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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最早命名了“丝绸之路”

生活新知
SHENG HUO XIN ZHI

○陈抗美

智商高的人爱独处

“
丝绸之路” 这个名称在中国家喻
户晓， 但却是一个德国人的“发现”，
他的名字叫费迪南·冯·李希霍芬。
早年， 人们没有给予这条东西往
来的通路一个统一的固定名称。 1877
年，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所写
的书中， 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
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以丝绸贸易为主
的交通路线， 称作“丝绸之路”。 其
后， 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出
版的书中， 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
料， 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
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
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
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
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
品经由此路西传， 故此称作“丝绸之

一般来说， 社交活动能增加人们的
快乐感和幸福感，可是也有例外，有人就
特别厌烦社交活动，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高智商人群。 研究发现，这些人的社交活
动越频密，其快乐感反而越低。
科学家认为， 一般高智商的人往往
专注于长期目标，追求可能的终极结果。
如果一个人特别专注于长期目标， 那么
他对社交的需求自然不太注重， 而且社
交活动对这种追求也没有益处， 反倒分
散了这种专注力。 换句话说，一个人和朋
友在一起时， 往往意味着他不能只做自
己的事情。
此外， 高智商的人只需要靠技术和
能力就能获得很好的生活， 社交活动反
而成了他们不得不应付的累赘， 这也使
他们在潜意识里排斥社交生活。

“

“丝路”。
路”，简称
丝绸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
字。 在古代世界， 中国是最早开始种
桑、 养蚕、 生产丝织品的国家。 近年
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 自商、 周
至战国时期， 丝绸的生产技术已经发
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丝织品迄今仍是

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
一， 它流传广远， 涵盖了中国人民对
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 因此， 多少年
来， 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另
外一个名字， 但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
的某个局部， 终究不能取代“丝绸之
路” 这个名字。

起床早，人苗条

人如其名”可能真的存在

影响你长相的不止是父母的基因，
还有可能是他们给你取的名字。 一个人
的长相与他的名字是否相关？ 一个国际
研究团队近日在美国《个性与社会心理
学杂志》 上报告说，“ 人如其名” 可能确
实存在。
研究人员让数百名受试者观察一
些陌生人的照片， 并将照片上的人与4
至5个名字对号入座。 受试者“找名字”
的正确率达到25%至40%， 明显高于随
色列受试者则更善于将希伯来文名字
机的20%至25%。
研究还显示，文化造成的刻板印象 与以色列面孔相对应。
此外，研究人员利用大约10万个长
会影响测试结果。 法国受试者能够更好
相
与
名
字的搭配数据训练计算机后，计
地将法文名字与法国面孔对号入座，以

算机“ 以貌取人” 的准确率可达54% 至
研究人员分析， 在名字与长相的
关系中，“ 自证预言” 似乎正在发挥作
用，即人们会不自觉地按已知的预言来
行事，最终令预言发生。 而且，人们只需
调整面部某一“ 变量”， 如改变发型， 就
能起到一定效果。
来姓名等社会标签可以影响人
“看
们的长相。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研究人
员露丝
奥说。 她还认为，人们自出生
·梅
起不仅会受到性别、 种族、 社会经济地
位等因素影响，还要面对因名字带来的
某种社会期待。 ○摘自《东西南北》

64% 。

英国《每日邮报》日前报道了英国心
理学协会的一项研究，他们发现，与起床
较迟的人相比，早起者更苗条、更快乐，
也更健康。
研究负责人表示， 太晚睡觉会降低
睡眠质量，即便早上起床稍迟，总体睡眠
质量仍很差。 而且夜猫子容易错过早餐，
导致饥一顿饱一顿地暴饮暴食， 更易造
成肥胖。

室内污染物也可导致肥胖
饮食不良和缺乏体力活动是肥胖流
行的主要原因， 但常见的环境污染物可
能也在其中发挥作用。 杜克大学的一个
研究团队发现， 含有污染物的少量室内
尘土能促进实验室培养皿中的脂肪细胞
积累更多的甘油三脂。
（本版部分图片来自网络，请作者联系本报领取稿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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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中心小学开展新一轮课堂教改
新学期伊始， 淮阴区王兴镇中心小
学发动全体师生， 积极投身到新一轮课
堂教学改革中。 该校校长于传俊担任学
本教学课堂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确立了
教改奋斗目标：努力打造高效课堂，切实
提升教学质量。 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以及
中层教干、 全体教师参与到此轮教改活
动中。 各学科教师根据学生的具体学习
情况和兴趣爱好， 将其划分为若干个合
作学习小组。 先学后教、 边学边教、 师
生互动、 教学相长， 将贯穿该校课堂教
学活动始终， 所有学生将从教改活动中
（
）
受益。

王小文
清江浦检察院运用新技术开展业务培训
近日， 清江浦区检察院运用Airplay

镜像技术（手机无线投屏技术）对干警进
行集中培训。 该院技术科人员利用Airplay镜像技术进行现场操作演示，并就使
用注意事项作详细讲解， 使参训人员直
观地了解移动办公系统手机端和网页版
的操作过程， 为该院全面应用移动办公
（
）
系统奠定良好基础。

张晟
考虑材料价格风险谨慎签订施工合同

近期建筑材料市场波动较大， 主要
建筑材料钢材、 水泥、 黄砂等上涨达
15-20%，装饰材料石材、地砖、油漆等上
涨达8-12%。 因此，建设主体双方应在签
订施工合同时合理规避风险。 按照江苏
省建设厅出台的 《关于加强建筑材料价
格风险控制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承包
方在投标和签订合同时应充分考虑材料
价格风险幅度范围， 一般风险包干幅度
不应大于10%。
(
)

赵倩

城区中队净化南门交通环境

苏嘴镇开展健康宣传活动

淮安区交警大队城区中队日前集中
整治南门大街交通秩序。 该队共出动警
车6辆，拖车2辆，警摩4辆，警力40余人，
对南门大街道路两侧违规占道的停车
牌、占道水桶等予以清理。 此次整治共没
收停车牌30余块、 各类占道占位水桶50
余个，清走僵尸车3辆，查扣电动车2辆，
有效净化了南门大街道路两侧的交通秩
（
）
序和泊车环境。

近日， 淮安区苏嘴镇中心卫生院工
作人员走进社区街道开展“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日”宣传活动。 他们在现场设立咨
询台，悬挂宣传横幅，将平衡膳食和科学
运动的健康观念传递给广大居民。 此次
活动共发放控油壶、 限盐勺各100个，各
类健康资料1000余份，受教育人数达300
（
）
余人。

为切实做好辖区中小学校、 幼儿园
周边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9月以来， 淮
安区交警六中队严格落实护学岗制度，
强化源头管理、 路面管控， 积极构筑校
园安全屏障。 该中队全面排查校车及接
送学生车辆安全隐患， 并建档立制， 落
实常态化管理机制； 在校园周边道路严
查乱停乱放、 违规掉头等交通违法行
为， 有效净化了学校周边交通环境。

近期， 淮安公安分局网安大队开
展大检查、 大排查、 大整治工作， 对重
点联网单位做到上门检查， 结合 《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对单位网站存
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同时发放危险
物品信息发布、 交易告知单， 就网站维
护工作进行指导， 还与被查单位签订网
络安全责任书， 全面杜绝安全隐患。
(
)

费志国
丁建中葛顺彬
淮安区交警六中队构筑校园安全“屏障” 淮安区网安大队加强网络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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