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跑步5分钟

死亡风险降三成

现代社会， 人们经常感慨没时间

锻炼。但美国一项新研究显示，哪怕每

天只跑5分钟，不论速度快慢，也可以

把死亡风险降低30%。

艾奥瓦州立大学研究人员28日在

《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报告说，他

们对5.5万多名18岁以上成年人进行

了长达15年的跟踪研究， 其中24%的

人业余时间经常跑步。在研究过程中，

3400多人死亡， 其中1200多人死于心

血管疾病。

研究表明，与不跑步的人相比，跑步

的人总死亡风险要低30%，其中死于心血

管疾病的风险会减少45%。 平均而言，跑

步者比不跑步的人多活3年。进一步研究

发现，哪怕每天跑步仅5分钟，每周总跑

步里程和时速均不到9.6公里，或者说每

周只跑步一两次，也能降低死亡风险。

负责研究的艾奥瓦州立大学助理

教授杜克-哲·李说，研究显示每天跑

步5到10分钟，就能取得与15到25分钟

中等强度锻炼相同的效果， 因此该成

果将有助鼓励更多人开始跑步或坚持

跑下去。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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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或轻度污染

（据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成都

今/多云转大到暴雨

24℃～31℃ 阵风3~5级

明/阴天间多云有阵雨

24℃～28℃ 北风1~3级

今日尾号限行

3� 8

高温橙色预警昨结束

未来两天成都“退烧”

昨天的天气几乎是前天的完美复

制： 上午艳阳如期而至，13时许市区内

有阵雨小范围前来“突袭”，虽然只下

了几十分钟就收官，仍短暂阻止了气温

继续攀升的脚步，下午温江国家基本气

象站的最高气温止步在33.4℃，在盆地

所有城市中是最凉快的，“冠军” 被南

充以38.4℃拿下。这样晴雨随时切换的

天气未来两天还会维持，成都气象台昨

天早上8点终于解除了早在26日上午9

点就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省气象台表示，从7月21日起最近

一周四川盆地出现了高温天气， 平均

最高气温和高温 （日最高气温≥

35℃）日数均为历史同期最高，多地

出现严重干旱。随着“副热带高压”中

心退离大陆，向西太平洋移动，今年入

伏成都的第一轮高温天气也接近了尾

声，从今晨的分散性雷阵雨开始，今明

两天雨水将不停歇并且会逐渐加强，

成都会迎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最

高气温进一步降低，终于要凉快啦！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与亲和力有关的是面部表

情，面部表情越是高兴，嘴角度拉

得越高，亲和力就越好。通过从左

到右亲和力渐佳的分析发现，自

拍时需要尽量保持微笑。

主宰力更多表现在面部特征

雄性程度，额头越宽、面部颧骨越

宽、 整个面部特征越深越具有雄

性力量。 越是具有雄性特征的面

部，大家就越认为是具有主宰力。

部分房屋出现轻微裂缝

造成3人受轻伤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汤小均

）昨日

16时20分，绵阳市梓潼县发生4.9级地

震，成都、绵阳、广元、南充等多地震

感明显。地震发生后，梓潼县委、县政

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成立了应急领

导小组，组织各级干部分赴各地了解

情况。

地震发生后，成都商报记者赶到

了梓潼县，该县一幢陈旧的政府办公

楼， 屋顶和墙壁掉落了很多灰块。梓

潼县玛瑙镇，有少部分居民、村民的

房屋出现轻微受损， 但生产生活正

常。

居民杨大妈称，她家住在二楼，当

时她正在家中和孙子看电视， 突然整

幢楼都在摇晃，第一感觉就是地震了，

正当她抱着孙子跑到楼梯口时， 摇晃

停止了，但她还是抱着孙子下了楼。

“确实摇得厉害，镇上的人大多

跑出来了，但摇晃的时间很短，大家在

宽阔地带待了几分钟，又进屋了。”开

副食店的老板曹先生说。

昨日晚上， 记者从梓潼县宣传部

获悉，地震发生后，该县立即启动了应

急预案， 各乡镇干部第一时间搜集灾

情，并深入村社、挨家挨户进行调查。

截至记者昨晚发稿时， 已造成3

人轻微受伤，财产损失正在进一步统

计中。

“又在摇了！”“绵阳一天抖了四次，这节

奏一般人肯定把持不住啊！” ……昨日下午，

绵阳市发生的几次地震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

上引起热烈讨论。成都商报记者昨晚从四川省

地震局获悉，绵阳市昨日截至晚6点共发生4次

3级以上地震， 其中梓潼县4.9级地震发生后，

省地震局立即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派出由应急

救援处调研员龚宇带队的5人工作组迅速前往

震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具体灾情正在调查

核实中。这次4.9级地震，也是今年四川境内发

生的最强的一次地震。

为何成都有震感？

浅源地震

距成都仅100余公里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日16:

20， 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 (北纬31.5, 东经

105.2)� 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大

约49分钟后17:09，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北纬

31.4,东经105.2)� 又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

15公里。

据四川省地震局地震预报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杜方介绍，上述两次地震都属于浅源地

震，且震中距离成都只有大约130公里到140公

里左右，震级又都超过了4.5级，因此成都市区

有震感是正常的。其实，不只是成都，据绵阳、

德阳、乐山市防震减灾局报告，此次梓潼县4.9

级地震造成绵阳、德阳、乐山等地有感，其中梓

潼县城震感明显。

事实上，除了昨日下午许多人感觉到的两

次地震外， 绵阳市在昨天凌晨还发生过两次3

级以上的地震，且都位于盐亭县。分别是，01:

27在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 (北纬31.4, 东经

105.2)发生3.3级地震，03:30在四川省绵阳市盐

亭县(北纬31.4,东经105.2)发生3.1级地震。

灾情方面，省地震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的

同时，已指派绵阳市防震减灾局现场工作队先

期赶赴震区调查了解震情灾情。 此次4.9级地

震震中在梓潼县玛瑙镇附近，距梓潼县城约15

公里，距绵阳市区约50公里。具体灾情正在调

查核实中。

是否汶川地震的余震？

发生地非断裂带

亦不属汶川余震

天然发生的地震是地球上部沿一地质断

层发生突然滑动而产生的，是地球内部聚集的

能量的一种释放，全球大约85%的地震发生在

板块边界即构造上。四川发生的地震，多在龙

门山断裂带和龙泉山断裂带，比如汶川特大地

震就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 此次绵阳发生的4

次地震与断裂带是否有关？是否是汶川地震余

震呢？

杜方介绍， 昨日绵阳4次地震的所在地

没有大的构造，即并不是发生在地震断裂带

上，与龙门山断裂带和龙泉山断裂带均没有

直接关系。同时，这四次地震也不是汶川地

震的余震，四次地震之间也没有主震和余震

的关系。

为何一天之内多次发生？

频次比平时高

仍属正常地震现象

不在地震断裂带上却一天之内连续发生

四次地震，这是为什么？是否正常？杜方表示，

绵阳一天之内发生四次3级以上、其中两次4级

以上的地震，确实频次比平时要高，不过这仍

然是四川盆地监测到的正常的地震现象，只是

由于震感稍强引起公众关注，其实平时也有很

多小型地震在发生。

比如， 这次发生4.9级地震的震中南侧大

约30公里处，去年2月19日就发生过一次4级以

上的地震，不过那次的地震与这次没有直接关

系。昨日发生的频次虽稍高，但目前看来也并

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只是正常的地球内部能

量的释放过程。

四川省地震局记录的数据显示， 本月以

来，四川境内已发生3级以上地震11次。今年以

来，成都都江堰、理县、青川均发生过4级以上

地震。而去年8月28日至9月6日的10天时间里，

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得荣县交界地区曾连续

发生过11次4级以上的地震， 其中5次发生在8

月31日，最高震级达5.9级。

是否还有更强地震发生？

不在构造上

不会有大地震发生

连续发生4次地震后，还会不会有更强的

地震发生呢?杜方表示，大地震一般发生在大

的地质构造上，而绵阳昨日4次地震的所在地

没有大的构造，因此不会发生大型的地震。同

时，昨日连续4次地震后，此处地层内聚集的

能量已经有所释放，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

是一种好事”， 后面再发生更强地震的可能

性也因此减少了。 资料显示， 绵阳梓潼、三

台、 盐亭距离龙门山断裂带有大约几十公里

的距离。

成都商报记者 祝楚华

梓潼三台连发地震 3人轻微受伤

省地震局回应：属正常现象，省地震局已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派5人工作组前往震区

这个人想要帮助我

还是伤害我？

亲和力

这个人能帮助我

还是伤害我？

主宰力

这个人能成为一个

优秀的合作伙伴

还是对手？

青春吸引力

在青春吸引力中，眉毛尾

越高，眼角越不下垂、脸部越

瘦削， 就越能表现出青春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瘦脸比较上

镜头的原因。

1

2

3

4

探访梓潼

同一个人，两张不同的自拍照片，评价

为何会天差地别？

实际上，自拍是有规律可循的，英国

研究人员最近发现，只要你的五官表情略

有变化，自拍角度有所不同，给人留下的

第一印象就会有巨大的不同， 很遗憾，群

众鉴定一个人是否可靠，第一印象就是看

脸的。

巧妙利用这种心理，就是拍出完美自拍

照的诀窍。

“第一印象的关键就看脸”

当人们看到一张脸部照片 （例如自

拍）的时候，大脑会不由自主的立刻进行

判断，照片里的人是否友好、是否值得信

赖， 这些第一印象会在一瞬间形成。“没

错，第一印象的关键就看脸”，约克大学心

理学教授安迪·扬说， 这些第一印象能影

响持续的行为。例如，对竞争力的判断能

影响投票决定。

为了获得量化数据， 安迪·扬教授带领

研究小组从社交网站上下载了海量的图片，

然后筛选出了1000张最受欢迎的自拍照面

孔，再通过65个不同的评价标准进行定量分

析，最终，他们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通过这

个模型可以准确地预言人们对某张照片的

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研究表明，即使是同一个人，只要筛选

出不同的面部照片，就能人为地制造出有利

或者不利的第一印象，对于那些公众人物而

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同时，研究也证明，即使是同一个人的

自拍， 也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面部表情，

因为微小的变化很可能会导致完全相反

的评价。

相关论文已经刊发在PNAS（美国国家

科学研究院学报）上。

想显得年轻 选看起来瘦削那张

一个人对一张照片第一印象的变化，会

受年龄、性别等固定因素，以及表情变化等

可变因素的影响。

安迪·扬表示，利用这些数据，你可以决

定什么时候自拍，例如不高兴拍出来的照片

多半不受人欢迎，因为没有亲和力。而这些

结论也能对多次自拍后，如何选择照片提供

有效意见。想要显得年轻，就选择脸部看起

来瘦削的那张，想要显得有亲和力，就选择

笑容灿烂的。

正因为同一个人不同面部特征所达到

的第一印象效果不一，因此不同场合就能根

据这些结论选择照片。例如想要表现出对事

物掌控力的严肃证件照，就可以选择脸部轮

廓显得较为深邃的那张照片。

成都商报记者 黄修眉 综合新华网

图片来自

PNAS

论文

为什么有些人自拍出来的照片总是特

别地好看？很明显，自拍时相机与脸之间的

相对角度占了绝大部分的因素。打开网络搜

寻，很快地就可以搜寻到非常多与摆姿势相

关的技巧教程。然而，这些教程往往太过抽

象而不容易简单地运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

心中不免疑惑，究竟要怎么样摆姿势才是最

好看的呢？

不同于专家的意见， 我们直接试着从数

据中找出规律来。以下选取3位网络美女（张

齐郡、张香香、黄杏蕙）公开的上千张照片进

行分析。要分析她们自拍时如何摆姿势，我们

得先从影像中估算脸与相机间的相对角度。

大致上可以分为3个步骤：

首先用现成的软件批次下载美女们在网

络上的公开照片；其次用Open� CV中的人脸

侦测软件来自动地标示每张照片里脸部的位

置；有了脸部的侦测，我们接着运用计算机视

觉的技术来估算脸部3D的Pose。

在这里我们使用空气动力学中的俯仰

（Pitch）、 扭转（Yaw）和横摆（Roll）来表

示物体（人脸）与观测者（相机）间的相对

角度。简单来说，对于人脸，“俯仰”指的是

鼻尖指向相机下方或是上方，“扭转” 则是

表示左脸或是右脸，“横摆” 用来表示脸倾

斜的角度。

有了照片中估算的角度， 我们可以用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核密度估计）的

方法来估计3位正妹各自的俯仰、扭转和横摆

的一维几率分布为何。

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3位网络美女在俯仰

度（线髴）的选择上相当一致，绝大部分的自

拍照都选择将脸朝下15°左右的姿势。 这和

一般人对于自拍的认知相符合， 脸朝下自拍

往往可以有瘦脸的效果。 经由影像分析我们

得到15°左右也许是最佳的结果。

第二，我们观察到扭转度（线髵）的选

择上有蛮大的差异。例如说，张齐郡习惯性

地会将她的右脸面向相机，而张香香则是较

喜欢露出她的左脸。然而，不论是倾向左脸

或右脸， 横摆的角度大小通常为20°左右。

也许在这样的角度底下，可以让自拍照片脸

部特征更加立体。至于个人左右脸哪个比较

具吸引力，可能需要自己看镜子练习一下才

能得知了。

第三，3位正妹照相时横摆角度 （线髶）

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绝大部分的照片都在

0°左右。不过还是可以从比较中观察出些许

不同。 比如说张齐郡较偏爱在自拍中选择较

大的横摆角度。

如何科学地拍出完美自拍照？

脸朝下15°左右侧20°不倾斜

看天气

谈养生

科学研究告诉你

怎样自拍最漂亮

英国科学家最近研究发现，“最受欢迎自拍照”具备：亲和力、主宰力、青春吸引力

■即使同一个

人的自拍照，

因为面部表情

的微小变化，

也可能导致完

全相反的评价

■英国教授筛

选出 1000 张

最受欢迎的自

拍照面孔进行

定量分析，最

终建立了一个

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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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云贵川联销“天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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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

3D

”第

2014202

期开奖结果：

627

，

单选

26974

注， 单注奖金

1000

元， 组选

3

，

0

注，单注奖金

320

元，组选

6

，

60622

注，单注

奖金

16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双色球”第

2014086

期开奖结果：红

色球号码：

14

、

02

、

12

、

10

、

04

、

30

， 蓝色球号

码：

08

。一等奖

6

注，单注奖金

8140814

元。二

等奖

147

注，单注奖金

160245

元。滚入下期

奖池资金

321991524

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

国联销 “排列

3

和排列

5

”第

14202

期排列

3

直选中奖号码：

475

， 全国中奖注数

4824

注，单

注奖金

1000

元； 排列

5

中奖号

码：

47553

，全国中奖注数

8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

●

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第

14087

期

开奖号码：

1189101

，一等奖

0

注 ；二等奖

15

注，单注奖金

22309

元。

兑彩票

-80 -60 -40 -20 0 20 40 60 80

0.06

0.05

0.04

0.03

0.02

0.01

髴

髵

髶

（纵轴为密度，横轴为角度，曲线分别是：

髴

俯仰

髵

扭转

髶

横摆 均为人脸与相机的相对角度）

-80 -60 -40 -20 0 20 40 60 80

0.07

0.06

0.05

0.04

0.03

0.02

0.01

-80 -60 -40 -20 0 20 40 60 80

0.06

0.05

0.04

0.03

0.02

0.01

髴

髵

髶

髴

髵

髶

0.07

0.08

数据分析根据脸书上的网络美女张齐郡、张香香、黄杏蕙（依次从左至右）上千张照片进行数据分析，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一日四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