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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广角镜

本报讯 据英国《每日邮
报》报道，治愈肥胖的秘诀可
能就藏在一个貌似不可能的
地方——— 3000年前的木乃伊
尸体。科学家们认为，抗生素
的使用可能是当今肥胖症如
此普遍的病因之一，抗生素能
改变人的内脏环境，改变我们
体内的菌群结构。因此，一种
可能的疗法便是向患者体内
注入“古老细菌”，即那些生存
在抗生素出现之前的品种。据
悉，“古老细菌”的出处之一便
是木乃伊的内脏。美国俄克拉
何马大学的科研团队已开始
从坟墓的泥土中及木乃伊的
肠道中提取“古粪便”。

(宗禾)

本报讯 据英国《每日邮
报》的消息，美国一家公司日
前推出一款名叫“自由瓶”的
盛酒塑料袋，可以把它塞入内
裤，变成啤酒分配器。广告中，
一位男子拉开裤链，露出这款
颇具争议的盛酒容器，随后拧
开阀门，让金黄的啤酒缓缓流
入加冰的酒杯。当然，这个动
作肯定会让站在他身边的人
大为困惑和吃惊的。这种“搞
怪”倒酒方法由美国佐治亚大
学的研究生研制，“自由瓶”可
用皮带捆在内裤上，是“狂野
男士”梦寐以求的装备。

(宗禾)

本报讯 据国外媒体报
道，苹果平板电脑iPad不仅是
科技界的关注焦点，同时也成
为很多技术迷的宠儿。这款平
板电脑能够让用户获得普通
电脑无法比拟的体验。令苹果
迷没有想到的是，早在1935

年，美国杂志《每日科学和机
械》就预言未来将出现iPad这
样的平板电脑。根据当时的预
言，未来将出现一种可以让用
户浏览几乎数量无限的文学
作品的装置，无需准备书架。

(宗禾)

本报讯 据报道，美国一
对夫妇牵手共度61年岁月后
同一天在家中去世。当地警方
表示，81岁的斯内林用枪自
杀，其患有脑退化症的同龄妻
子安杰莱蒂死因则有待确定。
据悉，这对夫妇在大学时一见
钟情，于1951年共结连理，育
有5名子女。然而，安杰莱蒂6

年前患上脑退化症，斯内林从
此负责照顾妻子，寸步不离。
他的同事形容二人是“最佳拍
档”，更赞赏安杰莱蒂患病前
总以丈夫为先。 （宗禾）

“高寿”的食品保质期

出于战时特殊需求，军用食
品以保质期长而著称，但提到口
味，却通常让人摇头。不过，这种
情况近年来得到改善。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最近宣
布研制出一种保质期4年的面包
布丁。五角大楼则研制出一种松
糕，不仅保质期长达5年，口感更
可以保持松软，同时他们还希望
开发出3年内保持爽脆口感的超
高压灭菌水果，让在前线作战的
士兵不必再食用罐头水果。

其实，早在2002年，美国国防
部作战部队就曾尝试改善军用食
品口味，推出号称“不可摧毁”的

“超级三明治”。这款三明治外形
好似一个切片面包制成的“信
封”，里面塞满意大利腊肠或烤鸡

等馅料，室温下无需冰箱冷藏，保
质期为3～5年。

不少民用食品也进行了保鲜
技术创新，越来越多的“高寿”食品
出现在市场上。一些食品不仅保质
期明显延长，口感也显著改善。若试
图延长某种食品寿命，要么掌握湿
度，要么隔绝空气，甚至还得控制
微生物生长以防止霉变。

不靠冰箱储藏食品

尽管研制保鲜食品的目的各
不相同，但归结起来，无外乎为环
境保护和人类生存。严重自然灾
害过后，保质期长、易储存的食品
是灾民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

日常生活中，长寿食品更有
节能减排的优势。能源价格日益
高涨，依赖冰箱、冷柜储藏的食品
市场前景有限，投资延长食品保

质期成为人类的明智之举。
越来越多的食品学家意识

到，延长食品保质期不仅顺应市
场需求，更影响人类未来发展。美
国食品技术专家学会最近发布题
为《今天、明天喂饱人类》的报告
说，如果缺乏可靠的食物储藏技
术，全球70亿人口的饮食所需将
难以保证。食品学家希望通过有
效延长蔬菜水果的保质期，大幅
削减食品开支，进而缓解收入有
限人群的经济压力。

化学防腐剂或将消失

另外一个关于食品保质期的
好消息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微生
物学家丹·奥沙利文近日在研究
人类肠道菌群时发现了“比辛”的
存在。比辛是从一些无害细菌中
自然产生的，能够消灭令食物腐

败的细菌，阻止包括大肠杆菌、沙
门氏菌与李斯特菌等致命病菌的
生长。在一些情况下，添加了比辛
的食品甚至不需要放入冰箱，在
常温下就可以保质数年时间。

此外，美国阿肯色州大学的
研究人员使用75%的化学防腐剂
和25%天然植物提取物进行了一
系列的实验，他们将绿茶、葡萄种
子提取物和乳酸链球菌素应用于
鸡和火鸡肉热狗中。实验结果显
示，绿茶、葡萄籽、香辛料提取物
可代替化学防腐剂来抑制李斯特
菌等食源性病菌。

更重要的是，当天然植物提
取物与热处理、静电喷涂或纳米
技术相结合时，化学防腐剂可部
分或全部被代替，该三项技术中
的纳米技术将最有可能作为天然
抗菌剂的传送系统发挥出最大的
作用。 据《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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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兵展示“超级三明治”。

◎法国：

医疗保险

全民免费享有

公民从娘胎到死亡受到
400多种福利的保护。法国医
疗保险全民免费享有。

根据个人收入情况，公
民每年最多交一个星期的最
低工资，失业者则免交此费。
每个孩子每月可领取156 . 31

欧元的幼儿补贴。如果父母
为照顾孩子而停止工作或减
少工时，则每月可领取320 . 67

欧元到484 . 97欧元的育儿补
助。

◎英国：

外国难民

也享受高福利

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
疗。笔者有个朋友在英国生
孩子，从入院到出院不用花
一英镑，伙食费都由政府买
单，出院时，政府还给买好了
婴儿车。英国的社会福利覆
盖所有在英国居住的人。笔
者采访过一名在英国的难
民，他在英国享受与英国国
民同等标准的免费医疗，他
不会英语，看病时由政府出
钱为他聘请翻译。

◎美国：

先看病

后买单

美国医疗福利覆盖所
有人，每年投入的庞大医
疗支出高达2 . 2万亿美元，
占GDP的16%，占政府支出
的20 . 8%。

基本医疗准则是：不管
有钱没钱，先看病，后买单。
你有钱，那就由保险公司支
付，保费由个人负担小部分，
政府负担大部分；你是穷人，
就由政府买单，连住院的伙
食费都由政府出。

◎澳大利亚：

低收入者购药

2 . 6澳元封顶

当今澳大利亚的福利
制 度 是 1 9 1 0 年 建 立 起 来
的，覆盖所有国民。

澳大利亚对所有国民
免费医疗，如果自己到药
房 买 药 ，家 庭 收 入 低 于
2 4 0 0 0澳元 ( 1澳元约合 6 . 6

元 人 民 币 ) 的 公 民 只 需 要
支付药房2 . 6澳元，余款不
管多少，均由政府买单。孕
妇分娩时，可获得9 5 0澳元
的分娩津贴。

◎瑞典：

看病只掏

挂号费

在瑞典，老婆生孩子，
老公也跟着休 9 个月的全
薪“产假”。在孩子年满 1 6

岁以前，父母均可获得生
活津贴；年满16岁以后，完
成9年义务教育的青年，如
继续读大学则领取教育津
贴。

在瑞典看病个人只掏60

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1

元人民币)的挂号费，其他一
切费用都由政府买单。

◎日本：

医疗费分年龄段

医院不得营利

日本的医疗保健系统覆
盖所有国民，日本的所有医
院必须是非营利性质的。每
个公民必须享有一种医疗保
险。按照现有的医疗保险制
度，69岁以下的人自我负担
的医疗费占所需医疗费的
30%，70岁到74岁的人负担
20%，75岁以上的人负担10%。
日本对40岁以上的公民实行
完全免费的预防诊断、检查
和保健治疗。

◎挪威：

带全薪

休病假

挪威所有公民都享受毫
无差别的高品质的医疗服
务，病假期间的工资与正常
工资分文不差。产妇有42周的
全薪产假，生产之前的3周也
是法定产假。产妇的丈夫享
有4周的全薪“产假”。挪威实
行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在内
的全民免费教育，不满2周岁
的婴儿如果不去托儿所，可
以获得最高每月3000挪威克
朗的现金补贴。

◎丹麦：

住院伙食费

都由政府买单

丹麦的社会福利覆盖
所有在丹麦居住的人，不
分国籍，只要在丹麦的领
土上，就享受他们的各种
福利。

丹麦实行全民免费医
疗，看病、住院分文不花，连
住院伙食费都由政府买单。

病房一切生活设施应有
尽有，病人住院空手进去即
可。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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