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城市桑德

兰最近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一名小学生

与寒鸦成为了密友，无论上学或者在家都形

影不离。

从去年 12 月开始， 桑德兰的圣玛丽小

学不断接到学生和父母的投诉，附近的一只

寒鸦经常恐吓和攻击学生，学校不得不缩短

学生下课后的休息时间，并使用一种驱鸟设

备驱赶它。

10岁的埃曼纽尔·亚当是圣玛丽小学的

一名学生，奇妙的是，今年 1 月上学途中这

只寒鸦跳到他的肩膀， 之后与他形影不离。

这就像 1969 年上映的电影《男孩与鹰》中的

情景一样，电影中一个小男孩与一只茶隼成

为了好朋友。

埃曼纽尔把他的寒鸦朋友叫做杰克，现

在， 杰克已经跟埃曼纽尔一家住在了一起，

他家里除了父母和三个妹妹外， 还有三只

狗、四条鱼。

由于杰克与埃曼纽尔每天形影不离，母

亲表示出了一些担心。 有一天，一名货车司

机差点撞上了前面的车，因为他被寒鸦与人

共处的情形深深地吸引， 忘记了自己的工

作。

埃曼纽尔每天上学时杰克都会站在他

的胳膊或者肩膀上。 回家后，杰克也会待在

埃曼纽尔身边。 他母亲说：“伊曼纽尔坐着，

‘杰克’站在他肩膀上，一起看电视；当他把

书摊在膝盖上复习功课时，‘杰克’还试图帮

他翻书。 ” （据新华网）

老鼠幼崽

心脏可自我修复

科学家们已经发现， 成年的斑马鱼心脏受

损后可以再生出一个新的心脏。 这种令人惊奇

的现象也能在其他一些鱼类和两栖动物身上观

察到。 但之前从没在任何哺乳动物身上发现过。

现在，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

者们发现， 哺乳动物新生幼崽的心脏也可以自

我修复。

医学中心心脏科专家 Hesham� Sadek 博士

和他的研究团队用老鼠做实验， 发现如果在新

生幼崽出生的第一周内切去它部分的心脏，心

脏完全可以自己长回来。 研究者发现，对实验室

老鼠而言，切去整个心脏的 15%是最高上限。 在

这个比例以内，在三周内，幼崽失去的组织可以

自我再生和自愈。

“但通常七天以后，这种令人惊讶的再生功

能就失去了， 心脏衰竭的问题又重蹈覆辙。 ”

Sadek 博士说。 新生幼崽的健康心脏细胞，可能

会成为新生长细胞的来源， 干细胞也可能会对

这个过程有益。 研究者们希望进一步的研究，在

未来能应用于人类心脏疾病的治疗上。 （大洋）

·科学新知·

机器人也会反思

最新的机器人研究， 正在致力于让机器人

具备自我反思的意识和能力。

美国康奈尔大学计算机人工智能实验室的

机器人专家 Hod� Lipson 和他的团队最近研发

出一种有点像四脚海星的机器人。 它的“大脑”，

或者说控制中枢中输入了相应的程式， 使得它

可以像人类一样，“感知”到自身的存在，知道自

己的手和脚在哪个位置， 并指令身体的相应部

位做规定动作。

研究者们还让机器人有了反思的能力。 机

器人有两个控制中枢， 其中一个指挥它施行一

定的动作， 而另一个中枢则对第一个中枢的选

择进行评估， 鉴别它是否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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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越失恋

心理越健康

一直以来， 失恋被认为是对人感情最大的

伤害。 实际生活中，因失恋产生心理问题，选择

极端方式来解决痛苦的男人大有人在。 然而英

国一所大学的研究课题却有可能推翻这一共

识，他们认为，对于男性来讲，失恋次数越多，心

态反而更健康。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分手对男女

双方心理健康影响” 课题组的研究人员在调查

中发现，双方分手后，女性从感情伤害中恢复的

时间比男性长得多， 心理健康会随分手次数的

增多不断恶化。 男性却恰恰相反，曾有过两次或

两次以上分手经历的男子，心理状态极佳，甚至

比其他男士还要健康。 （据《长春晚报》）

当美女遭遇蟒蛇：

人没事 蛇死了

怀疑因咬硅胶中毒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11 日报道，以色列知

名女模日前在节目中大秀性感， 让蟒蛇在自己

的乳沟上游走， 没想到蟒蛇却突然咬住她的左

乳， 吓得她当场花容失色。 女模治疗后并无大

碍，蟒蛇却离奇死亡。

知名人工巨乳女星福克斯日前为节目出外

景，录制节目时刻意穿着低胸装，自在地逗弄手

上的蟒蛇， 看起来一点也不害怕， 甚至伸出舌

头，作势要与蟒蛇“舌吻”，不过，蟒蛇却突然发

狂，忽然咬住她的左胸。

慌乱中，福克斯急着想拉开蟒蛇，一旁的工

作人员也上前解救，并立刻将她送医；福克斯留

院观察后虽无大碍， 但胸部仍在评估是否需要

修补。 至于闯祸的蟒蛇事后死亡，则被怀疑是遭

巨乳内的硅胶毒死。 （据中新网）

《神雕侠侣》

的启示

●杨过是孤儿， 其父是忘恩

负义的小人， 他却成为俯仰天地

的大英雄———上天不爱你， 你自

己要爱自己。

●小龙女很容易让人想起

《柳毅传书》里牧羊的龙女，同样

坚贞不屈，为了爱，不怕下虎穴龙

潭———外柔内刚，爱情至上，女儿

本色。

●看过《射雕英雄传》，再看

《神雕侠侣》， 难免对第一美女黄

蓉失望———从娇柔可爱的小姑娘

成长为工于心计的妇人， 这大约

才是真实的人生。

●郭靖、 黄蓉的宠物是一对

白雕， 而杨过的宠物则是不能

飞、 类似企鹅的神雕———神雕于

杨过亦师亦友， 比白雕强百倍

矣， 不要以貌取友， 要以情取

友。

●《射雕英雄传》里的洪七公

是位美食家，《神雕侠侣》 里的洪

七公已经成长为“大厨”， 那份

烹调蜈蚣的技艺令人赞叹———兴

趣有时会成为你安身立命的技

艺。

●绝情谷里有情花之毒， 解

毒又有断肠之草、 1 0 多年之

约———用时间疗伤， 再佐以断肠

之药， 这是金大侠给所有为情所

困者开出的药方。

●公孙止与裘千尺两口子互

相算计， 最后同归于尽， 令人悲

叹———不能相亲相爱， 就一块儿

玩完， 这种情感信条害人害己。

（古傲狂生）

她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平时工作紧

张，但凡有时间，总会想法给他做好吃的。 后

来，她内退了，他升职了，儿子工作了。 这个

年龄的女性， 似乎更把家庭和老公放在首

位，一年 365 天，只有她忙碌在几间宽敞的

屋子里。

她总是这样，每次做饭时，都先考虑合

不合他口味，若不，她会重新做一桌。 脸上流

露出讨好的表情的同时， 还有一丝歉疚，好

像她早就知道， 他不太喜欢她的厨房手艺，

但苦于自己不会做饭，又不能经常光顾小吃

店。 他是一个爱面子的人，怕人笑话，说些没

来由的闲话，一是对老婆不好，二是身份也

不许他天天这样。

他比她小两岁， 本身就习惯了她的呵

护，从结婚那天开始，就没动手做过家务，所

有的活都让她一手包了。 她是一个知书达礼

的人，平时很少说话，说话时声音很轻，轻得

掉根针都让人听见。 同事对他们的婚姻，都

表示非常羡慕。

有次去超市，他一个人，很孤单的样子，

为买一包香烟。 见同事买了一大包肉馅儿，

问，做什么用啊？ 同事说包馄饨用的，每天早

晨，妻子都要包馄饨给他吃。 听同事说完，他

突然嫉妒得不行。 回到家，找了一话茬告诉

她，同事的妻子是多么好，人家天天吃馄饨，

而他，想吃都吃不到。 她笑笑说，没听说你爱

吃馄饨啊，那好，以后咱也经常包。 于是每天

早上， 她都把一碗馄饨放在桌上， 葱花、香

菜，淡淡的油花，闻着非常香。

不过吃了一周，他就皱起了眉头，这哪

里行啊，天天吃一样的饭，还不如从前呢。 以

前多好，每回饭都不重样，不是小笼蒸包，就

是水饺馒头， 还有新鲜的豆浆……他理亏，

想改回从前，却不知如何开口。 她好像看穿

他的心事，慢慢恢复了往日的饭单。

恰在这时，同事来串门，看他一桌子饭

菜的花样，竟羡慕地跳起来，恨恨地说，我那

口子，就会三天两头包馄饨，每天吃同样的

饭，怎么得了？

原来，爱是一种对比，只有在别人的天

平上，才称得出爱的分量。

在别人的天平上

□魏宁

人到中年，阅人无数，我对男人有了更

深的了解。 男人就像植物，大致可以分成三

类：草、藤、树。

第一类男人似草，貌似强大，其实内心

脆弱无比。 再加上自卑心重，随时准备像老

鼠一样，打个地洞钻进去。 这种人，暂且称为

低调男人吧。 他没有什么本领，胆小怕事，一

遇风吹草动，立刻噤若寒蝉。 这样的男人，心

理年龄超小，啃老，唯父母是尊；这样的男

人，连墙头草都算不上。 因为草在墙头，其实

承受得更多，更需要勇气。 这种人就是一株

伏在地面的草，每天担心的就是别人不要踩

上他。 每天得过且过，但求无过。 这样的男

人，难堪大用。

第二类男人像藤，用柔情的藤蔓，把你

死死缠住。他赞美你，索取你的爱。他是个长

不大的孩子，他总是贪玩，不是泡在电脑前，

就是与朋友混在酒场饭局，从不懂身上的家

庭责任，只希望你用母性的关爱，去呵护他，

照顾他。 事无巨细，皆要你出手。 所有重担，

须你一肩扛起，他不懂珍惜、感恩，而你永远

不能喊累。

现在的“藤”真是坦白到家了，敢言心

声。 在一个电视相亲节目里，就有一位小男

生当众说出了这样一句震撼全场观众的话：

“我是来找富婆的。 ”女嘉宾鄙视的目光能刺

穿他的心脏。 但他理直气壮，面不改色：“对，

你说包养也可以，随便你怎样理解。 ”为了少

奋斗十年，仗着青春帅气，他立志做一根缠

人的藤，这种男人，我不欣赏，甚至鄙视。

第三类男人像树，挺拔，坚韧。 他不一定

很帅，他不一定很有钱，但他有才华，肯上

进，敢担当，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定会及

时地出现。 平时，你可能感受不到他的爱，但

关键时刻，他一定会对你说：“别怕，亲爱的，

有我呢！ ”这种树，根深叶茂，可以依靠。

男人如植物， 聪明的女人要学会挑选。

草，给不了你什么；藤，需要你呵护；唯有参

天大树，经得起风雨，担得起你人生旅途上

的一路沧桑。

现代生活充满压力，在日本东京有这样

一位女孩，她以自己拍摄空中漂浮照片的方

式缓解压力，并把照片放在网络上，希望能

使更多的人获得轻松。

这位女孩名叫 Natsumi� Hayashi， 今年

年初的一天，她突发奇想，要拍下自己在空

中“浮游”的照片。 所谓浮游，就是她把自己

跳跃在空中的瞬间拍摄成相片，结果，充满

诗意的相片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她在采访中说，就像地心引力般，繁重

的社会压力影响着每一个人，希望借着这样

浮游在空中的照片，让在繁重压力之下的大

家也能够感到一点轻松。

让压力随照片浮游

日本“浮游”少女网络爆红

右图为Natsum i�Hayashi的浮游照片。

▲

三种“植物男”

□夏爱华

英小学生与寒鸦成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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