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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科学研究已显示!食用黑巧克力对
心脏有利" 黑巧克力为何具有这一特殊的功
能#瑞典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心血管药理
学%杂志网络版上发表论文!对此进行了详细
阐释&

瑞典林雪平大学研究人员的报告称! 黑巧
克力含有的可可黄烷醇等有益成分能抑制血管
紧张素转化酶!从而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

研究人员解释说!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是
人体荷尔蒙系统不可缺少的物质! 起到调节
血压的作用&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水平过高易
导致动脉硬化和其他心血管疾病& 当血管紧
张素转化酶被抑制后!血压会随之降低&

这是研究人员在对 !"名 #$至 %&岁的
志愿者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研究人员首
先测量志愿者血液中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水
平!然后让他们食用 '&克黑巧克力'可可含
量为 '%!(&接着在 ($分钟))小时和 (小时
之后! 研究人员分别测量志愿者血液内血管
紧张素转化酶的水平&

研究发现!在进食黑巧克力 (小时后!志
愿者血液内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水平降低了
*+!! 这一下降幅度相当于服用了控制血管
紧张素转化酶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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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欧洲疾病防控中
心一名专家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说!

自 %,$+年以来! 欧洲 *(个国家发现 ''例
*超级细菌+感染病例!其中 '人死亡"

总部设在斯德哥尔摩的欧洲疾病防控中
心的专家多米尼克,莫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 这 *(个国家包括英国) 法国)德
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例携带-新德里金
属蛋白酶.*/'简称 -./"*( 的感染者中有
&&人曾出国旅行! 其中 (*人曾在南亚次大
陆接受过治疗! 此外还有 &人在巴尔干地区
接受过治疗&

莫内说!携带 -./"* 的-超级细菌/及
其他类似-超级细菌/具有很强的抗药性!人
们一旦感染上!可以实施的治疗手段-非常有
限/!因此结果会-很严重/&

莫内认为!尽管如此!-超级细菌/还是能
够防控&首先是世界各国应该高度重视-超级
细菌/防治工作!增强人们的预防观念& 其次
是需要改善医疗卫生场所的卫生条件! 以避
免-超级细菌/侵入& 此外!一旦发现有人感
染上-超级细菌/!必须立即对其进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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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英国警方 *'日说!一名无
业男子在伦敦数家高级餐厅饱餐后脚底抹
油!赖掉数千英镑餐费!已遭起诉&

亚尼斯0努尔兹现年 %' 岁!*" 日晚落
网& 他受控一个月来在伦敦三家高级餐厅用
餐后溜走!欠下餐费总计两千多英镑&

英国1卫报%报道!第一起吃-霸王餐/时
间发生在 *,月 *0日! 努尔兹在伦敦西南里
士满的 12344 56748餐厅用餐!餐费共计 (09

英镑'约合 &&"美元(&

本月 "日!他-光临/伦敦五星级的康诺
特酒店!吃喝一顿!欠款 9"& 英镑'!&(" 美
元(&

!"日晚!他来到伦敦市中心 :;<=3>?8=

法国风味餐厅!消费 *$%*英镑'*"%&美元(!

企图故技重施时! 遭餐厅人员抓获& 这家饭
店的老板洛朗0纽因顿是米其林三星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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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俄罗斯政府 *'日正式对
外开放一幢别墅& 苏联领导人约瑟夫0斯大
林在那里去世&

这幢两层别墅建于上世纪 ($年代初!总
面积 *$$$平方米!位于莫斯科西郊!距克里
姆林宫大约 *%分钟车程!周围是茂密森林&

*9&(年 (月 &日! 斯大林在这里去世&

苏联政府随后将它改作宾馆! 要求服务人员
不得告诉客人这里曾是斯大林住所& 俄罗斯
特工部门 *99*年接管这幢建筑!允许特殊客
人入住& 美国时任副总统艾尔0戈尔 *&年前
访俄时在这里下榻&

德新社报道!一批俄罗斯媒体记者 *'日
获准参观这幢别墅&

俄罗斯联邦保卫局历史专家谢尔盖0德
夫雅托夫介绍!别墅地下 *'米处有一座加固
掩体!建于 *90%年!不过!与坊间传说不同!

它的地下没有地铁! 也没有与克里姆林宫相
通的地道&

别墅内部装饰简单! 保存着一些斯大林
的物品!包括英国首相温斯顿0丘吉尔赠送的
一台唱机& 别墅内!按斯大林的要求!墙上装
饰着放大的苏联杂志照片& 整座别墅见不到
任何斯大林本人肖像&

一本介绍这幢别墅的书定于明年出版&

联邦保卫局副局长维克托0塔拉索夫说!虽然
别墅已正式开放! 但眼下没有向普通民众开
放的计划& -时机还不成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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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古西加尔巴消息2洪都拉斯
总统府 *'日公布报告说! 截至 %$*$ 年 **

月!该国营养不良人口比例达到 %*!3儿童
当中!营养不良者比例超过 ($!&

1洪都拉斯食品安全与营养现状%报告指
出!该国总人口约为 '&$万!其中近半数人生
活在贫困线以下& 经济落后是人口营养不良
比例高的主要原因&

报告同时指出! 这与社会基础设施状况
较差也有关系& 该国 "(!的家庭基本用电需
求无法得到保障!&%!的住宅没有天然气供
气系统!(&!的民众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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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美国全国公民基金会 *+

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调查的 **

个富裕国家民众中! 美国人最有可能享受不
起医疗保障!即使上了医疗保险!在支付医药
费时也会遇到麻烦&

调查人员对来自澳大利亚) 加拿大)美
国)法国)德国)荷兰)新西兰)挪威)瑞典)瑞
士)英国的 *@9'万名成年人展开调查&

全国公民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说2-美国
人有关医保的负面经历最多& /

报告说!三分之一美国成年人-生病无力看
医生!或没有按处方拿药!因为费用太昂贵/&

五分之一美国人在支付医药费时 -遇到
重大麻烦/!而这一比例在法国为 9!!英国
%!!德国 (!!荷兰 0!&

另外! 美国人最有可能与医疗保险提供
商发生争执! 或承保公司没有像投保人想象
的那样支付医药费&

报告撰写人凯西0舍尼说2-事实上!美国是
这 !!个富国中唯一一个买了医疗保险!也不能
保障你获得医疗服务! 或者当你生病时无法给
予你资金保障的国家&这种情况本可以避免& /

"#$é* 美国威斯康星州一名男子
在一档电视节目中看到美国前共和党副总统
候选人萨拉0佩林的女儿跳舞! 怒火中烧!开
枪打坏电视&

史蒂文0考恩现年 "'岁! 居住于佛蒙特
镇& 当地官员说!考恩 !&日晚饮酒后看到佩
林的女儿布里斯托尔0佩林出现在-与明星共
舞/的电视节目中!突然狂躁起来!不仅拿猎
枪打爆电视!还把枪口对准妻子贾尼丝!要她
去取手枪&

贾尼丝离开房间后迅速报案& 闻讯赶来
的警察很快包围两人居住的房屋! 经过一夜
劝说!考恩 !"日晨终于走出房屋!由警方带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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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灯睡觉或助抗抑郁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夜间微弱光线促

使仓鼠大脑产生变化!激发抑郁症等情绪
紊乱症状&

这一发现有助解释为何经常上夜班
或夜间曝露在光线下的人情绪紊乱风险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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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立大学神经学博士生特雷
西0贝德罗西安 !'日在圣迭戈举行的神
经学学会年会上发表上述研究结果&

夜间人工照明普遍存在!那么这种照
明是否影响大脑#贝德罗西安带领同事进
行仓鼠实验寻求答案&

研究人员将仓鼠分成两组!分别放置
于两种环境中&第一组仓鼠每天处于自然
光下 !"小时!完全黑暗环境中 +小时3第
二组仓鼠同样处于自然光下 !"小时!夜
间 +小时处于微弱灯光下!光照强度相当
于打开的电视机屏幕&

+周后!研究人员对仓鼠进行行为测
试! 通过检查仓鼠是否热衷于平常爱好!

譬如喝糖水! 判断它们是否出现抑郁症
状& 对人类而言!无法从日常生活中获得
快乐和享受是抑郁症的一个主要标志!心
理学上称为-快感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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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让两组仓鼠在自来水和糖

水间自由选择& 结果!夜间曝露在光线中
的仓鼠喝下几乎等量的自来水和糖水!显
示它们已经不再偏好糖水&

美国趣味科学网站援引贝德罗西安
的话报道2-那意味着它们喝糖水时没有
获得同样的快乐和奖赏感觉!这可以解释

为类似抑郁症的反应& /

这种行为变化与仓鼠大脑海马体区
域变化有关&海马体如果曝露于夜间人工
照明中!表面细胞的树突棘就会减少& 树
突棘是大脑细胞上头发状的突起!用于相
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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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德罗西安说!这一结果与先前研究
结果相符& 先前研究发现!人类大脑海马
体与抑郁症有关联!严重抑郁症患者海马
体较小&

他说! 大脑海马体区域变化可能加
剧褪黑激素生成发生起伏波动& 褪黑激
素向身体发送信号2夜幕降临!睡眠时间
到&夜间光照阻碍这种激素的生成&先前
研究结果显示! 褪黑激素具有一定抗抑
郁效果! 因此这种激素水平下降可能加
重抑郁症状&

研究人员说! 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一
结果是否适用于人类& 如果工作机制相
同!那么-人们可以避免整晚开着电视机
睡觉! 或者在夜间尽量减少处于光线下
的时间/&

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有助抗抑郁!

保证睡眠时间也能促进心理健康!防
止抑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
研究人员今年 ! 月发表报告说! 调查
!A& 万余名 *# 岁至 *' 岁美国学生和他
们的家长后发现! 每晚 *# 时以后睡觉
的学生产生精神抑郁症状的几率比每
晚 *, 时以前睡觉的学生高约 #&!!而
且前者萌生自杀念头的可能性比后者
高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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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 世界卫生组织 *+日呼吁各国加
强监测青蒿素类抗疟疾药物的疗效! 以防止
疟原虫对这类药物产生抗药性&

#,,9年 #月!世卫组织曾确认!泰国)柬
埔寨边境地区一些患者体内的疟原虫对青蒿
素类药物产生抗药性! 这为世界防治疟疾敲
响了警钟&

世卫组织在 *+日发布的1#,,,"#,*,年
全球抗疟疾药物疗效及抗药性报告%中称!全
球受疟疾威胁的国家中! 仅有三分之一对抗
疟疾药物疗效实施有效监测&

世卫组织负责疟疾防治官员因此呼吁!

为让青蒿素类药物在全球抗疟疾斗争中继续
发挥作用! 受到疟疾威胁的国家应制定相关
政策! 对青蒿素类药物疗效进行全国范围内
的有效监测!此外各国在这方面应携手努力&

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疾病! 多由蚊子
传播! 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发病较多& 疟疾
症状包括发热)头痛)呕吐等!严重时可引起
死亡& 氯喹和磺胺多辛"乙胺嘧啶等曾是抗
疟疾的特效药!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疟
原虫对其产生抗药性& 此后! 青蒿素药物逐
渐在全球抗疟疾斗争扮演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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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牛津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 *'日在
1界面%上报告说!他们研发出通过分析帕金
森氏症患者语音变化评估其病情的技术!只
需患者在家中录下若干段语音! 将录音发送
给专门分析机构!就可评估出其病情程度&推
广这项技术将可节约大量医疗资源&

通常! 医生会面对面对帕金森氏症患者
进行多项检查后评估其病情! 而本次研究主
要从患者语言能力的变化来评估病情&

研究人员请 0#名患者参与了测试!经医生
当面检查后!医生给他们病情的打分在 &&分左
右& 这些患者每人又提交了一百多段录音供系
统分析!结果显示!语音分析系统对他们病情的
打分与医生评分之间的误差只有 #分左右&

进行研究的马克思0里特博士说!现在帕
金森氏症患者要到医院接受当面检查才能评
估病情!这不仅耗费患者的时间和精力!还占
用了大量医疗资源! 如果能推广这种语音评
估技术!患者足不出户就可了解病情发展!同
时也能减少医疗机构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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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科幻片 1星际迷
航%里!宇航员把反物质用作
星际飞船燃料& 而在美国作
家丹0布朗畅销小说 1达0芬
奇密码%的姊妹篇1天使与魔鬼%中!犯罪
集团企图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盗取反物
质!用以炸毁整座梵蒂冈城&

反物质!正常物质的反状态!极不稳
定而几乎不存在于自然界&研究人员 +年
前在实验室里制成反物质!但这些反物质
一接触容器壁便瞬息湮灭&

英国 1自然% 杂志网站 *'日发布报
告! 欧洲研究人员在科学史上首次成功
-抓住/微量反物质&

8+,-./0123

研究人员 #,,#年在真空环境里造出
反氢原子! 但造出后不到片刻便已湮灭&

如今!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研究员首次成功

-抓住/这种反物质&

鉴于反物质接触容器壁后便即消失!研
究人员利用特殊磁场对反物质加以捕获&

谈及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捕捉方式!

丹麦奥胡斯大学教授杰夫0杭斯特告诉英
国广播公司'BBC(记者!反氢原子具有-少
许磁性/!-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罗盘指针!

能够利用磁场探知它们的存在& 我们制成
一只强有力的4磁瓶5!在里面造出反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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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0布朗在畅销书1天使与魔鬼%中把
反物质描述成人类目前所知威力最大的
能量源& 它能以百分之百的效率释放能
量!不造成污染!不产生辐射!一小-滴/便

可维持美国纽约全天所需能量&

从理论上说!不到 &,,克反物质的破
坏力超过世界上最大氢弹的威力&

不过! 研究人员首次捕获的成果为 (+

个反氢原子!持续时间为五分之一秒& 这等
数量的反物质不足以让一只 !,,瓦灯泡发
光二十亿分之一秒!更别提用作剧烈炸药&

杭斯特教授解释道!研究人员掌握捕
获反物质技术后!今后可在具体操作程序
层面加以 -微调/! 便有望制成数量足够
多)保存时间足够长的反物质!为进一步
研究打开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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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预言过反物质的存在& 按

照物理学家假想!宇宙诞
生之初曾经产生等量的物
质与反物质!而两者一旦
接触便会相互湮灭抵消!

发生爆炸并产生巨大能量&

然而!出于某种原因!当今世界主要由物
质构成!反物质似乎压根不存在于自然界&

反物质的发现!使人们联想上世纪许
多不解之谜!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通
古斯大爆炸/& !9,+年 "月 (,日凌晨!俄
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遭遇从天而降
的-火球/!大片原始森林顷刻化为灰烬&

至于爆炸起因! 一些人推断是小行星撞
击!一些人猜想是反物质所致-湮灭/&

-我们希望查明!物质与反物质之间是
否存在某些我们尚不知道的区别!/杭斯特
说!-这种区别或许存在于更基本层面!或
许牵连宇宙起源时某些高能量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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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研究人员首次“抓住”反物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