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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的愛與死
節肢動物對孔老夫子說的 「食色性也」有不同的解釋：牠們把性伴侶吃掉。至少有 30

種節肢動物會那麼做。蛛形綱（包括蜘蛛、蠍子等）的每一目與昆蟲綱的 3 個目都有例子，
都是雌性吃掉雄性，因為雌性的身體大於雄性。大家最熟悉的是螳螂（昆蟲），法布爾在《昆
蟲記》裡就生動地描述過。生物學家把這種行為稱為「性食」（sexual cannibalism）。至於
牠們為什麼要吃掉自己的配偶，學者還沒有共識。
一些生物學家相信，性食沒有什麼特別的道理，只不過雌性餓了，而雄性正在眼前。另
有一些生物學家相信，雄性是自我犧牲：讓配偶吃掉自己，無異提供優質營養，澤被自己的
子女。一切都為子女。何況那些雄性遇見另一隻雌性，再度交配的機會並不高。但是這個推
論一直沒有堅實的證據。此外，也有人懷疑「性食」這種行為根本不存在，一切都是道聽途
說，以訛傳訛。
但是 1988 年以來，好幾個研究團隊都以實驗證明螳螂與狼蛛都有性食行為，只是這種
行為與情境有密切關係：雌性要是已交配過或營養不良，最可能吃掉前來求偶的雄性。而且
雄性面臨這種厄運時並不會「從容就義」，而是極盡可能地掙扎。因此「性食」行為的演化
與雄性無關。
現在湖北大學動物毒理學教授彭宇的研究團隊以一種狼蛛科的蜘蛛做實驗，提供了更完
整的資訊。這種蜘蛛是擬環紋豹蛛（Pardosa pseudoannulata），牠們不結網，而是以埋伏或
更為積極的方式獵食。研究人員到武漢馬鞍山森林公園採集了 379 隻還未發育到成蟲階段的

小蜘蛛，讓牠們在實驗室中長大，然後做了幾個不同的實驗。
結果，他們發現，10％雌性會在性交前吃掉雄性，28％在性交之後；雌性不會在交合過
程中吃掉雄性。飢餓的雌性並不見得更可能吃掉雄性，但是已交配過或飢火中燒的雌性，對
陌生的雄性較不友善。雌性的體型越占優勢，越可能吃掉雄性。更重要的是，吃掉配偶的雌
性生下的子女，48％活到一個月；沒吃掉配偶的雌性，12％。這可是個巨大的差異。
看來被性伴侶吃掉的確可以看成是為孩子犧牲，至於牠們是否情願，另當別論。

圖片來源：種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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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避孕丸
1950 年代開始研發，1960 年美國食品
藥物管理局（FDA）批准上市的女性避孕
丸，是 20 世紀最重要的發明。也因此，過
去半個多世紀以來，避孕成了女性的責任。
而男性有兩個有效的避孕手段—保險套及
輸精管結紮—一直都受到許多男性的抵制。
事實上，科學家嘗試過以同樣的原理
研發男性避孕藥，就是擾亂生產精子的過
程。但是這種避孕藥的目標都是睪固酮受體，而睪固酮在人體內涉及許多功能，不只是生產
精子，因此干預睪固酮的藥物必然會引起副作用，例如致癌與陽萎。最近美國（德州休士頓）
貝勒醫學院講座教授馬祖克（Martin M. Matzuk），研發了一種與荷爾蒙無關的男性避孕藥，
在小鼠實驗中藥效卓著，值得期待。
這種避孕藥代號 JQ1，是一種小分子抑制劑，原先是為了抗癌研發的。JQ1 與時下最廣

為使用的安眠藥 BZD（譯名苯二酚或苯二氮平）有關。兩年前，一個研究團隊發現 JQ1 可
以抑制與一種人類鱗片狀細胞癌有關的蛋白質因子。可是馬祖克注意到，JQ1 的目標分子
與睪丸中調控基因表現的蛋白質因子屬於同一家族，那個蛋白質因子是與精子生成有關的
BRDT。

缺乏 BRDT 基因的小鼠沒有生育力。BRDT 基因發生突變的歐洲人，精子數量減少。因

造精功能缺陷而不孕的人，有些基因的表現量顯著減少，BRDT 是其中之一。於是馬祖克的
團隊以小鼠做實驗，發現以 JQ1 抑制 BRDT 可以暫時降低精子數量。以少量 JQ1 注射 6 星期，

精子數量減少 89％，而且精子的游動力變差。高劑量 JQ1 並不會降低雄鼠的性趣與雄風，只
是無法使雌鼠受孕。

更重要的是，JQ1 的效果是暫時性的，只要停止使用，雄鼠的精子數量就恢復，並能使
雌鼠受孕。高劑量組、長期使用組恢復得較慢，但是生育力終究會復原。
馬祖克說，他的團隊下一步要做的是：詳細研究 JQ1 抑制 BRDT 的祕密，然後研發更為
精確的達標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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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基亞絕地反攻？
諾基亞（Nokia）曾經稱霸手機消費市場。1998 年，
它超越摩托羅拉成為全球最大的手機製造商；2003 ∼
2006 年攀上顛峰，全球市占率高達 4 成以上。哪裡知道
今非昔比，昨是今非。
2012 年 11 月中，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諾基亞第

3 季（7、8 及 9 三個月）虧損近 13 億美元，幅度超過

Nokia 808 PureView

2011 年同季的 14 倍，銷售額比 2011 年同季下降 19％；

在急速成長的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場中，排名墜落到第 7。而 2012 年第 3 季，全球智慧型手機
銷售勁揚 47％，約占手機總銷量的 40％。在智慧型手機市場，蘋果和三星具壓倒性優勢，兩大

品牌市占率合計 46.5％。

諾基亞的最新新聞與一種新的影像技術有關，可能是諾基亞絕地反攻的王牌。話說諾基
亞的相機、影像部門主管英國人丁寧（Damian Dinning）2012 年 11 月底離職，跳槽英國高級

車汽車公司 Jaguar Land Rover。丁寧在諾基亞服務 9 年，他的部門已經研發出一種新的影像
技術，可以強化手機相機的影像品質。這是丁寧跳槽事件最引起關注的話題。
諾基亞的新技術能夠製作畫質極高的影像。高到什麼程度？我們用 2012 年 2 月上市的

Nokia 808 PureView 來說好了：它配備了 41 百萬畫素感應元件—遠超過攝影玩家用的專業相
機規格。
這個技術花了 5 年時間研發，研發高峰階段投入人力 400 人（工程師與技術人員）。但

是這個技術終於到了成熟階段時，諾基亞王國卻要崩塌了。諾基亞最新的機種剛在美國上市，
並沒有配備 41 百萬畫素的感應元件，而是 8.7 百萬畫素。但是畫質依舊領先群倫，特別是在
光線昏暗的時候。
這一影像技術優越的地方，可以用資訊理論的奈奎斯特判準說明。簡言之，原始資料的
量要達到數位輸出值的兩倍，輸出品質才不會失真。原始資訊越多，數位輸出的品質越高。
因為原始資訊越多，越容易消除雜訊，保留細節。
但是這個技術是否能讓諾基亞振衰起敝？難說。一來，這一技術用在手機上似乎大材小
用；二來，智慧型手機吸引消費者的功能不只是照相。
（按，奈奎斯特（Harry Nyquist, 1889-1976），瑞典人，歸化美國籍，在美國接受高等
教育；耶魯大學物理學博士（1917），資訊理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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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情緒是身體需要的營養
文學作品、人生經驗都告訴我們：身與心有關聯。心理會影響生理；心情會影響健康。
科學家也發現：迷走神經張力（vagal tone）與許多心理健康指標有相關性，例如正面情緒、
合群、同理心等。迷走神經張力高的人，心情好、容易相處、擅於因應壓力。美國北卡大（教
堂山校區）的一個研究團隊，想透過迷走神經張力找出身心互動的機制。
迷走神經是第 10 對腦神經。在 12 對腦神經中，迷走神經分布最廣，蔓延於頸、胸、腹中，
遍及內臟，含有感覺、運動和副交感神經纖維。要是迷走神經受損，許多生理功能會失調。
迷走神經中的副交感神經成分能控制心跳：減緩心跳速率。我們吸氣時，心跳加速；呼
氣時，心跳減速。科學家利用這個事實計算「迷走神經張力」—它反映副交感神經系統的活
動狀況。先前科學家已經發現：迷走神經張力越高，人越能克制悲觀思緒；這些人的人生態
度更積極進取。
北卡大的團隊在 2010 年發表的研究結果顯示：迷走神經張力與個人的社會聯繫、正面

情緒互相影響、交互提攜。最近他們以 65 名學校職員做實驗，觀察 9 周：記錄他們的迷走神
經張力；每晚評估他們的心理狀態，特別是情緒（包括 9 種正面情緒及 11 種負面情緒）。研
究人員在這群職員中隨機選出一半，跟有執照的治療師學習冥想技術，培養對自己與他人的
善念（民胞物與的胸懷），鼓勵他們每天練習，並向研究人員報告花費的時間。
結果，冥想組的正面情緒、對社會互動的正面記憶，以及迷走神經張力，都顯著提升；
對照組毫無變化。冥想組中，一開始迷走神經張力就很高的人，正面情緒提升得最多。整體
而言，高迷走神經張力使正面情緒容易產生；而正面情緒會提升迷走神經張力。這是相輔相
成的正回饋。而這一回饋圈以人際關係為中介：高迷走神經張力→正面情緒→良好的社會互
動→提升迷走神經張力。看來正面情緒是促進身體健康的心理營養。
對於情緒低迷的人而言，這是壞消息。他們需要心理建設，培養正面情緒，才能進入這
一身－心正回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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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龍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恐龍的演化是生命史的重大事件。恐龍支配陸地生態系長達兩億三千萬年，是最成功的
動物群。
不過恐龍的起源仍是一個謎。已知最古老的恐龍化石，出土於阿根廷三疊紀晚期的地層。
現有證據顯示，恐龍家族的演化速率非常快，不到一千萬年 3 個主要支系都出現了。但是整
體而言，恐龍在三疊紀還不成氣候。因此，恐龍家族在那麼早的時候就有了巨大的內部變異，
得以迅速輻射演化，令人難以理解。除非恐龍源遠流長，早就開始演化了。
於是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的古生物學家奈思畢（Sterling J. Nesbitt）與倫敦自然史
博物館，以及加州大學（柏克萊）的同行合作，到博物館搜尋更古老的恐龍化石。結果他們
發現了 1930 年代出土的奈艾薩龍（Nyasasaurus parringtoni），那是英國劍橋大學古生物學家

巴林頓（Rex Parrington）在坦尚尼亞奈艾薩湖附近的山谷發現的；出土地層屬於三疊紀中期，
距今 2.45 億。（按，奈艾薩湖位於東非大裂谷最南端，湖面積非洲第三，湖深非洲第二。）

奈思畢等人詳細檢驗了奈艾薩龍的標本，結論是：奈艾薩龍是恐龍，不然就是與恐龍祖
先有密切親緣關係的動物。換言之，恐龍的起源時間可能比流行的想法早了 1,500 萬年—距
古生代結束時的大滅絕（2.53 億年前）不久。
（按，奈艾薩龍身長 2 ∼ 3 米，高 1 米，重 20 ∼ 60 公斤，貌不驚人。）

土衛泰坦上的尼羅河？
美國 1997 年發射的探測器卡西尼號，2004 年抵達土星附近，現
在正在環繞土衛泰坦，並把偵測到的科學數據、影像傳回地球。泰坦
是地球以外唯一表面有液體流動的行星，只不過那裡流動的不是水，
而是甲烷、乙烷。
2008 年，卡西尼號在泰坦南半球發現了一個乙烷湖；2010 年，

在赤道附近發現因雨而溼透的地面。2012 年 9 月 26 日，卡西尼號在
泰坦北半球高緯度地區拍到了一個河流系統，乍看之下像是具體而微
的尼羅河。

土 衛 泰 坦 上 的 河 流， 全 長 約
400 公里。（圖片來源：NASA/
JPL-Caltech/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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