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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口农商银行“互联网 +”
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每天两杯咖啡
或提升男性生殖力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男性每
天饮用两杯咖啡可能有助提高
伴侣受孕几率。 研究人员分析
500 对求子夫妻饮食情况后发
现， 在这些夫妻尝试怀孕前一
周，每天摄入相当于两杯咖啡所
含咖啡因量的男性，伴侣成功受
孕几率翻番。 研究人员在 10月
10 日结束的美国生殖医学学会
2018年年会期间报告这一发现。
英国《泰晤士报》10月 11日援引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生殖
专家希娜·刘易斯的话报道，喝
咖啡有助提升男性生殖力，或许
因为咖啡因有助保持体内三磷
酸腺苷酶和三磷酸鸟苷两种化
学物质， 从而为精子提供能量。

日本一自助售卖机
专售可食用昆虫

自助售卖机在日本不稀奇，
可熊本县子饲商店街有部自助
售卖机挺特别，被晒到网上后引
起“围观”。 原来，这部自助售卖
机卖的是可食用昆虫。 这部自助
售卖机目前尚未摆放商品，机器
上贴着瓢虫、 黄蜂、“臭大姐”等
昆虫的图片，还贴着“吃昆虫开
始啦”字样。 虽然这部自助售卖
机号称“世界上第一部食用昆虫
自助售卖机”， 但事实上早有先
例。 美国休斯敦自然科学博物
馆、美国亚利桑那蝴蝶仙境和加
拿大蒙特利尔昆虫馆均有自助
售卖机出售食用昆虫。

过多摄入维生素 AA
可能增加骨折风险

一项新研究显示，补充维生
素 A需谨慎，如果过量摄入维生
素 A补剂， 可能降低骨厚度，增
加骨折风险。 相关研究论文发表
在新一期英国《内分泌学杂志》
上。 据介绍，有研究提示，人们摄
入维生素 A补剂，可能会增加他
们骨骼受损的风险。 也有动物实

验显示，短期内摄入 13倍到 142
倍人类每日建议摄取量的维生素
A， 一到两周后实验鼠骨折风险
会增加。而在这次的新研究中，实
验鼠摄取的维生素 A 剂量相对
较低， 与那些长期服用保健品的
人每日摄取的剂量相当。 在膳食
外额外补充维生素 A应当谨慎。

睡七八个小时最好
太多让人“变笨”

加拿大神经科学家在《睡眠》
杂志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称，平
均睡眠时间为每晚 7—8 小时的
人， 比那些睡眠时间少于或超过
这个数量的人表现出更好的认知
能力。根据该研究，大约一半的参
与者报告称， 他们通常每晚睡眠
时间少于 6.3小时， 比研究建议
的数量少一个小时。 一个惊人的
发现是， 睡眠对所有成年人的影
响相同。无论年龄大小，与高度功
能性认知行为相关的睡眠量（7—
8小时）对每个人都是相同的。该
研究主要作者、 欧文实验室研究
助理康纳·维尔德说：“我们发现，
保持大脑最佳状态的最佳睡眠时
间是每晚 7—8小时，那些睡眠量
超过这个数量的人和那些睡得太
少的人，受到的损伤一样。 ”

两元假陈醋卖百元
醋缸里漂苍蝇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很
多游客去了山西平遥古城。 老陈
醋是游客到山西平遥古城最应该
入手的特产之一, 然而有媒体调
查发现，这其中廉价的贴牌醋、勾
兑醋在很多醋店销售， 有的稍作
包装，就变成售价上百元的“老陈
醋”，专坑外地人。 由于国庆黄金
周刚刚过去， 因此古城内游客比
较少。 街边的一些经营食醋的店
铺关上了门， 而一些开门营业的
食醋经营者则表示， 他们担心古
城食醋不规范的报道会影响经
营。食醋经营商杨晓林表示：害怕
全面否决平遥这个市场的这些产
品，客人没办法了解，鉴别也比较
难。感觉现在时间比较短，没有明
显体现出来， 应该是后续一段时
间，顾客购买力会减少很多。

普通人能识别
5000张面孔
《自然》杂志官网 10 月 9 日

报道了一个最新研究结论———普
通人平均可识别 5000张面孔。为
了测量普通人的面部识别体量，
研究人员在一个 25人受测试群
组中，以一个小时为限，让他们尽
可能多地列出个人生活中出现的
面孔,然后，再用另一个小时，对
著名的演员、政客、音乐家做同样
的识别统计。 有些人你无法回忆
但却能够认出来， 为了弄清普通
人在未经提示下能认出多少人，
研究人员向参与者展示了 3441
个名人的照片， 包括美国前总统
巴拉克·奥巴马和著名影星汤姆·
克鲁斯。为了确认“知道”这张脸，
参与者必须识别出这些名人的两
张不同照片。 研究人员通过此类
方法确定， 普通人平均能识别
5000张面孔。 研究小组表示，这
一结果为未来的面部识别研究提
供了基准数字。接下来，他们希望
探索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回忆起比
其他人更多的面孔。

专家提醒:
警惕猝死先兆症状

10月 10日，在第九届“急救
白金十分钟 全国自救互救日”
公益活动上，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
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何忠杰
表示, 猝死是人类最严重的突发
疾病。 我国每年猝死发生数量已
从 10 余年前的 54.5 万增加到
100万人左右。何忠杰指出，患者
在发病前两周左右可能出现胸闷
胸痛、昏厥、情绪焦虑、失眠、强大
的心理压力等症状。 此时应保持
警觉并及时阻止状态恶化， 如自
觉休息、缓解疲劳、寻求亲朋好友
的关注和疏导、 积极进行医疗干
预等。 如何预防？ 针对心脏性猝
死， 最好的办法就是预防高血脂
和高血压、戒烟、限酒、合理饮食、
加强锻炼。当生活方法无效时，要
进行药物干预预防； 药物治疗未
达效果时，要进行住院治疗。

家暴男将妻子推下楼，
竟威胁路人少管闲事

2018年 6月 20日， 上海警
方接到一起报警， 报警人称女子
徐冰被其丈夫俞峒家暴并推下楼
梯，现正在中冶医院就医，民警随
即赶赴医院。 6月 19日，俞峒到
徐冰单位找她， 因丈夫之前就对
自己实施过家暴， 徐冰不愿跟俞

峒回家，两人发生争执。于是上前
和妻子发生肢体拉扯，过程中，俞
峒将妻子从六楼楼梯推了下去，
妻子直接摔到了五楼。摔下后，徐
冰腰和腿立刻动弹不得, 徐冰见
丈夫冷眼旁观， 便一个人从五楼
爬到一楼门口准备求救。这时，俞
峒从屋里出来发现妻子不见踪
影，便追到一楼，发现妻子正在向
一个路人求救， 于是让对方不要
多管闲事。经诊断，徐冰因外伤致
左内踝骨折构成轻伤一级，L3椎
体侧缘压缩骨折、左足第 1-3趾
骨完全性骨折、 足舟骨粉碎性骨
折均构成轻伤二级。 宝山检察院
认为，且俞峒在 2013年也曾实施
过家暴， 因此检察院以故意伤害
罪， 将俞峒依法起诉至宝山区人
民法院。日前，宝山区人民法院以
故意伤害罪判处余某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一年。

体验漂移， 把自家花园
改造成赛车跑道

为了体验漂移， 一位名叫武石
辉也的日裔新西兰男子近日花了
8000 英镑（约合人民币 7.2 万
元）， 将自家后花园改造成赛车
道。 武石辉也说自己很清楚自己
理想的家是什么样子的， 他只需
要着手打造即可。 所以当他在新
西兰哈密尔顿买下第一所房子
时， 他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将自己
的梦想变为现实———建造出一条
130米长、环绕房子的赛道。武石
辉说：“自从我学会开车后， 我就
爱上了漂移。机缘巧合之下，我受
到了启发， 决定在自己家建赛
道。”武石辉也的妻子一开始还不
乐意，但是她现在也很开心，因为
他们的两个女儿也可以在赛道上
骑自行车玩。

洛杉矶兴起扔斧子减压

工作压力大， 遇到不顺心的事
……美国洛杉矶“斧子俱乐部”经
理沙隆极力推荐，扔会儿斧子，或
许会觉得心情好多了。 斧子俱乐
部开在一家仓库里， 扔斧子的玩
法类似扔飞镖， 要尽量把斧子扔
到一定距离以外的靶心。 来玩扔
斧子的人形形色色， 有初次约会
的情侣， 也有情场失意想发泄的
人，还有工作压力大的上班族。沙
隆说，扔斧子是整天玩手机的“高
技术”社会里的一项“低技术”娱
乐，“扔一两个小时斧子可以让人
放下手机，释放压力，消除焦虑”

5岁男孩摔了一跤
脑中居然长了 9颗牙

一个月前， 杭州一 5岁男孩
小刚玩耍时，不当心摔了一跤，撞
到了头部。 医生给小刚拍了脑部

CT， 发现小刚的颅内有大量积
液， 尤其是脑干部位有高密度的
包块。根据此前的检查结果，医生
让小刚再做一个磁共振检查，进
一步明确病症。 检查结果除了小
刚的脑积液进一步增加外， 颅内
脑干部位长出了颗粒状的物质，
考虑是骨骼性质的物体。 经过全
面评估， 浙大一院决定为小刚进
行手术治疗。 小刚的手术足足做
了六个小时， 当医生把小刚颅内
包块的一颗颗物质取出后， 这才
发现，竟然是一颗颗牙齿，总共有
9颗。 术后病理报告显示：这是成
熟性畸胎瘤, 是胚胎分化异常导
致的。 原始生殖细胞在分化过程
中有残留，跑到了其他部位。这些
细胞随着生长发育， 从而形成了
牙齿、头发等其他人体组织，所以
才在小刚颅内找到了 9颗牙。

螳螂捕鱼
猎物遍布天上水间

在印度一个屋顶花园的小鱼
池中， 一只螳螂站在一片漂浮的
叶片边上， 伸出强有力的前肢将
水中的小鱼牢牢抓住。 这只螳螂
的体长超过 5厘米。 螳螂先从尾
巴开始吃鱼。 它在 5天内每天都
来到小鱼池，总共吃掉了 9条鱼。
尽管螳螂的复眼结构表明它们更
适应在白天捕猎， 但在这个案例
中， 这只雄性螳螂在光线微弱的
情况下也能成为出色的猎手———
所有 9条鱼都是在日落到深夜捕
获的。 尽管螳螂主要以其他昆虫
为食， 但它们的食谱几乎包括了
一切能抓到的动物，包括青蛙、蝾
螈、老鼠、蛇甚至鸟类。

毒蜘蛛出没
伦敦关闭 7所学校

英国首都伦敦东部纽汉区多
所中小学出现毒蜘蛛， 截至 10
日，已关闭 7所学校，影响数以千
计学生。 伊斯特里社区学校定于
10日停课，以便灭虫人员彻底清
除毒蜘蛛“伪黑寡妇”。校长说，灭
虫害估计需要 3周左右时间，学
校定于 29日复课。 4日，纽汉区
因毒蜘蛛出没而关闭 4所小学和
两所中学。“伪黑寡妇”蜘蛛是剧
毒蜘蛛“黑寡妇”的近亲，因和“黑
寡妇”外形相似而得名。这种蜘蛛
一般身长 7毫米至 14毫米，主要
以蚊蝇等昆虫为食， 喜欢在室内
结网居住，性情凶狠，是英国境内
已知唯一咬人的蜘蛛。 人一旦被
咬伤，症状类似流感，伤口肿胀，
但通常不会致命。

在共享时代大环境之下，母
婴共享经济破土而生、 前景可
期。 如今，越来越多的妈妈们开
始愿意交易生活中的部分二手
母婴物品，在看似并不成熟的二
手母婴买卖需求背后，是一个即
将爆发的市场。

据大数据显示，新生代母婴

群体人均年消费也达到了
5000~18000元，目测还会维持在
较高增长水平。 而且低龄宝宝成
长速度快，吃穿用度都需要快速
更新迭代，成为二胎父母经济压
力的主要来源，常常存在大量婴
幼儿用品闲置，但仍需要不断采
购的情况。 不仅对家庭造成经济

负担，还挤占了居住空间。
笔者发现，很多“精打细算”

的妈妈开始处理闲置，二手垂直
交易平台转转和 58同城、 赶集
网等平台的二手板块有很多转
卖闲置和求购二手商品的帖子。
既处理了闲置，同时又购买生活
所需 ， 让节约和品质 两 不
误。

（晓妹）

玩转母婴闲置共享经济

龙口农商银行深入实施“互
联网 +”行动计划，推进大数据
在政务、农业、商贸、物流、民政、
教育、医疗、交通、旅游、质监、警
务、就业及社会保障等生产生活

领域的综合应用， 推动技术融
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打造高
水平公共服务平台企业，高端装
备产业，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现
代海洋产业， 医养健康产业，高

端化工产业， 现代高效农业，文
化创意产业，精品旅游产业。 与
政府对接，争取关于新旧动能转
换工作的鼓励政策及最新动态，
对接取得黑白名单；指导前台做
好信贷投放工作； 建立台账，实
施新旧动能转换企业名单管
理。

(江凯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