂，

影响我们的户外防护用途；3.出现皮肤过敏，配戴眩晕等不适症状，

造成我们的出行不便。所以，从保护眼睛的角度考虑，选择一副能满

足我们防护需求的，有质量保障的品质太阳镜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近视患者想戴太阳镜，你可以这样做：

1.验配有光学度数的太阳镜：根据验配的近视度数，选择自己喜

欢的太阳镜镜框，选取有个性化防护功能的（防紫外线、防辐射、防

蓝光、偏光等）染色或者变色镜片。特点：个性化设计，满足不同需

求。

2.隐形眼镜+普通太阳镜：为了能够配戴花色繁多，种类各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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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太阳镜，可选择验配一副隐形眼镜，就可完美匹配各款式的时尚

太阳镜。对于面弯过大，镜片片形过大，不太适宜选择验配光度的太

阳镜的消费者，尤其适合此方案。

3.原有光学镜架+太阳镜夹片：对于自有原来的光学眼镜配戴特

别舒适的人，或者不愿意多付眼镜来回更换的消费者，一副小小的夹

片，就可以轻松解决问题。

挑选太阳镜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

1.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镜配戴

要挑选符合自己脸型和气质；佩戴轻巧舒适，镜片不刮睫毛的太

阳镜。角度合适舒服，鼻梁、耳朵、面颊都舒服。圆脸型适合方形款

太阳镜，方脸型适合圆形款太阳镜。

2.考虑镜片的质量与功能

太阳镜的镜片对着日光灯平缓移动，如果影像出现扭曲状，说明

此镜片曲率不均，容易造成视物不清、变形、引起视疲劳等症状。考

虑防护性，不建议挑选玻璃片或是水晶片，因为水晶片为单晶体双折

射，会对眼睛造成损坏或引起散光。镜片颜色并不是越深，效果就越

好，一般以中等深度，左右镜片颜色均匀为好。选择太阳镜上有

“UV-400”标识的可 100%反射、吸收紫外线，达到防紫外线的功能。

对于开车、钓鱼、户外运动等特殊用途，建议根据用途选取偏光太阳

镜。如果有青光眼的患者不建议购买太阳镜。如果有眼病问题可以选

择医疗防护镜来保护与预防眼部疾病。

沈娅瑜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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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血灰熊是气候变化催生的又一新物种

由于环境变的越来越热，阿拉斯加州和加拿大的灰熊正在向北移

动，这使得他们能够和位于海岸线的北极熊进行接触。气候变化以海

洋膨胀和极端天气而闻名，但也可能导致了北极熊新物种的出现。

猎人迪德吉·艾沙卢克在加拿大哈得孙湾附近捕获一只兼具灰熊

和北极熊特征的猎物，艾沙卢克认为，这是一只灰熊和北极熊杂交产

生的“混血熊”。这一说法得到动物学家支持。“它看起来像北极熊，

但爪子却和灰熊一样呈棕色，头型也同灰熊一致”，艾沙卢克说到。

近几年来，北极的变暖速率是全球平均变暖速率的两倍，这种称

为“北极灰熊”或“灰北极熊”的混血物种的出现，变得越来越普遍。

由于全球变暖，原先生活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和加拿大的灰熊向北移

动，获得机会接触到海岸线上的北极熊。

由于北极冰盖消融，北极熊就有更多的时间到陆地上来，并且由

于无法捕捉到他们喜爱的猎物例如海豹，导致其自身重量减少，种群

数量也随之减少。

“变暖的气温和植被的生长这两者结合，意味着物种间的基因重

叠更加频繁，而且我认为其重叠在增多。”蒙大拿大学灰熊专家瑟夫

欣告诉《卫报》，“过去这些现象并不常见但是现在我们却见到了，

这两个物种在基因上非常相似，雄性会被另一种类的雌性吸引，从而

杂交繁衍”。

北极熊约在 15万年前由棕熊进化而来，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陆

地食肉动物，体重可达 720 公斤。而灰熊因其双肩特有的驼峰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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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通常为独居动物，仅在哺乳和交配时集合在一起。随着温度的持续

上升——全球已经连续 12个月打破高温记录——长期的预测结果是

北极灰熊可能比北极熊更有生存优势。

瑟夫欣说：“因为北极熊其实是依赖海冰而生存的，随着北极冰

盖的融化，许多北极熊将难以幸存。”不过，瑟夫欣表示，“新种类

熊真正出现需要经过好几百个世代的演化。”

冯春华编译，摘自英国卫报

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6/may/18/pizzly-grolar-bear-grizzly-polar-hybrid-cli
mate-change

全球气温连续 12 个月创同期最高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近日表示，今年四月是自 1880 年有

气温记录以来最热的四月，这意味着全球气温史无前例地连续 12个

月创下同期新高。

“这是 137 年来此类高温持续的最长纪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

气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高温在持续，纪录也同样在持续。”

据这家机构当天发布的月度报告，今年四月全球陆地与海洋表面

气温比上世纪同期 13.70 摄氏度的平均值高出 1.10 摄氏度。这一升

温幅度为同期最高，并排在所有月份的第 4名，仅次于今年三月、二

月及去年十二月。

从陆地看，6块大陆各自四月的气温都能排在历史前九位，其中

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四月气温都创下同期最高纪录，只有加拿大北

部与南美洲南部的气温低于往年同期。整体而言，“今年四月的特点

是地球大部分陆地表面的气温都比往年同期水平偏高或高出很多”。



2016 年第 10 期（总第 107 期） 第 6页

今年四月的全球海洋表面气温也是有史以来同期最高，比同样经

历强厄尔尼诺现象的 1998 年的四月高出 0.24 摄氏度。此外，北半球

的积雪面积降至 50年以来四月的最低。

从今年前4个月看，全球平均气温也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前4个月，

比上世纪同期平均值 12.70 摄氏度高出 1.14 摄氏度。

韩俊综合编辑，来源：新华社

环境署发布《全球环境展望》报告

5 月 19 日，环境署发布了题为《全球环境展望》的报告。报告

中指出，地球正在经历的环境变化正在以比人们想像中更快的速度发

生，急需各国政府为此采取紧急措施，以扭转地球愈演愈烈的遭受破

坏的趋势。

报告表示，人口增长、快速的城镇化、消费水平的不断上升、荒

漠化、土地退化和环境变化加在一起使得许多国家陷入严重缺水状

态。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土地退化

和水资源短缺正在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如果世界要想实现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所确立的目标，就一定要采取紧急行动，对这些问题

加以解决。

由世界上 160 多个国家、数百个机构的 1200 多名科学家参与撰

写的《全球环境展望》报告对泛欧洲地区、北美、亚太、西亚、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以及非洲六个地区的环境状况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评估。

报告显示，亚太地区所经历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使该地区成百

上千万人摆脱了贫困，然而这一经济增长也对生态系统产生了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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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日益增加的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已经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

染问题、水资源缺乏和大量废物的产生，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巨大威胁。

对于化石燃料和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粗放农业、棕榈油和橡胶园、

水产养殖以及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贸易，正在造成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

性的丧失。

去年亚太地区继续成为世界上最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在过去

20年当中所报告的所有自然灾害的 41%都发生在这一地区，而且上个

世纪自然灾害导致的所有死亡的 91%也都发生在亚太地区。1981 年至

2010 年间，亚太地区创纪录的降雨天气增加了 56%。报告表示，在

2070 年前，受到海岸洪水威胁程度最大的亚洲城市包括：曼谷、达

卡、广州、加尔各答、孟买和上海。这些城市中的成百上千万人将面

临流离失所的危险。

报告指出，人类和工业废物对于水源的污染是该地区所存在的一

个主要问题。据估计，该地区有 30%的人口在饮用受到人类粪便污染

的水源。不受控制的废物倾倒仍然是亚太地区废物处理的主要方式，

构成了极大的疾病隐患。例如在孟买，12%的城市固体垃圾在街道或

垃圾掩埋场露天燃烧，导致大量黑炭等致癌物质被送入空气之中。

报告指出，全球中产阶级人数将从 2009 年的 18亿人增长至 2030

年的 49 亿人，而其中的大部分增长则来自亚洲。经济与合作发展组

织预计，中产阶级的全球支出将从目前的 21万亿美元增长至 2030 年

前的 56 万亿美元，而其中 80%的增长则来自亚太地区。

胡周颖综合编译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photo/2016-05/20/c_1353736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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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冰箱

冰箱除了可以冷藏食物，还有许多小秘密，你知道吗？

切出完好蛋黄：为什么自己在家切鸡蛋时就会碎掉？人家酒店厨

师鸡蛋切出来就很整齐又漂亮呢？只要一个简单的小方法，把鸡蛋放

入冰箱冷藏 1 小时后再切，蛋黄就能切出平滑的样子啦！

去掉栗子壳：板栗煮熟却不易剥壳，这时只需将其放入冰箱内冷

冻两三个小时，板栗皮就很好剥，板栗肉又完整哦！

淡化苦瓜味：苦瓜的苦，是真的苦，如何在确保吃苦瓜营养不流

失的同时苦瓜又不苦呢？一招教你解决，只要把苦瓜放入冰箱保鲜层

中冷藏一段时间，苦味就会变淡许多哦。

去掉辛辣味：平常切洋葱时，总是泪流不止。怎么才能去除辛辣

味呢？把洋葱放入冰箱中冷冻，一两个小时后再取出来切，就不会再

泪流满面啦。

杀书本蛀虫：每个家庭都会珍藏一些书本，但是时间长了，就会

有蛀虫。蛀虫赶不走，也不容易弄死，只要用塑料袋把书本包好，再

放进冰箱冷冻 12个小时，蛀虫就可以通通冻死了。

金晓芳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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