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
主编：肖洁 编辑：闫洁 校对：么辰 E-mail押news＠stimes.cn4 2012年 3月 27日 星期二 Tel押（010）82614597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蔡珊珊）记者从中山
大学获悉，该校心理学系周欣悦团队关于文化与认知
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期刊《个
性和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

据介绍，以往研究发现，东西方人的认知加工方
式存在差异。东方人（主要是东亚人）倾向于整体性思
维方式，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背景的重要性；西方
人倾向于分析性思维方式，强调逻辑和物体本身的重
要性。

周欣悦等通过 12个实验系统证明了东西方人的
这种认知差异并不是绝对稳定的差异，会受到威胁
（失去控制感）的影响。具体来说，当短暂剥夺控制感
时，东西方人均会更采用分析性思维方式；当长期剥
夺控制感时，东西方人均会更采用整体性思维方式。
也就是说，失去控制感会导致东西方的思维差异消
失。而且，当诱导被试采用分析性思维时，其控制感会
增加。

这些发现不仅表明失去控制感这种威胁会引
起认知模式转变，还表明威胁情境下的文化差异并
不会阻碍双方的对话和交流。这个研究对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士 Richard Nisbett 等关于东西方人因文化
而导致认知加工方式不同的理论进行了延伸和补
充，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对东西方认知方式差异的
一种解释。
《个性和社会心理学杂志》是美国心理学会出版

的单月刊，是心理学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此次是我
国大陆学者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第一通讯作者论文。

东西方认知方式
差异有新解

姻本报记者洪蔚
在最新一期的德国《自然》杂志上，一种来自

中国辽西的奇特翼龙，成为这一期的封面“明
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
究员汪筱林与他的研究生及其巴西合作者，将这
种奇特的翼龙命名为“猎手鬼龙”。

一只诡异的翼龙

猎手鬼龙生活在早白垩世晚期，距今 1.2
亿年。2009年下半年，当汪筱林第一次看见这
件化石时，他从未修复的石板上隐约可见的巨
大的牙齿判定：“这是一件罕见的翼龙化石”。
经过几个月实验室的精心修理，这件标

本更加珍贵与独特的科学价值一点点地显露
出来。
将这只翼龙命名为“鬼龙”，是因为它有着

奇特的形态。
目前在世界上已经发现的大量翼龙中，有

牙齿的，往往没有头骨后部巨大的脊冠；有巨
大脊冠的，往往没有牙齿。
随着化石的修复，猎手鬼龙露出了它的

“诡异”面目：除了吻端巨大的牙齿外，它还同
时具有高耸的脊冠，这在世界上已知的翼龙化
石中是极为罕见的。
在 21世纪以前，同时具有牙齿与头骨顶

部巨大脊冠的翼龙，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一
位玩具制造者曾凭借想象，制造出一款这样的
翼龙玩具。

2003年，在巴西第一次发现了同时具有牙
齿与脊冠的翼龙，因为这种形态以前只出现在
玩具设计中，德国古生物学家将其命名为“玩
具翼龙”。
猎手鬼龙与玩具翼龙形态极其相似，而这

件鬼龙化石的脊冠部分比玩具翼龙更完整，吻
端的牙齿也更为粗壮巨大。

一位高超的捕鱼者

由于这种诡异的形态组合，汪筱林认为，

猎手鬼龙为人们推测翼龙的飞行与食性提供
了更多的线索。
关于翼龙的食性，以往只在欧洲的一两件

标本中得到过直接证据———在翼龙体内发现
过鱼类碎片的残留。猎手鬼龙的齿列形态，尤
其吻端发育的尖长粗壮并向内弯曲的牙齿结
构，使它很难在陆地上捕食甚至进食。
汪筱林认为，最合理的判断是：这种齿列

结构，可以起到类似“鱼网”的作用，在空中飞
翔时发现并捕抓到鱼，上下颌合拢将鱼拢入
嘴里，再飞到空中吞食时不至于将美味佳肴
滑落。
而头后巨大的薄片状脊冠，一般认为与空

气动力学相关，确保在飞行时的稳定性和在水
面捕食时的准确性。汪筱林认为，这两者的形
态组合，表明鬼龙是一位主动捕鱼“高手”。
与鬼龙保存在一起的，还有 4处粪便化石，

从中能观察到鱼类的碎骨和鳞片，这更直接地
证明鬼龙以鱼类为食。发现翼龙与粪便同时在
一起，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翼龙的演化与扩散

由于猎手鬼龙与巴西玩具翼龙形态极其
相似，再一次支持了我国学者对翼龙演化与扩
散的推测。
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晚侏罗世到早白垩世的

翼龙主要分布在欧洲的德国、亚洲的中国和南美
的巴西。欧洲的翼龙绝大多数为晚侏罗世翼龙，
属于早期原始种类；巴西的翼龙则多为早白垩世
晚期的翼龙，属于进步的种类。这两个地区的翼
龙，几乎没有相似性，亲缘关系也很远。
之前，古生物学家对这两个地区的翼龙很少

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
2002年，汪筱林和他的同事周忠和，在我国

辽西九佛堂组发现了与巴西翼龙极为相似的类
型，命名为“中国翼龙”，第一个巴西之外的古神
翼龙科的成员。
当时汪筱林和周忠和便提出了中国的一些

翼龙组合与巴西翼龙动物群的相似性，并开始
密切关注这两个翼龙动物群之间的演化关系。

自从 2005年以来，我国辽西不断发现翼龙
化石。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面前，汪筱林、周忠和不
断完善着对翼龙的演化与扩散的观点。
他们认为，距今约 1.25 亿年、生活在我

国辽西的翼龙，是从距今 1.45 亿年前欧洲晚
侏罗世的翼龙类群逐渐迁移演化而来的。1.25
亿年前，正是辽西热河生物群生物多样性爆
发的时期，许多新的翼龙种类也在此期间起
源于辽西。
当翼龙家族繁荣昌盛的同时，其他物种也正

处在爆发期，特别是鸟类的繁盛，由于在生存空
间和食性上的重叠，对翼龙的生存提出了挑战。

在竞争面前，大量翼龙特别是本地起源的新
生分子，只得向外迁移辐射直至扩散到冈瓦纳大
陆。生活在距今约 1.1亿年前的巴西早白垩世晚
期的翼龙动物群，就是这次辐射的主要证据。
汪筱林和周忠和“绘制”的这幅“欧洲—中

国—巴西翼龙演化线路图”，可以说，是由我国学
者提出的，第一次对翼龙类群起源、演化、扩散的
全球性探讨。

此次发现的猎手鬼龙，再一次为这一“路线
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本研究得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国家
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的资助。

简讯

煤矿安全数字化监控系统研制成功

本报讯记者从山西省科技厅获悉，“十一五”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煤矿全矿井安全生产数字化
监测监控及重大灾害预警系统的研究”近日通过科
技部验收。专家认为，该成果可提高特大型煤矿安全
装备水平，对保障矿井安全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由太原理工大学教授宋建成主持，13家

科研院校、国家级技术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企业
联合攻关。项目组开发了适用于示范矿井的重大瓦
斯灾害、火灾和水灾预测预警监控以及矿井顶板、通
风和供电系统安全状态连续监测与灾害预警于一体
的集成系统，使煤矿的监控系统实现数字化、信息化
和远程监测监控，并实现了对矿井动态安全信息的
连续采集、在线辨识、智能分析和灾害预警。
该系统已在山西晋城煤业集团、大同煤矿集团

和太原东山煤矿投入应用。 （程春生史文利）

“神丹 1号”鹌鹑获国家新品种证书

本报讯近日，由湖北省培育的“神丹 1号”鹌
鹑配套系，正式获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颁发的
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从而填补了我国鹌鹑产业
一直缺乏自主培育品种的空白。
我国是世界第一鹌鹑养殖大国，鹌鹑已成为仅

次于鸡、鸭的第三大家禽产业。然而，由于长期自繁
自配，种鹌鹑性能逐步退化，严重阻碍了鹌鹑养殖
与加工发展，优良鹌鹑品种选育与推广已成为产业
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神丹 1号”鹌鹑配套系由湖北神丹健康食品公

司与湖北省农科院历经 8年培育，具有体形小、耗料
少、产蛋率高、蛋品质好，适合加工、遗传稳定等特点，
其商品代鹌鹑育雏成活率达 95%。 （鲁伟陈依桃）

河北举行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本报讯 3月 23日，2011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在石家庄举行。会上共评出省科学技术奖
292项（人），其中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2人、省
自然科学奖 16项、省技术发明奖 4项、省科学技术
进步奖 269项、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人。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昌明，河北工业大学教
授、晶龙实业集团创建人之一任丙彦，获河北省科
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并分别获得奖金 50万元。
会上还授予“氮化硼纳米管的高效、低成本合成

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河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授
予“光温敏两系法杂交谷子技术研究与应用”等 18项
成果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授予美国籍教授
布莱恩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高长安张涛）

福建举办电子信息产品推介会

本报讯为加大福建省电子信息产品的宣传力
度，帮助企业开拓市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福建省
近日举办电子信息产品推介会。
作为福建省三大主导产业的电子信息产业，去

年销售总收入超过 5000亿元，实现增加值近 2000
亿元，占该省 GDP的比重达到 11%。电子信息企业
在推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和融资的同时，面临的
压力主要是市场的拓展和潜力挖掘。
据了解，此次推介会为福建省电子信息产品和

服务的供需对接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会上，福建省
20多家电子信息企业通过图片及实物等形式展示
了各自的优势产品。 （杨钊良杨纯财）

猎手鬼龙：翼龙家族的新明星

姻本报记者刘畅 通讯员 孙燕 刘健
在大中城市，人们的医疗保健需求可以较

快得到满足，但对艰苦偏远地区、高海拔地区及
海岛上的军民而言，看病却并非易事。
记者日前了解到，在解放军第 85医院副院

长、全军远程医学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连平的
努力下，这道难题已经有了令人满意的解答。

两则新闻改变科研方向

16年前，41岁的连平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
的骨科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多项国
家、军队科技进步奖，事业可谓如日中天。
然而，两则新闻却让连平心潮难定：
一名西藏高原的边防战士突发急性化脓性

阑尾炎，却因大雪封山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失
去了年轻的生命。
另一则新闻中，美军通过“远程医疗”技术，

让万里之外的美国本土专家为海湾战争的前线
伤员实施诊断、治疗和指导手术。
两则新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让连平决

定放下从事了 21年的骨科临床工作，成为国内

将医学与信息学技术加以结合的第一人。
走出敞亮的病房大楼，走进一间科研小屋，连

平开始自己的科研攻关。像小学生一样，连平从头
学起，查阅近千篇中外文献资料，写下近百万字读
书笔记。为抓紧每分每秒，他干脆睡在办公室。

然而，创业伊始，重重困难。在起初的几个月
里，连平一连跑了 20多家高新技术公司，不厌其
烦地介绍远程医学这个新生事物，却处处碰壁。一
家医院主管信息科的领导甚至把他当成骗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还是有 3家高新技
术单位被他的诚心打动，帮他解决了研发初期
所需的设备、技术和人员问题，科研工作得以顺
利展开。

从电子伤票到单兵搜救信息系统

伤票是记载士兵受伤信息的重要介质，即
战场上的“快速病历”，但这种纸质记录与人工
传递伤票的方式，不仅速度慢，而且易污损丢
失，严重制约了战伤救治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由此，连平联想到美军早已把电子伤票运

用于战场，便在全国开始了我军电子伤票研制
的全面调研。

凭着近乎偏执的工作热情，连平开发的电
子伤票系统于 2008年投入生产，并正式装备作
战部队，成为我军历史上首次配发部队的单兵
战救信息技术装备。2009年，该项目获军队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

2008年 5月，在汶川抗震救灾期间，救灾英
雄邱光华机组坠机失事后，动用了大量搜救人
员装备，10天后才找到遇难人员遗骸。连平得知
此事后陷入深思。
在电子伤票的基础上，连平大胆提出了研

制我军单兵搜救信息系统的设想，受到总后卫
生部的高度重视，并被列入全军卫生系统“十一
五”重大科研专项。
连平发挥与科研院所长期合作的优势，联

合地方科技公司组建攻关实验室，通过 2000多
次试验获取万余组数据，于 2010年 8月成功研
制出野战单兵搜救信息系统。

2011年 10月，在某演习场，战士刘强突然
“受伤”，他按下随身佩戴的单兵卫生信息盒呼
救按钮，系统只用了 1秒就确定了他的方位坐
标，空中救护直升机按感知到的伤员坐标准确
施救，仅用了 5分钟即将其送到野战救护所。
“一受伤我就能找到你，这才是对战士生命

最大的尊重。”连平如是说。

“什么都不怕，就怕连平半夜打电话”

不过，对于许多共同攻关研究的技术人员
来说，连平已经成为大家的“噩梦”。

伴着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国营 769厂老
专家李鸣又一次在深夜时分被连平的电话吵
醒。“老弟，多包涵。这个问题我从白天想到现
在，还是没有头绪，如果不弄明白，工作没法往
下走，就打扰你这一次。”电话里，连平边道歉边
说明意图。可双方心里都清楚，已不知有多少宁
静的深夜，被连平这样拉了“夜间警报”。

遇到琢磨不透的问题，连平总习惯性地抓
起电话去请教，不论白天黑夜。北京烽火科技公
司总经理张革军对此深有同感。在研究野战电
子伤票时，连平经常深夜打扰这位国家射频识
别专家组的成员。

张革军说，自己有段时间几乎每隔一天晚
上都要被连平从睡眠中叫醒。“只要半夜电话一
响，家人都知道，准是老连！”

随着学习的深入，连平的“夜间警报”越打
越少，以至于张革军反而有点不习惯了。

“一受伤，我就能找到你”
———记解放军第 85医院副院长、全军远程医学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连平

本报讯（记者廖洋）由中
科院海洋所作为第一完成
单位，天津市海发珍品实业
发展公司、中科院微生物所
参加完成的“海水工厂化循
环水养殖工程与关键技术
研发应用”、“工业化养殖蝶
形目鱼的生态高值饲料新
产品”两个项目日前顺利通
过成果鉴定。鉴定专家认为，
两个项目技术总体均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科研
人员研究构建的现代海水
工业化健康养殖新生产体
系已初具雏形。

据“海水工厂化循环水
养殖工程与关键技术研发
应用”项目负责人、海洋所
研究员刘鹰介绍，该课题组
在研究过程中构建了具有
世界先进水平的工厂化循
环水养殖车间，研究了生物
膜的微生物种群多样性，阐
述了生物膜微生物种群组
成、结构变化规律及其与净
化效果的关系，突破了制约
海水循环水养殖的关键技
术“瓶颈”，促进了生物膜
法污水处理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

据介绍，该项目集成了
海水工厂化循环水高效养殖关键技术体系，半滑舌鳎
养殖承载量达到每平方米 20千克，石斑鱼养殖承载
量达到每平方米 40千克，养殖能耗为每千克 7.5千瓦
时，较国际同类生产系统降低 40%以上，实现了工厂
化循环水养殖的环境友好、养殖低能耗和产品无公
害。目前，项目成果已在基地企业成功应用，并在天
津、山东、江苏、辽宁等地进行了推广应用，取得良好
效果。
“工厂化养殖蝶形目鱼类的生态高值饲料新产

品”项目负责人、海洋所研究员李勇告诉记者，其所
负责的项目以新颖的生态营养学原理和方法为指
导，以先进的工业化封闭循环水养殖条件下的科学
试验为基础，获得了有重要理论与应用价值的内在
关系特征、生态需要量参数和关键技术突破，研发
出赶超国际一流的生态高值饲料新产品，解决了制
约我国海水鱼类生态高值饲料产业发展的技术瓶
颈问题，初步实现了最佳生长、最少饲料浪费、最低
水环境污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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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市大力发展再生资源产业，极力从“垃圾堆里”打造千亿元产业。2008年 5月启动建设的梧州进口再生资
源加工园区，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示范园区,以铜铝再生资源拆解加工为主，获批每年进口 300万吨再
生资源工业废料，拆解、加工为成品或半成品，大约 200万吨 /年。

园区总规划面积 1万亩,目前入园企业已有 16家。预计到 2012年年底，园区可实现工业总产值 450亿元，增加值
90亿元。到 2015年，园区可实现工业总产值 1000亿元，增加值 200亿元。 新华社记者周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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