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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张西望】

■【惊鸿一瞥】

马其顿人的小题大做

童话小镇克鲁姆洛夫
■【视野】

给蒙娜丽莎留点隐私好吗

真不知道成为世界名画的主
人公，对于蒙娜丽莎来说是幸运还
是不幸。在过去的 500 多年里，她
一直活在人们的密切关注中，风头
盖过了任何一位明星；可另一方
面，这位公众人物的差不多所有隐
私都暴露于世人面前，从嘴角的笑
容到衣服上的花边，从每根头发到
每条皱纹。
第 一 眼 看 见 这 张 达·芬 奇 油
画作品的人，大多会被蒙娜丽莎
若隐若现的笑容所吸引。不过，
在神经生物学家看来，这种微妙
的魅力完全是光影造成的。旧金
山史密斯·凯特威尔眼科研究所
的两位工作人员发现，用计算机
软件在画面上增加些许阴影，就
能显著改变蒙娜丽莎的表情。当
这位优雅贵妇的上唇被慢慢打亮
时，她的笑容也会变得灿烂起来，
而嘴角的阴影则会让她看起来心
情忧郁。他们认为，蒙娜丽莎的
表情之所以让人感到神秘莫测，
就是因为画像在不同角度和光线
中产生了不同的视觉效果，这种
视觉干扰欺骗了人的眼睛。
还有人把问题的关键归咎于
人们的聚焦点。在《科学》杂志的
一篇论文中，哈佛医学院的一位教

■【轶 事】

杉客斯 摄

授提出，如果把视线集中在蒙娜丽
莎的脸上，她的笑容就会消失；只
有把视线转移到肖像画的其他部
位时，才会注意到蒙娜丽莎的微
笑。这位研究视觉成像的专家解
释道，人们的目光分为核心区和外
围区，前者注重细节，后者着重捕
捉运动和阴影。当人们把目光聚
焦在蒙娜丽莎的眼睛上时，视觉的
外围区会注意到她颧骨的阴影，从
而传递出“微笑”的信息。可当人
们把目光放在脸颊和嘴角时，视觉
中心区传递了大量的细节，弱化了
阴影，这就让人们“永远无法从她
的嘴角看见微笑”。
相比之下，工程师致力于挖掘
构成画像的笔触。法国人帕斯卡·
科特把自己发明的第一台多光谱
摄像机就用在了这里。在法国政
府和卢浮宫博物馆的监督下，这台
相机通过紫外线及红外线为这幅
油画拍摄了 13 幅 2.4 亿像素的精
确照片，从而发现了 25 个肉眼无
法看到的秘密。
秘密大多与画作的原貌有关。
岁月的消逝以及后人的反复修补，
磨灭了画布上的许多细节。比如，
蒙娜丽莎原本握在手中的一条毯
子颜色已经完全褪去，衣服上的花

边也不见了踪影。甚至，她身后原
本由淡蓝色和白色组成的背景，也
变成了如今深绿、深棕这样的灰暗
色调。
最让科特感到自豪的是，他证
明了蒙娜丽莎眉毛的存在。在这位
妇人的左眼上方，科特发现了一个
深色的笔触。他认为这是一根眉毛
墨迹，并且充满喜悦地宣布，
“虽然
只有一根，
但这也算是证据”
。
500 多年来，这样细致严谨却
多少有些煞风景的研究从未停止。
作为看客，我们应该感谢达·芬奇。
画家弗兰克通过仔细研究放大的
红外线照片发现，蒙娜丽莎面部一
些 区 域 覆 盖 的 油 彩 可 能 超 过 30
层，整幅“传奇名作”很可能耗费多
年才得以完成。这位生活在文艺
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创作的画作，
让科学家和艺术家困惑了数百年，
也给普通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不
少乐趣。
只是不知道蒙娜丽莎会有怎
样的心情。如今，关于她的研究仍
在继续，方法手段越来越精准细
密，研究对象越来越具体细微。这
位美丽的贵妇一如既往地维系着
自己暧昧的微笑，优雅端坐在众人
窥探的目光里。
付雁南

右耳更善于倾听

俗话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想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最好站
在对方的哪一边？答案是右边！
要想更好地听取别人的意见，最好
站在对方的哪一边？答案是左边！
意大利科学家的研究表明，人类右
耳更善于倾听，这是由大脑结构决
定的。
右耳善于倾听被科学家称之
为“右耳优势”。因为科学家们相
信，如果信息是经由右耳来传递给
大脑的话，那么这些信息将会由更
富于逻辑性和语言处理能力的左
脑来处理。此前一些研究利用先
进仪器，大量使用成像技术，记录
并观察自由活动物体的神经活动，
以提供大脑分工的生理证据。
而意大利基耶蒂大学的心理
学家卢卡·托马西、达尼埃莱·马尔
佐利等人的研究有所不同，完全在
人类自然的社会交往中进行。

研究人员在一家嘈杂的晚间
俱乐部进行测试，286 位志愿者的
背景音乐是嘈杂的，结果 72% 的人
用右耳倾听，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
相符。在第二个试验中，160 位志
愿者在听无意义的、低语的声音，
研究人员观察他们是用哪一只耳
朵在听。结果表明，有 58% 的人用
右耳，有 42% 的人用左耳。在第三
项试验中，研究者们在大街、商场、
酒吧等公共场合进行“暗访”，他们
有意识地对着 176 个不知情的“受
访者”的左耳或者右耳索要香烟。
结果他们发现，当他们通过目标人
群的右耳来陈述这一请求时，成功
的概率要大得多。
研究人员表示，左右耳习惯的
偏差主要来自大脑结构的不对称，
这在人类行为表现上就表现出左
右耳使用习惯的差异。由于人类
大脑两个半球处理的信息是来自

对侧的神经信息，右耳听到的声音
则是由左脑半球来优先处理，而左
脑半球更具逻辑性，更善于解码口
头信息。
人类自古以来在社交活动中
就有偏边倾向，不只是语言沟通，
在情感表达方面也如此。这是因
为人类左右脑半球在情感方面的
分工也不同，它们分别负责积极与
消极的感情与行为。因此，如果对
着别人右耳说话，话语就被传送到
大脑中情感更为积极的左脑部分，
这也是右耳更善于倾听的原因之
一。同时，这也证明了当某个请求
是通过右耳来传递的话，那么得到
积极回应的概率就高。
这项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它能和少数几项其他研究一起
证明，人类大脑不同半球的自然分
工对人类日常行为的确有很重要
的影响。
巧云

我在马其顿住过一段日子，其
间的所见所闻让我感慨万分——
马其顿人“以小见大”的功夫堪称
炉火纯青。
这本来不是一件大事。一天
早上，一个名叫玛丽亚的女士出
门，路过 M 街的路口时被狗追咬，
经路人相救得以脱险。警察迅速
赶到，将她送到医院。当时我恰好
在现场，目睹了这个事件的全过
程。这件事被一个路过的记者看
到了，第二天，这件事出现在报纸
上，
不过角度却不同了。
报道说：
一位女士不幸被狗咬
伤了，但更不幸的是，由于事发现
场位于十字路口，导致了交通拥
堵，很多人上班迟到，从侧面反映
了交通硬件不过关。试问，如果以
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或者比这更
大的事情，
又会怎么样呢?
报道见报后，很多居民马上打
电话责问分管交通工作的官员，交
通部门的负责人不得不公开道歉，
修改了交通事故处置程序，并邀请
居民参观事发现场。
不料，一位到现场参观过的居
民指出：玛丽亚之所以被狗咬伤，
主要原因是 M 街过于狭窄，避让
不及才被狗咬伤。道路两旁都是
6 层高的楼，理论上，楼间距应该
为楼高的 80％即 14 米左右，而实
际只有 8 米，因此，这些建筑是“违
章”
的。
这一说法立即得到很多居民
响应，负责监督工程建筑的部门马
上检讨了自己的失职，同时下达了

通知书，要求违章建筑后退 3 米，
否则将强制拆除。
玛丽亚的律师调查了事情经
过后，将政府告上了法庭，原因是，
咬伤玛丽亚的是一只流浪狗，玛丽
亚的医疗费用无人承担。政府不
得不承担玛丽亚的医疗费用。
居民们于是写信质疑政府的
管理能力，为什么连一只流浪狗
都管不好?为此，政府召开了新闻
发布会，向居民道歉，表示一定加
大管理力度，避免类似事情再度
发生。
此后，一个动物保护组织登报
呼吁居民爱护动物，因为肇事狗在
咬伤玛丽亚后就被其愤怒的家人
打死了。居民们马上声讨玛丽亚
的家人，认为其缺乏爱心。狗咬了
人纵然是狗不对，也许是因为它太
饿了，或者当时心情不好，可无论
如何都不该将它打死。玛丽亚的
家人登报道歉，这才平息了众怒。
没过多久，税务部门收到了一
份请愿书。原来，居民都知道狗咬
人这件事，很多人因此不再走 M
街，导致附近的商铺经营受到重
创，一些店面歇业。为此，一些商
铺老板集体上书，要求税务部门减
税。税务部门不得不拿出相关方
案进行安抚。
流浪狗咬了一个路人，政府若
干部门先后道歉，并因此修改了一
些规定。只要你细心了解一下就会
发现，马其顿人总会通过一件件小
事展开丰富的
“联想”
，
并展开讨论，
总能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 梁 勇

■【奇趣自然】

奇特的动物眼睛
乌贼是动物界眼睛进化程度
最高的动物。它们的瞳孔呈古怪
的 W 形，无法识别颜色，但能看到
光的偏振，即使是在昏暗光线下，
也能看到鲜明对比。人类能通过
改变晶状体的形状更好地聚焦，但
乌贼能改变整个眼睛的形状。另
外，这种动物的内部传感器使它们
可同时观测到位于身前和身后的
东西。
狗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冷酷、
敏锐的眼睛，是在荒无人烟的大
草原上生活必不可少的。它们呈
杏仁状，两眼间隔适中，而且稍微
倾斜，一般呈冰蓝色、深蓝色、琥
珀色或者褐色。有些狗的一只眼
睛可能是褐色，而另一只眼睛却
是蓝色或者是引人注目的两种颜
色的结合体。
青蛙以其大眼睛而著称，但是
很少有人清楚它们的眼睛为什么
会向外突出。位于水下时，它们会
向外突出眼睛，以便观察水面上的
动静。当闭上眼睛时，它们就会把
眼睛缩回去，并用上面不透明的眼
睑和两个由半透明薄膜构成的眼
睑将其覆盖住。
山羊的方形瞳孔吸引了很多
注意，但这并非只是为了让它们看
起来更好看。瞳孔的宽度让山羊
具有 330 度的视野，与之相比，人
类只有大约 185 度的视野。
与多数昆虫一样，蝴蝶也长着
一对复眼，这种眼睛由数百个微小
的六边形晶状体组成，因此它们能
同时看到各个方向。虽然这种视
觉无法做到锐聚焦，但是蝴蝶能看
到紫外线，这种光人眼不可见。这
一特点有助于指引它们找到拥有
美味花蜜的花朵。

变色龙的眼睛最为独一无二。
它们没有上、下眼睑，但拥有一个
锥形结构，其上有一个小开口，大
小正好容得下它们的瞳孔。每个
锥形结构可以独自旋转，因此变色
龙可以同时看两个完全不同方向
的独立物体。这种视觉优势使它
们特别擅长捕捉正在飞的昆虫。
河马能在水下看到东西，而且
准确度高得惊人。不过真正令人
感兴趣的是，河马的眼睛上拥有一
层透明膜，用来保护眼睛，避免它
们被水下的碎片割伤。
大鳄鱼是一种年代久远的动
物，它们被称为
“活化石”
。尽管如
此，大鳄鱼仍拥有进化程度极高的
眼睛。鳄鱼的眼睛位置独特，即使
整个脑袋位于水下，眼睛仍能突出
在水面上。这种眼睛具有极好的
夜视能力，因为眼睛后长着一个类
似镜子的结构，有助于把眼睛没有
吸收的光线反射回来。
壁虎喜欢夜间出没，这就要求
它们的眼睛能在白天阻挡明亮的
阳光，并在夜间拥有出色的视力。
这也是它们拥有长长的“之”字形
瞳孔的原因，这种瞳孔通过收缩，
只让一定数量的光线进入眼睛。
有趣的是，人类在昏暗的月光下无
法看到颜色，但壁虎却可以。在辨
别颜色方面，壁虎的能力比人类强
约 350 倍。
猫头鹰的眼睛位于面部的正
前方，这让它们在捕猎过程中拥有
出色的深度感知能力，尤其是在光
线暗淡的环境下。有意思的是，这
样大大的眼睛被固定在猫头鹰的
眼窝里，根本无法转动。这也是猫
头鹰不停地转动脑袋的原因。
孝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