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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会说话还不会说话的婴儿的婴儿，，
脑子里的脑子里的““语言语言””是怎样的是怎样的？？
你所做的和说的都将被你所做的和说的都将被TATA们们““尽收眼底尽收眼底”” 揭秘

好奇心
实验室

本报讯 （记者 张宣）现代科学家认为，萤火虫发光的
目的是在和对象求偶和沟通。但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的科研助理李言达、副研究员蔡晨阳等人与
捷克帕拉茨基大学、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及国内中山大学的
同行合作研究后发现，缅甸琥珀中有一个叩甲总科的新科：
白垩光萤科。缅甸琥珀中的白垩光萤化石十分类似光萤
科，这类的生物发光常发现于幼虫和雌性，雄性少，功能是
防御，而不是求偶。

蔡晨阳介绍，大部分发光的叩甲总科的物种都属于“萤
类”，包括萤科、光萤科、雌光萤科，以及一个于2020年新建
立的华光叩甲科。在这一分支中，除最基部的华光叩甲科
外，萤科、光萤科与雌光萤科的身体均较为柔软，部分类群
的雌性还具有幼态持续现象，这使得这一类群的物种很难
保存为化石。除萤科于白垩纪缅甸琥珀及一些新生代地层
中有化石记录外，其他类群此前尚没有化石被正式报道。

研究人员在白垩纪中期缅甸琥珀（约1亿年前）中发现
了一枚保存较完好的阿扎白垩光萤雄性标本。白垩光萤的
触角具 12 节，呈双栉状，与现生的光萤科相似。然而白垩
光萤的前胸腹板较发达，鞘翅完全覆盖腹部，腹部可见腹板
6节，与光萤科及近缘的雌光萤科不同。根据其形态特征，
研究人员推测白垩光萤可能属于光萤科+雌光萤科进化枝
的基干类群。

发现1亿年前萤火虫
发光为防御而非求偶

前

沿

知道吗

本报讯 （记者 王 拓） 在世界范围内，65岁及以上的人口
中有一半患有骨关节炎，尽管这是最常见的一类关节炎疾病，但
还没有发现有效的治疗方法。西交利物浦大学一项新研究表
明，阻断一类特定的细胞免疫信使可以延缓关节炎恶化。

西浦生物科学系通过与国内其他实验室合作，发现一种可
以阻止骨关节炎恶化的免疫信使 IL-33。IL-33 是一种蛋白质
细胞因子，在细胞信息传递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数据表明，这
种蛋白质因子可以用于研发解决骨关节炎的新药物。

生物科学系的普拉迪普·库玛·萨西坦博士对这项研究的价
值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释。“骨关节炎患者的骨关节末端软骨损
伤而减少后，骨头的直接摩擦会导致患者产生疼痛、肿胀感，甚
至失去运动能力。但到目前为止，此类骨关节炎仍然缺乏有效
的治疗手段。关节置换术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病痛，但价
格昂贵，并且无法治疗手关节炎和脊柱骨关节炎。”

“所以我们迫切需要找到合适的靶向药物来阐明骨关节炎
的发病机制、减轻病患的疼痛。”萨西坦博士说，“我们一直努力
在不同关节组织中寻找导致疾病发生的细胞。我们的研究人员
发现，在关节中仅由特定的一类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 IL-33 可
以用于研发新的精确靶向药物。”

“阻断 IL-33 可能会成为治疗骨关节炎、缓解疼痛的新方
法。”萨西坦博士补充说，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人体实验。“数据表
明，我们可以精准定靶一种细胞中的一个信使来阻止骨关节炎的
恶化并且缓解疼痛，不过，我们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临床试验。”

西浦大学研究
可延缓骨关节炎恶化

□ 本报记者 谢诗涵 叶真

每当宝宝哭时，相信许多新手爸妈们就
开始纠结：我家娃为啥又哭了？还不会说话
的宝宝们睁大眼睛好奇打量着这个世界，
TA 们小脑袋里的想法让家长既好奇又无
奈。从出生到开口说话，这些“人类幼崽”经
历了什么？为什么孩子开口说话的时间有
早有迟？家长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称得上
是高质量陪伴？一场探索婴儿“前语言阶
段”的奇妙之旅，现在启程。

不会说话怎么办？
科学解读“婴语”不同阶段

婴儿的各项能力还很弱，也无法进行语
言沟通，如何才能知道宝贝们究竟在想什么
呢？这无形给科研工作增加了一定难度。

“目前，科研工作者主要通过两种技术方式
来探测婴儿大脑里的工作情况，即使用脑电
设备来探测婴儿大脑基层电波变化，以及使
用脑成像技术查看婴儿大脑的活动情况。”
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梁宗保
接受《科技周刊》记者采访时介绍，实际上，
我们在思考或是说话的时候，对应脑区所耗
费的血氧量会相对比较大，扫描后的脑图像
图片会以不同颜色来表示大脑的活动情
况。颜色越鲜红的区域表示正在快速发育
或者正在进行认知工作状态，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更好地解读语言认知活动与大脑工作
区域的对应关系。

梁宗保表示，大量实验结果显示，一般
而言，婴儿在出生后四个月时间里，其主要

“任务”是分辨声音，如男性的声音、女性的
声音以及动物的声音等。“对孩子而言，这段
时间实际上只有知识的输入，而很少有输
出。在这一阶段，孩子逐渐能够分清母语里
的不同音节，如汉语中的声母、韵母等。”

当婴儿长至四个月至六七个月时，就进
入了模仿发声阶段，并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
词汇网。在这个阶段，小宝宝们开始咿咿呀
呀学着发声。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
科副主任医师张丹指出，在这一阶段，家长
要主动通过环境引导孩子去认识和理解身

边的事物，孩子日常所听所看都可以成为引
导其认知的对象，比如孩子看到电视机在
响，家长就可以指着电视机告诉孩子“这是
电视机”，听到狗叫，就可以告诉他“这是小
狗”等。诸如此类，久而久之，潜移默化地强
化，当孩子开始表达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强
的理解和认知能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宝宝们长至八九个
月时，一般就能够把具体词汇和其指代的物
品联系起来。梁宗保举例解释，当家长说

“把水杯拿起来”，身边的宝贝立刻扭头看向
桌上的水杯，这也就说明孩子已经可以将

“水杯”这个词和现实里的水杯相对应。“宝
贝们小手一抬将水杯拿起，或者手指着水杯
让家长去拿，这便是通过动作来‘输出’自身
想法或者需求。而大多数孩子在周岁左右，
便能够正常说话了。”

当然，除了使用高科技，许多情况下我
们凭借人眼观察孩子行为上的反应，也是判
断孩子内心所想的一个重要方式。江苏省
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儿童保健学组组长、南京
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童梅玲告诉
记者：“父母要留意并细心辨别孩子发出的
行为信号，比如，哭声、肢体语言、眼神等。
这些是他们主动与家人交流的方式。”

好奇宝宝啥都不懂？
其实TA们每天都在学习

“宝宝每天睁大眼睛四处看，到底在看
些啥？”相信许多家长内心都有这样的疑
问。实际上这是孩子熟悉周围环境，并不断
学习的过程。“自出生开始，婴儿便一直在学
习，只不过和成年人的学习方式不同，婴儿
主要有三种学习方式。”梁宗保解释，最原始
的学习方式便是反射，譬如将奶瓶放在婴儿
嘴边，孩子便会自然吮吸起来；家长每次哄
孩子睡觉时都会关上灯，同时轻拍孩子后
背，那么时间久了，宝宝就会逐渐建立反射，
只要关上灯同时被轻拍后背，孩子就知道睡
觉的时间到了。“开始学会对外界刺激做出
规律性反应，从而渐渐建立起习惯，这就是
一种反射，是在不断学习中得来的。”

不少家长发现，当自己对宝宝做鬼脸，

孩子在被逗笑的同时，很快也能做出一个类
似的鬼脸来。其实，这正是婴儿的第二种学
习方式——模仿。梁宗保表示：“婴儿的模
仿能力很强，两三个月的婴儿就可以模仿大
人的表情。而模仿也是孩子在复杂世界中
生存的重要能力之一。”

在实验室中，各国的研究者们想要考
察婴儿的感知力，常常将注视时长、心率和
呼吸频率等与婴儿对刺激物的兴趣勾连，
从而诞生一种经典范式，即婴儿的第三种
学习方式“习惯化和去习惯化”。 梁宗保
告诉周刊记者，所谓“习惯化”是指，婴儿对
外部世界很好奇，当家长给孩子看一个新
玩具或是新图片时，起初孩子会感到新鲜，
睁大双眼，长时间注视观察，但随着看见的
次数多了，孩子会感到厌烦，注意力也变得
不那么集中。此时，如若我们再拿来一个
新物品，孩子又会重燃兴趣，这也就是“去
习惯化”的过程。

对于婴儿“前语言阶段”的很多研究成
果，都是基于“习惯化和去习惯化”实验范
式。梁宗保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婴儿对妈
妈的声音很熟悉，此时播放一个陌生男性声
音给孩子听，婴儿出现停止哭闹、认真倾听
等不一样的反应，这就能够说明这个孩子此
时已经能够分清不同人说话的声音。“研究
者们在孩子听音的同时记录其脑电波活动，
进而判断孩子的内心活动。”

为啥总是“金口难开”？
双向互动，营造丰富语言环境

“我家孩子已经快两岁了，为什么还没
有开口说话？”在生活中，一些孩子迟迟不语
让家长既担心又害怕。实际上，孩子开口说
话的时间有早有迟的原因比较复杂，并受多
方面因素影响。

梁宗保表示，首先这与遗传有关，有些
孩子掌管语言的遗传信息打开得比较晚，从
而出现其开口说话时间比较迟的现象；其
次，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后天的语言刺激，而
这也与照顾孩子的人息息相关。“比如照顾
孩子的人沉默寡言，很少对着孩子说话，那
么孩子受到的语言刺激就会比较少。词汇

输入少，自然说话也就比较晚。”梁宗保补
充，当然，这也与孩子本身的气质（即孩子天
生对于情绪和行为反应的风格）有关，对于
一些性格内向的孩子来说，他们接触外界声
音的机会少，因此常常更晚开口说话。

因为个体和环境差异，每个孩子说话的
时间有早有晚，但并不意味着说话时间的早
晚就决定了孩子语言发展程度的好坏。“与
其在乎孩子说话的早晚，还不如在前语言阶
段培养孩子沟通的欲望。”童梅玲表示，无论
是孩子的主动发声或是眼神对视、肢体语
言，都是很好的沟通方式。当和孩子互动
时，家长一定要注意给孩子积极的回应。早
期的婴儿暴露在丰富的语言环境中，对其语
言发展很有好处。

童梅玲告诉记者，根据儿童的发育年
龄，家庭环境中语言输入的“质”和“量”应该
有所侧重。有研究显示，18 个月前父母语
言输入的总词汇数量最为重要；30 个月时
输入词汇的多样性与复杂程度尤为重要，其
中成人和儿童的对话轮换数同样重要；42
个月时叙述、解释等语言输入最为重要。

随着电子设备的使用频率日益增加，很
多婴儿无意或有意会接触到电子产品。但
专家认为，早期电子屏幕使用对婴幼儿语言
发育弊大于利。“当孩子刚刚出生时，年轻父
母应减少自己接触电子设备的时间，增加自
身与孩子之间的互动交流。”张丹认为，电子
产品虽然会播放各种声音和内容，但只是一
种单向的语言环境。在前语言发展阶段，婴
儿更需要双向互动的语言环境。

普遍观点认为，0～3 岁是人类早期大
脑发育的黄金期，特别在2岁之前的大脑发
育速度是最快的。父母应提供恰当的环境、
创造机会，给予孩子对很多事物充分体验的
机会。孩子在不经意间的模仿和学习，或许
在未来某一天会突然给家人带来惊喜。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家长希望孩子能
赢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可能会过度地通过一
些人为的方式去干预孩子，比如咿呀学语时
就开始让孩子学字母、数字等，这些其实是
不利于孩子的语言发展的，起到的反而是拔
苗助长的效果。”童梅玲表示。

扫一扫，看视频

□ 本报记者 葛灵丹

404、502⋯⋯当我们浏览网页时，常会
遇到写有代码的报错页面。这些数字是什
么意思呢？本期“好奇心实验室”，《科技周
刊》记者邀请江苏省优秀计算机科技工作
者、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徐小龙教授，

解释这些数字的意义。
“404 和 502 都是一种表示页面出现错

误的代码，也叫做页面状态码。”徐小龙告诉
《科技周刊》记者，404 代码的意思是“输入
错误，找不到要查询的页面”，表示用户在浏
览网页时，服务器无法提供正确的信息或是
服务器因不明原因无法将信息发送给访问
者。其中，404 的第一个 4 表示客户端出
错，0表示访问者打错了网址，最后的4则表
示“Not Found”，即找不到网页。科学家
设计404页面的主要作用是提醒用户，网站
可以打开但是想要访问的页面找不到了。
简言之，当 404 页面出现时，此网页链接就
成为了“死链接”。

是什么原因导致 404 错误的发生呢？
徐小龙解释，有三种可能，一是管理员将原
始的网页数据更改，导致网页失效。二是上
传到网页的文件目录或文件名称被更改，导
致原网页链接失效，另外文件被移动或被删
除也可能导致原链接失效。三是输入的网

址有错误，不能链接到所需的文件。
此外，对于 404 错误，还有一个比较有

意思的原因——据微软IE部门客服中心统
计，接到“该页无法显示”的投诉中，大部分是
用户上网的时候没有插网线或者没有连接
WiFi导致的。现在的用户大多用的是WiFi
网络，也有可能在信号很差时出现404错误。

如果把 404 比作访问者“走错了方向”
或“进入死胡同”，那么502则可以理解为访
问者遭遇“交通堵塞”。徐小龙说：“出现
502时，往往意味着用户同时登录某一个热
门网站，导致同时发生的交易量太大，服务
器系统无法负荷，出现的异常现象。所以，
出现502时，解决的关键是服务器端。”需要
注意的是，有时黑客攻击热门网站时，也会
显示 502。“如果黑客通过植入后门木马的
方式遥控处于不同位置的大量网络用户计
算机同时向网站服务器发动攻击时，也会快
速将服务器的计算和网络资源消耗殆尽。
这个时候，其他正常的用户访问服务器时，

也会显示502错误。”
徐小龙表示，事实上，近年来，特别是对

于阿里、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巨头旗下的网
站，出现502的问题是罕见的。“因为云计算
和网络安全技术的进步：云计算提供了弹性
服务能力，是弹性的，在云里面，用户请求多
了，资源也就多了，自然 502 错误就少了。
同时，网络安全技术的进步，对于黑客这种
攻击可以更加精准地检测出来，及时解决攻
击导致的网络拥塞。”

因此，大部分的网络页面状态错误码，例
如404、502错误，都是服务器问题，用户是无
能为力的，因此事实上也难以解决。“例如404，
常常是链接网页已经被服务器删除了而网站
指向这个网页的链接有时没有及时删除，因此
无法访问。不过，数字信息在网络系统中往往
常常存在大量的副本。这时，如果访问者想看
一个被管理员删除的热门网页的内容时，不妨
通过搜索引擎的‘网页快照’，说不定还能看
到部分内容。”徐小龙教授“支招”。

网页蹦出来“404”“502”，究竟是啥？
好奇心是人的天性，科学研究特别

是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科学家探

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好奇心实验室”

栏目，邀请多名专家学者化身“新知博

士”，解答各种发生在身边的让人好奇的

问题。如果你有需要解答的问题，请直

接发送留言至“A青年”微信公众号

（ID：xhrb2018）后台与我们互动，或

发送邮件至xhrb2018@163.com。

白垩光萤（Cretophengodes azari）
及其现生近缘类群光萤科与雌光萤
科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公告启事
公 告

宜兴市宜杨运输有限公司所属苏无锡货
01523船，于2020年1月31日在宜兴市张泽船
舶修造有限公司船厂完成拆解，现向无锡市地
方海事局申请船舶注销登记，有异议者请与无
锡市地方海事局联系。特此公告！

公 告
宜兴市宜杨运输有限公司所属苏无锡货

01023船，于2020年1月31日在宜兴市张泽船
舶修造有限公司船厂完成拆解，现向无锡市地
方海事局申请船舶注销登记，有异议者请与无
锡市地方海事局联系。特此公告！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合并协议，甲乙合并，甲方吸收乙方，

乙方解散注销。乙方资产归甲方所有，所有债
权债务由甲方承继。特此公告

甲方：江苏建业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新水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5日

1.项目编号：2021-JHDHBN-
JXG-F1001

2.项目名称：超市承包经营项目
3.计划经营期：壹年
4.营业地点：江苏省常州市
5.本项目公告于2021年1月27

日 在 军 队 采 购 网 (https://www.
plap.cn)和新华日报发布。

6.本项目报名时间及招标文件发售
时间：

2021年1月27日至2月2日
(08:00-11:00,14:30-16:30)
(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7.招标文件发售地点：江苏省常

州市
8.招标人资格要求及报名时需

提供资料：详见网站内容。
联系人：孙先生
电话：0519-88040017

18068553337
2021年1月27日

招标公告

《群众》（思想理论版）每月 5 日出版，《群众》（决策资讯版）
每月 20 日出版，代号 28-18，定价 7.50 元，全国各地邮局（所）
均可订阅。本刊地址：南京市建邺路 168 号 4 号楼 邮编：
210004 网站：www.qunz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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