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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更易受自闭症侵害
两性患病差异大有新证据

《自然》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自闭症最新
研究成果表明，能修剪神经元连接功能的小胶
质细胞的数量和行为在男孩和女孩大脑中有
所不同，这一结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患自闭症
和相关疾病的男孩更多。到目前为止，男性患
自闭症的数量是女性的2—5倍，虽然原因不
明，但精神科医生普遍承认，两性病例存在较
大的生物学差异。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生物学家
当娜·沃尔灵和同事发现，在新生儿出生前几
个月，与小胶质细胞相关的基因在男孩大脑中
比在女孩大脑中更活跃，这表明男孩和女孩大
脑发育有着根本的不同。

研究团队检查了脑组织中基因表达的男
女差异，初步检测发现，此前与自闭症相关的
基因在男孩大脑中表达水平较高；随后的分析
中，按照年龄对脑样本分组，发现基因表达的
最大差异发生在出生前几个月。

团队考虑用维恩图的方法，以一张图标示
大脑不同性别的生物学差异，用另一张图标示
患有自闭症和非自闭症群体，结果发现，导致
男孩和女孩自闭症风险不同的生物学差异恰
好落在重叠区域。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对小胶质细胞修剪行
为如何影响大脑发育仍然知之甚少。2010年的
一项研究指出，在13例脑样本中，有9例具有大
规模密集活跃的小胶质细胞；2014年另一研究
表明，生命早期大脑小胶质细胞数量少的小鼠
表现出自闭行为。英国剑桥大学自闭症研究中
心主任西蒙·巴伦·科恩表示，沃尔灵团队的最
新研究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自闭症的大脑变
化可能在出生前就发生了。

沃尔灵表示，最终的研究目标是开发出有
针对性的自闭症药物以及更全面地了解这种
特殊细胞与自闭症的关联。

（据《科技日报》）

要不是勒索病毒爆发
你是不是还觉得电脑很安全
近日，一种名为“WannaCry”的勒索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爆发。其实，在十年前，几

乎每年都会爆发至少一个大范围的电脑病毒。比如2007年1月出现的“熊猫烧香”病毒，一度
波及了数百万台电脑。近几年来，有人认为电脑病毒似乎不再那么猖獗了，事实上，这只是
一种错觉，勒索病毒的爆发让人们再次感受到电脑病毒的威胁。

本报记者 任志方

早年病毒为何泛滥？电脑操作系统该背锅

在以前，人们通过电脑上网，
最怕的就是电脑中病毒，电脑中
毒就是一场噩梦。硬盘数据被清
空，网络连接被掐断，好好的电脑
变成了毒源，开始传染其他电脑，
严重的还会毁坏电脑硬件，会记
录你的键盘操作盗取你的Q Q密
码、银行卡密码。在那个时候，联
网的电脑很少敢裸奔的，装上杀
毒软件也经常能查杀到病毒。

电脑病毒为什么会从泛滥成
灾到一度“退隐”江湖呢？这得先
从电脑操作系统的进化说起。

在电脑使用DOS操作系统的
时代，任何程序无需任何手续即
可做任何事，包括修改操作系统
内核、直接发指令操控硬件。由于
程序完全没有控制，病毒泛滥也
在预料之中。

当Windows 95推出时，就有
文章预言Windows 95将结束病毒
时代，这个预言虽然未实现，但
Windows 9x下的病毒，无论是数
量、花样、涌现速度，比起D O S时
代，的确全都有了几个数量级的
衰减。

在这个时代，D O S仍以共用
硬盘的虚拟机形式，提供给过去
的DOS程序使用。为了兼容，仍然

在内核中使用了一些1 6位代码，
以及其他很多兼容措施，这种混
合导致漏洞多多：对D O S的兼容
导致只能使用不携带权限信息的
FAT16/32文件系统，使得恶意程
序仍然可以随便访问任何信息，
结果仍然是病毒泛滥，但已经比
DOS时代大有好转。

Windows XP操作系统推出
后，个人桌面终于迁移到NT内核
上，有了真正的权限限制，有了携

带权限信息的NTFS文件系统，保
护私密信息成为可能。这个时代，
情况已经很好了，电脑不安装杀
毒软件裸奔也成为可能。

虽然Windows XP的防护效
果很好，但仍有不少弱点，比如自
带的IE浏览器不设防，很容易在
上网时中招。再如大多个人用户
仍然沿用过去的F A T 3 2文件系
统，这种系统不携带权限信息，所
以仍然无法保护敏感文件。

移动互联网时代病毒向手机端转移

病毒并非没有了，而是严重到你感觉不到了

那么，PC端是不是就相对安
全了呢？也不尽然，首先，电脑的
操作便利性和计算能力决定了它
将长期作为办公和大型游戏等应
用的主流设备，无法被手机或其
他智能终端完全替代;其次，办公
资料、网银U盾大额操作、游戏账
号等高价值属性，也决定了电脑
仍然会是不法分子攻击的重要目
标。

以此次大规模爆发的勒索病
毒为例，该病毒在2 0 1 5年就已经
流行，早先在网络上爆发的勒索
病毒就有1 2种，其中几个变种在
2 0 1 5年、2 0 1 6年就已经集中爆发
过，媒体也多有报道。

在今年3 月1 4 日，微软就发
布补丁专门修补了该病毒所利
用的漏洞。只要W i n d o w s操作系
统用户有及时接受微软推送更
新的习惯，就没有任何可能中
招。但由于近年来鲜有大规模
电脑病毒爆发，不少人都降低
了防护意识。

此外，现在的黑客活动更趋
向经济利益。他们不会再像多年
前一样，靠制作一个指数级传播
的损人不利己的病毒炫技了。更
多的黑客在以自己的技艺发财，
很多木马病毒在植入个人电脑
后，只是偷偷把你的手机号、浏览
记录、银行卡号传到服务器，再卖

出去。比如每个记录卖0 . 3元，以
感染100万台算，出售一次资料价
值30万元。很多情况下，严重的病
毒感染你感觉不到，而不是根本
没病毒了。

所以，对于电脑用户来说，该
装的安全软件还是得装；在下载软
件时，尽量去软件官网或者其他信
得过的途径安装软件；补丁该打还
是要打，过时的操作系统该抛弃还
是要抛弃；积极了解一些安全科
普，首先去了解Windows自身的安
全机制，尤其是UAC、权限这样的
问题，然后去了解常见的安全防御
方式。虽然可能会多占据一点你的
时间，但是值得。

到了Windows vista/7时代，病
毒的活动受到更为严苛的限制：有
了强制性的用户权限管理，任何程
序想做点非法活动，就必然惊动用
户。同时，这个时代的主流浏览器
如Chrome等，全部有了沙箱机制，
即便被网络攻击，也很难影响到操
作系统。携带权限信息的NTFS文
件系统终于成为大部分人的默认
选项。

在这一时期，一系列免费的电
脑杀毒软件，比如360安全卫士、腾
讯管家、百度杀毒、金山毒霸等开
始出现，而且这些软件还具有主动
防御功能，进一步减少了病毒的侵
扰，这无疑是对电脑病毒的最大遏
制。而在十年前，不少杀毒软件则
是收费的，这导致杀毒软件的普及
度不一样。

这种更为安全的操作环境，导
致了在“WannaCry”勒索病毒爆发

之前，不少人对大规模流行的电脑
病毒的记忆还停留在2007年的“熊
猫烧香”，许多人觉得，好像在那之
后就再也没听说有什么大规模流
行的电脑病毒了。

事实确实如此，据360反病毒
专家介绍，2016年，360共发现PC端
新增的恶意程序样本1 . 9亿个，同
比2015年下降47 . 2%。从拦截量看，
2016年360安全卫士和杀毒软件共
拦截恶意程序攻击6 2 7 . 3亿次，同
比2015年下降26 . 7%。

难道是电脑病毒慢慢开始消
失了吗？其实，病毒数量并没有
减少，而且一直存在，只是攻击
的阵地和手段产生了变化。从整
体趋势来看，网络犯罪的攻击重
心正在逐渐转向移动平台，包括
万物互联的物联网时代，各种智
能硬件设备也会涌现出新的威
胁。

和十年前的PC互联网时代不
同，现在移动互联网已成为主流，
智能手机搭载的服务越来越多，与
此同时，移动端病毒也呈现出爆发
式增长。

有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
移动端病毒从几十万跨越到千万
级别恶意样本规模。从手机恶意程
序的传播范围看，2016全年监测到
安卓恶意程序攻击2 . 53亿次，平均
每天约有70万人次受到攻击。

移动端病毒主要以短信发送
钓鱼网站的形式出现，另外一种病
毒是出现在苹果的iOS系统越狱或
者Android系统被root（获取最高的
权限）后，用户通过下载带有病毒
的应用程序而被感染的。

相比P C端，移动端病毒的攻
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主要类型包
括资费消耗、恶意扣费、隐私窃取、
流氓推广、远程控制等。

名为“WannaCry”的勒索病毒会锁住电脑并勒索相当于300美元的数字赎

金。这是电脑遭勒索病毒袭击后的屏幕。

人如其名是真的吗
这种说法有了科学依据

假设你入学时看过班级花名册，然后在第
一堂课上见到了全体同学，在不做自我介绍的
情况下，你的直觉有没有告诉过你，某个名字
应该属于你的同桌，然后你发现TA事实上就
是叫这个名？

太准确的直觉往往是有原因的。以色列希
伯来大学的心理学家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显
示，人们普遍拥有对人脸和名字的判断力。

这项研究显示，人们将特定名字与陌生人
脸正确匹配的可能性远超随机概率。在实验
中，其他任何暗示因素如衣着、种族、发型等都
被严格控制，但以色列受调查者五选一的正确
率仍接近30%，法国受调查者四选一的平均正
确率更是超过了40%。

研究人员接下来建立了包含七万张人脸
及名字的数据库，计算机分析表明，相比那些
由遗传决定的、不易改变的面部特征，容易受
到表情影响的部位最多地透露了一个人名字
的玄机：同名的人在眼周和嘴角拥有更多的相
似特征。利用这些信息，计算机匹配人脸和名
字的二选一正确率可达到54%-64%。

研究第一作者Yonat Zwebner认为，我们生
来就被姓名所包含的社会和文化预期所塑造。
人们根据名字的发音特点、含义、身边叫这个名
字的人以及同名的名人，形成对特定名字的刻
板印象。一个在成长过程中对他人期望不自觉
的遵从，慢慢形成了“人如其名”的结果。

比如说，一个叫Joy的人可能更爱笑，因此
笑纹比一般人更多；叫Bob或Molly的人由于发
音饱满而长得更圆润；叫Tim的人普遍被认为
内向保守、表情严肃，脸型也比较瘦长。

这种判断和联想能力显然受到了国别和
文化的影响。在该研究的另一个实验中，以色
列人就对法文名“Pierre”应该对应怎样的人脸
完全没有概念，反过来也是一样。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姓
名的刻板印象不只反映在面部肌肉上，还反
映在性格、自我认知甚至社会阶层上。调查显
示，在英语国家，牙医 ( 英文为d e n t i s t ) 中姓
D e n n i s的比例远超过平均数；牛津大学在校
生中名叫Eleanor的比例为总人口平均比例的
三倍，其他比例显著偏高的名字还包括Peter、
Simon、Anna，而Shane、Shannon、Paige的比例
则较低。

(据《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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