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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吃反式脂肪

攻击性变强

反式脂肪有害健康已是不
争的事实。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
示，常食用含有反式脂肪的食物
使人易怒、攻击性变强。研究人
员为此建议，尤其不要给未成年
人食用含有反式脂肪的食物。

反式脂肪与攻击性之间

存在明显关联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
戈分校医学系研究人员调查了
945名男女的反式脂肪摄入量和
行为变化，结果发现，不论年纪
大小，那些常吃含有反式脂肪食
物的人更具攻击性。

研究人员询问研究对象的
攻击历史、攻击手段、自我评价、
易怒程度等信息，采用“外部攻
击行为”评判标准，综合考虑研
究对象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是否吸烟、是否饮酒等因素
后得出上述结论。

研究带头人比阿特丽斯·戈
洛姆说：“我们发现，更多的反式
脂肪与更强的攻击性之间存在
明显关联。评判因素中，超过已
知其他攻击性预测变量，更多反
式脂肪始终预示着攻击性和易
怒。”

反式脂肪又称反式脂肪酸、
反型脂肪，一些使面点酥松的油
脂、人造黄油和用于油炸的食用
油均可能含有反式脂肪，大豆油
等植物油经氢化处理也容易产
生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的名字源于它的
反向分子结构，这种分子结构不
易扭结。与一般植物油成分相
比，人造反式脂肪更耐高温、不
易变质，因此含有反式脂肪的食
物不仅口感好，且利于保存。反
式脂肪常见于饼干、面包、蛋糕、
薯条等快餐生产流程。

戈洛姆因此建议学校的管
理部门应审查食谱，以确保所提
供的食物不会导致食用者的攻
击行为。

反式脂肪

会加速大脑老化

先前还有研究显示，反式脂
肪会提高人的胆固醇水平，引发
肥胖、糖尿病、炎症、心血管疾
病、肿瘤等。

西班牙公布的一项研究结
果显示，食用含有大量反式脂肪
和饱和脂肪的食品会增加罹患
抑郁症的风险。研究人员对超过
1 . 2万名欧洲志愿者的饮食和生
活方式进行6年随访后发现，增
加反式脂肪摄入量的志愿者患
抑郁症的风险比没有增加摄入
量的人高48%。

今年初，美国研究人员公布
的另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反式脂
肪有损大脑，会加速大脑老化。
研究人员分析了104名、平均年
龄87岁的健康老人血液样本，发
现在记忆力和思维测试中得分
最低的老人血液中反式脂肪酸
较多；脑扫描显示，他们的脑容
量较小。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饮食中
每天含有的反式脂肪不超过2 . 5

克。戈洛姆说：“我们的研究为少
吃反式脂肪提供进一步证据，相
比它的优点，它的弊端更多。”

(据《东方早报》)

沙尘暴怎么给地球降温？

“阳伞效应”和“铁离子说”双管齐下

几乎每年春天天，沙尘暴都会
袭击中国北方一些地方。从中央
气象台获悉，受强冷空气影响，
新疆3月20日出现今年以来首次
沙尘暴。这也是中国今年出现的
第一次沙尘天气过程，出现时间
为2000年以来最晚。

另外，3月21日，甘肃玉门遭
遇今年首次沙尘天气。

3月20日，青海柴达木盆地出
现大范围沙尘天气。

沙尘暴是一种灾害性天气，
往往被人们深恶痛绝。但在研究
全球变化的科学家眼中，沙尘暴
也是自然物质循环和全球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中的重要环节，甚
至具有积极的环保作用。

他们认为，全球气温上升的
幅度一直远低于科学家根据二
氧化碳浓度上升所预测的温度
值，因为地球系统可能存在着极
其复杂的反馈机制，沙尘可能就
是一种与二氧化碳增温相对立
的非常重要的“制冷剂”。

那么，沙尘暴是如何给地球
降温的？沙尘暴除了给地球降温
还有什么环保作用？

“沙尘暴的发生确实能降低
气温，特别是中亚干旱区细小沙
尘被带入高空，由西风环流输送

到东亚、太平洋和美洲，对北半
球气温有降低作用，但目前对沙
尘暴降低气温的具体贡献值依
然在研究中。”中国气象局乌鲁
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研究员李
红军说，当中亚干旱区发生强沙
尘暴时，细小沙尘被带入高空，
由西风环流输送到东亚、太平洋
和美洲，由于沙尘吸收和反射太
阳辐射，具有“阳伞效应”，所以
会降低所经过区域气温。

李红军说，每年亚洲沙尘暴
携带大量沙尘沉降到太平洋，沙
尘暴携带的沙尘中包含丰富的
铁离子，已有研究证明，铁是许

多海洋表层浮游生物生长的限
制性因素，因此沙尘暴为太平洋
海区海洋生物提供了更多的营
养物，大大提高了海洋生物的生
产力。海洋中藻类吸收二氧化碳
进行光合作用，藻类光合作用提
高，则对二氧化碳吸收转化增
多，减少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含
量，因而有降低气温作用。

另外，还有研究表明，非洲
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暴能将沙尘
传送到中南美雨林地区，并为中
南美雨林生长提供营养成分，提
高中南美雨林对二氧化碳的吸
收转化能力，有降低气温作用。

“沙尘暴除了能减缓全球变
暖、促进海洋生物生长繁殖，还
有净化空气、缓解酸雨等环保功
能。”李红军说。

据了解，煤炭作为我国的
主要能源，燃烧过程中产生大
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酸性
污染物，这些物质溶于雨雪形
成酸雨。我国南北方的工业酸
性污染物排放程度大致相当，

但 酸 雨 却 主 要 出 现 于 长 江 以
南，北方只有零星分布，这是因
为北方常有沙尘天气，来自沙
漠 的 沙 尘 和 当 地 土 壤 都 偏 碱
性，其中的硅酸盐和碳酸盐富
含钙等碱性阳离子，能够中和
大 气 中 的 绝 大 部 分 酸 性 污 染
物，避免酸雨形成。

沙尘暴净化空气也是同样
的原理。

许多人发现，黄沙弥漫的沙
尘天气过后，天空是最洁净、最
晴朗的，这是因为沙尘里的气溶
胶和碱性粒子含量较高，沙尘在
降落过程中可以黏附、吸收工业
烟尘和汽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等物质，具有一定的酸
碱中和作用，可以有效地过滤空
气，改善空气质量。

有专家说，沙尘暴作为地球

上古已有之的自然现象，与其他
许多自然现象，甚至与对人类有
利的现象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如果人类彻底消灭了
沙尘暴，也就消灭了一种自然生
态，甚至会灭绝已经适应这种气
候的一切物种。人类应该进行科
学的生态保护，在控制沙尘暴的
同时对其加以研究利用，扬长避
短，发挥它的作用。

如今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此巨
大，试想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变成现在的两倍，那么地球温度
会升高多少？

有专家说，科学家利用大气
环流模型 (Genera l C ircu la t ion
Models，简称GCMs)进行计算机模

拟，多数GCMs显示，二氧化碳浓
度加倍，地表温度可能升高3℃。

从模拟结果来看，北半球高
纬度地带的增温最为显著，高达
5℃，中纬度(45°—15°N)增温
约1℃，而赤道地区变暖约2℃。南
半球的变化普遍较小，在1—2℃

之间。“这些预测的气温值都是
针对未来当二氧化碳浓度增加1

倍后(将来100年内发生)做出的预
估，未来实际上气温值现在当然
不知道了。”

最近一个时期，国外科学家
对极地冰芯中沙尘、温度、二氧

化碳浓度及海洋原始生产力的
古气候记录进行对比分析，发现
在地球系统中存在“低二氧化碳
浓度——— 高沙尘”和“高二氧化
碳浓度——— 低沙尘”两种状态，
这表明沙尘与二氧化碳浓度之
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交错的机制。

沙尘暴除了给地球降温还能干啥？

净化空气、缓解酸雨

沙尘与二氧化碳浓度间存在相互交错的机制
二氧化碳浓度加倍，地表温度或升高3℃—5℃

全球变暖已被大多数国家、
组织和科学家认可。“全球气温
上升的幅度没有预测的那么高”
这个问题本身就存在不同的理
解，一般的理解是说 2 0 1 1年至
2012年的冬天比较冷，为什么全
球气温预测的温度那么高？

对此，有的解释是变暖是一
个年代际和更长时间的事件，一
个季节或一年的气温比往年低，
都是可能的，不能据一个季节或

一年的气温低就说没有预测的
那么高。

究竟何种因素导致全球降
温，不容易准确回答，李红军说，
有研究认为地球轨道周期变化
会引起接收太阳辐射多少变化，
从而导致全球气温升降；也有研
究认为太阳本身发光强度的周
期变化引起全球气温升降。

李红军说，学者研究治沙主
要是要分清楚土地沙漠化到底

是地球自然变化结果，还是人类
不合理的开发造成的，如果自然
变化形成的大片沙漠地带，人类
要改变它，或许能做的就很少
了；如果一个地区原本是草原或
荒漠，荒漠地表有固定沙土的植
被，由于农业开垦、矿产开发或
过度放牧导致土地沙漠化，那么
开展草原承载力研究，评估农业
开垦、矿产开发环境效应和研究
防护措施都是首先要做的，并据

此合理安排人类活动。
对此，李红军说，如果是不

合理人类活动引起的，则需减少
人类活动，保护环境，恢复到自
然状态；如果是自然沙漠发生的
自然现象，人类没有必要去治
理，让它在自然界发挥自己作
用，只是人类需要研究其活动规
律和对社会影响，据此采取措
施，减少和减轻对人类的危害。

(据《科技日报》)

要分清沙尘暴是自然形成还是人为导致
如果沙尘暴是不合理人类活动引起的，则需治沙

沙沙尘尘暴暴是是一一种种灾灾害害性性天天气气，，往往往往被被人人们们深深恶恶痛痛绝绝。。但但在在

研研究究全全球球变变化化的的科科学学家家眼眼中中，，沙沙尘尘暴暴也也是是自自然然物物质质循循环环和和

全全球球生生物物地地球球化化学学循循环环中中的的重重要要环环节节，，甚甚至至具具有有积积极极的的环环

保保作作用用。。科科学学家家认认为为，，全全球球气气温温上上升升的的幅幅度度一一直直远远低低于于科科

学学家家根根据据二二氧氧化化碳碳浓浓度度上上升升所所预预测测的的温温度度值值，，因因为为地地球球系系

统统可可能能存存在在着着极极其其复复杂杂的的反反馈馈机机制制，，沙沙尘尘可可能能就就是是一一种种与与

二二氧氧化化碳碳增增温温相相对对立立的的非非常常重重要要的的““制制冷冷剂剂””。。

那那么么，，沙沙尘尘暴暴是是如如何何给给地地球球降降温温的的？？沙沙尘尘暴暴除除了了给给

地地球球降降温温还还有有什什么么环环保保作作用用？？我我们们又又该该如如何何科科学学对对待待沙沙

尘尘暴暴？？

探索

沙沙尘尘暴暴

可可以以给给地地球球降降温温？？
沙沙尘尘暴暴是是自自然然物物质质循循环环和和全全球球生生物物地地球球化化学学循循环环中中的的重重要要环环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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