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小长假，朋友圈里不少80后转了一篇文章《摩拜
创始人套现15亿：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两天后，80
后作家、职业赛车手韩寒，在微博谈看法，及其讨厌这种标
题，称这已经不光是在贩卖焦虑，而是在制造恐慌；成功的
定义绝不只是套现几亿十几亿；安于现状或不甘如此，都是
每个人自己内心的意愿，他人不可强加……

更早几天，一件原本微不足道的事情也曾在朋友圈
刷屏。

3月29号，美国加州洛杉矶的县高等法院在一起初
步判决中，要求加州所有的咖啡经营者在其所售的咖啡
产品包装上，标注含有致癌物的警告标识。

这场官司已经打了8年之久，是由加州的一个非营
利公益组织有毒物质教育和研究委员会，于2010年依据
1986年加州的一项法律“安全饮水与毒物实施法”提出
的。该法列出了850多种已知的和可能的致癌物质；要
求超过10名雇员的企业，生产含有此类物质的产品都应
有标识。咖啡豆的烘焙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化学物质叫丙
烯酰胺，它也在这份名单中。初步估计，加州有超过包
括星巴克、麦当劳、7—11等90多家企业受影响。

判决之后，相关企业反应各不相同，有的表示会在
包装上标注，也有的例如星巴克，则由美国咖啡协会代
为表达诉求。美国媒体也很淡定，没有什么特别反应。
更有专家指出，他理解法官依据的逻辑，但世界卫生组
织早就把咖啡列为健康饮品，与癌症没有直接关系，甚
至调侃：走，去弄杯咖啡喝！

这样一件事在国内社交媒体发酵成：《星巴克最大
丑闻曝光，我们喝进嘴里的咖啡，竟然……》。某公号
的标题夺人眼球，内容更是惊悚，将此事描绘成星巴克
精心掩盖的秘密，历年来荼毒生命，此判决一出，星巴

克倒闭指日可待。更可笑的是该文绘声绘色说，判决当
日，星巴克股票大跌 0.01，投资者欲哭无泪，血本无
归，老板跳楼的心都有了……每股跌1美分，这也叫大
跌？据了解，星巴克股价在50多元徘徊已久，每天涨跌
都属正常，不知该文作者有什么特异功能从那天的0.01
中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好在没两天，人们即回过味来，陆续有了校正的文
章。但之前的那篇危言耸听的文字已经成功吸引了眼
球，完成10万+。

这几年社交媒体文字标题越来越堕落，只要能够吸
引眼球，无所不用其极，例如长盛不衰的“吓尿体”：
刚刚！中国放一大招，美国傻了，俄罗斯惊呆了，日本

吓“尿”了，欧洲人倒吸一口冷气!！一看内容，讲的是
中国最新一代战斗机试飞。这些“吓尿体”，明眼人一
看内容就知道大多是无厘头的臆造，或者是无限放大，
但每每出现，还是能引发大量传阅。有网友调侃道：一
年总结下来，美国吓“尿”了15次，日本吓哭30次，韩
国在厕所晕倒45次，印度偷偷抽泣20次，英国德国惊呆
10次。如此看来，最畅销的产品应该是尿不湿。

韩寒的表态是站在同龄人的立场，提醒年轻人，创
业大多是失败与挫折，不愿当员工未必都要当老板，这
个社会有很多道路可以走。那些校正咖啡是否“致癌”
的文章，主要是专家科普的角度，谈食物中的丙烯酰胺
多大剂量才需要介意。两者都冷静、客观地提醒读者不
要被“标题党”牵着鼻子走。

标题是文章的门面，读者对于文章的第一印象来自
标题，生动有趣的标题自然会给文章添彩。“标题党”
在大众传媒中早已不是新鲜事。如何吸引读者，是任何
媒体都会首先考虑的问题，严格说来，做好标题也是有
讲究的。商业利益的驱动，新媒体的信息发布需要通过
点击率和浏览量营利，这也可以理解，但总该有个

“度”，有个底线。现在的“标题党”，不惜为了夺人眼
球而扭曲事实，好像除了耸人听闻、让人恐慌就别无他
法，尤其这一现象随着新媒体的兴盛而“兴盛”，着实
令人厌倦，避之不及。

众怒之下，那篇咖啡“致癌”的文章被第三方机构
评定为谣言，公号也因违规被取消关注。为增加点击率
和阅读量而“造假”的行为，这回终于遭到驱逐！

周末的早晨春光正好，一杯手磨咖啡端着正要细细
品味，电脑屏幕右下角突然蹦出：“有毒！快扔掉你的
手机壳！强致癌物超标上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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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胡桃夹子”，你肯定会想
到柴可夫斯基，可是或许你不知道，这
出芭蕾舞剧改编自 1816 年的一部中篇
小说，作者是多才多艺的德国学者霍夫
曼。就在同一年，霍夫曼还发表了短篇
小说《沙人》，女主角是个非常美丽的
机器人，令男主角一见钟情，几乎不能
自拔。后来男主角无意间发现她的真实
身份，居然因而发了疯……

看到这里想必有人会问，既然这个
故事比《科学怪人》早发表两年，为什
么科幻元年不是 1816 呢？原因很简
单，机器人和科幻并不能画上等号，就
严格标准而言，《沙人》还不算是正统
的科幻小说。

虽然女主角毫无疑问是机器人，作
者霍夫曼并未对她的本质多所着墨，顶
多提到她体内有好些发条。相较之下，
玛丽·雪莱对“科学怪人”各方面的描
述就详尽多了，因此我们可以说，霍夫曼的机器人尚未
完全摆脱奇幻色彩。

事实上，这类夹在灰色地带的机器人是西方文学的
常客，若要追本溯源，可以直溯三千年前的古希腊。在
希腊神话中，近似机器人或机器兽的角色着实不少，最
有名的当数塔罗斯（Talos）这个巨大的铜人。希腊神话
对它的描述相当仔细，甚至提到它体内有一条直上直下
的血管，里面流着神族的血液。

巨形铜人塔罗斯终年驻守克里特岛，每天沿着海岸
线巡逻三圈 （3000多公里），驱赶所有企图登岛的入侵
者。后来一群英雄豪杰来到岛上，一位奇女子用计拔掉
它脚跟上的塞子，不久它便“失血过多”倒地不起，成
了一堆废铜烂铁。之前我们提过，在古今中外无数的幻
想文学中，不知潜藏着多少堪称科幻的成分，这个塔罗
斯就是绝佳的例子。只要将它体内的血管改成电线，将
血液换为电力，它就能摇身一变，成为标准的科幻机器
人。

接下来让我们换个时空，谈谈东方的古典机器人。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虽然东方古国的冶金术相当发达，
偏偏没有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换句话说，古东方的机器
人多数不是金属之躯，这点相当耐人寻味。例如，在佛
经中不时出现的机关木人，以现代眼光看来，其实就是
木制的机器人。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 《生经》 中的一个故
事，主角是一位名叫“工巧”的印度王子，他在云游四
方时造出一个栩栩如生的木人，不但足以乱真，而且能
歌善舞。后来，当木人在异国宫廷表演时，阴错阳差惹
恼了国王，因而惹来“杀身之祸”。王子在万般无奈
下，自己动手拔掉木人身上的栓子，它便在瞬间解体成
一堆积木。直到这个时候，国王才相信木人并非真人所
假扮，感叹曰：“此人工巧，天下无双，作此机关，三
百六十节，胜于生人。”

机器人在中国古籍里当然也没有缺席，其中的佼佼
者公认出自《列子·汤问》，讲述西周时期一位西域巧匠
所制造的机器人。但由于篇幅所限，必须另辟专章来讨
论这篇杰作。在本文结束之前，且让我们聊备一格，从
一本唐朝的笔记小说中，抄录两则应属虚构但煞有其事
的记述：

一、杨务廉甚有巧思，常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
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
布施。市人竞观，欲其作声，施者日盈数千矣。（这是
个能做出简单的动作，并具有初步语音功能的木制机器
人。）

二、王琚刻木为獭，沉于水中，取鱼引首而出。盖
獭口中安饵为转关，以石缒之则沉。鱼取其饵，关即
发，口合则衔鱼，石发则浮出矣。（这是个会捕鱼的木
制机器兽，其功能不逊于当今的自动捕鱼装置。）

（作者系台湾著名科幻作家、翻译家）

近日，世界首例克隆猴出生3个月后
再次亮相上海。目前它们从形态、动作和
长相上依然很相似，“中中”好动，“华
华”因为小10天，相对弱一点。它们上蹿
下跳，非常健康。

2017 年 11 月 27 日，第一个克隆猴
“中中”在位于上海的中国科学院神经科
学研究所、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
心的非人灵长类平台诞生；2017年12月5
日，第二个克隆猴“华华”诞生。2017年
1月25日，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细胞》以
封面文章在线发表了此项重大突破。

还记得克隆羊“多莉”的诞生吗？
1996年7月5日，英国科学家伊恩·威尔穆
特博士成功地克隆出了一只与它的“母
亲”一模一样的小羊。正是多莉的出现，

“克隆”这个科学术语变得妇孺皆知。
利用体细胞克隆技术，不仅诞生出

了包括马、牛、羊、猪和骆驼等在内的
大型家畜，还诞生了包括小鼠、大鼠、
兔、猫和狗在内的多种实验动物，但与
人类最为相近的非人灵长类动物体细胞
克隆的难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也就难
以建立模拟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因此
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

全世界从2002年就开始非人灵长类

体细胞克隆的研究，但一直没有相关科学
报道。其中，最接近的一次是2010年美国
俄勒冈灵长类研究中心在做胚胎移植第81
天时发生了流产。当时，中科院院士、中
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脑智卓越中心
主任蒲慕明认为，美国科学家还差一半就
成功了，我们只要做好另一半。

中国科学家团队经过了5年的不懈努
力，才成功地突破了这个世界生物学前沿
的难题。研究团队的孙强研究员至今依然
记得从蒲慕明院士那里“领命”的一刻，
那是在2012年。这“另一半”的艰辛却比
想象中还要艰难。体细胞克隆有4个关键
节点，即胚胎构建、激活、核基因组启动

和着床后发育。在核基因组启动前，体细
胞核要经历一个回复到早期胚胎核状态的
过程，即重编程。重编程不充分的胚胎，
往往容易发生流产和早产现象。跟小鼠相
比，猴体细胞核移植技术难度更高，优质
囊胚率很低。

困难时刻接下这个任务，唯有全力以
赴。团队常驻地处偏僻的非人灵长类平
台，没有食堂，十七八个人要轮流做饭，
还要照顾1000只猴子。

2016 年底，该团队通过不断技术攻
关，优质囊胚率从零逐步提高到了7%，又
从7%提高到了29%。出生于1988年的论
文第一作者刘真在“千锤百炼”中，练就
了猴体细胞核移植的过硬本领，不到10秒
可以完成一次卵母细胞去核操作，不到15
秒完成一次体细胞注入操作，从而在实验
中对卵细胞造成的损失最小。

他们从6只供体猴上获取卵母细胞，最
终克隆出两只母猴“中中”和“华华”，并
通过27个微卫星DNA位点分析证明，它们
的核基因组信息与供体体细胞完全一致。

体细胞克隆猴的成功，将推动我国率
先发展出基于非人灵长类疾病动物模型的
全新医药研发产业链，促进针对阿尔茨海
默病、自闭症等脑疾病，以及免疫缺陷、

肿瘤、代谢性疾病的新药研发进程。以我
国科学家为主导的灵长类全脑图谱计划的
实施和灵长类脑科学的前沿研究，将进一
步使我国成为世界脑科学人才的汇聚高地。

任何科学发现都是双刃剑，既有可能
带来巨大的进步，也有可能造成一系列危
机，核能、基因编辑都是典型的例子。生
命科学的伦理问题不仅仅是科学家需要注
意的，更需要政府部门以及整个社会大众
共同参与，通过立规、立法等方式，来约
束人们的行为，做出正确的决策。

中科院党组号召全院科研人员向“灵
长类体细胞克隆猴”科研团队学习，学习
他们科技报国、至诚奉献的爱国精神，勇
于创新、奋力争先的拼搏精神，甘于寂
寞、追求卓越的敬业精神，同心协力、踏
实苦干的团队精神。

河北省文安县以“科普中国·百城千校
万村行动”为引领，丰富科普信息化产品
和内容供给，构建起以“大喇叭”工程为
实体的科普之声广播网络，推动了“科普
中国”的落地应用，让“科普中国”在全
县扎根，落地开花。

文安县辖383个村街，55万人。该县将
“大喇叭”工程作为落地“科普中国”一项
重大的惠民工程，投资460余万元，利用光
纤、电脑、无线网络等现代技术改造提升

“大喇叭”，建成县级广播播控中心1个、乡
镇广播站28个、村街广播室383个，共安装
大喇叭1992个，构建起了集政令发布、科普
知识、信息教育、预警预告、群防群治于一
体的智能广播系统，并于2017年10月实现
了全县域383个村街“大喇叭”广播村村通。

据介绍，县科协充分整合已有资源，
密切配合，推动“科普中国”全面落地应
用，定时定向精准推送科普信息。用“接
地气”的语言形式，把科普知识通过“大
喇叭”讲清楚、讲明白，真正让广大群众
在田间地头、家里炕头，就能很方便地获
取到科普信息，做到了记得住、能听懂、
能用上。县科协还与其他有关部门建立了
专家服务团、农技协、科普基地、科技致
富能手、村“两委”班子、科普志愿者等
参与的“大喇叭”科普宣讲队伍，使“大
喇叭”成为了百姓的科普课堂。

文安县通过农村“大喇叭”工程，将
“科普之声”传遍千家万户，探索出了一条
接地气、受欢迎、全覆盖的科普宣传的新模
式。其做法被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
及中央和省市主流新闻媒体相继报道，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张卫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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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成为“科幻之父”的霍夫曼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摄影的诞生与发展，改变了人
类的交流方式和艺术审美模式，对
人类文明的进程也带来了积极的影
响。正如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
麦克卢汉所言：“从印刷人时代走向
图像人时代的这一步，是由于照相
术的发明而迈出的。”法国社会学家
罗兰·巴特则特别强调摄影媒介所具
有的在一个精确时刻记录真实场景
的能力。一张照片并不是对某个对
象的复制，而是一种物理性的、“过
往真实的化身”。他还将摄影定义为
一种“在场的证明”，而这也构成了
纪念碑的一种新形式。

近一百多年以来，摄影广受重
视乃至被“另眼”相看，从某种意
义上讲，我们或许应该感谢探险活
动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事实上，摄
影术一出现便成为探险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照片就像护照一样，带着
人们的眼睛远赴异域，探险摄影亦
成为一种科学调查与艺术审美的结
合体。

“一旦一种伟大而简单的工具得
到普及，我们便能很容易地预想它
将会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揭示自然
科学中的其他奥秘。”1857年，一位
名为伊丽莎白·伊斯雷斯特的作者在

《摄影》一书中颇有预见地写道。的
的确确，在科学领域，从19世纪50
年代开始，摄影和摄影插图便已成
为越来越多的解剖学、生理学、精
神病学、人类学和犯罪学研究文献
中的标准元素，并被认定是事物客
观的见证工具。

特别值得铭记的是，1872 年，
美国摄影师埃德沃德·迈布里奇借助
火棉胶技术，利用影像拍摄出奔马的
分解动作，在摄影史上最早对摄影瞬
间性进行了探索——他的初衷其实
只是为了解决一个当时让不少人着迷
的问题：一匹奔马的四条腿会不会在
某一刻全部离开地面？（现在我们知
道，答案是肯定的）。这又启发法国
生理学家艾蒂安·于勒·马雷采用明胶
溴化银干版摄影术，以相似的拍摄方

法研究人类和动物的运动行为，将人
和动物的动作分解为精细区分的时
刻。

而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
在其晚年著作 《人类与动物的情感
表达》（1872年出版）中，亦借用摄
影的“客观性”这一“名声”，为自
己的观点提供事实依据——人类面
部表情不受文化背景的影响，具有
普遍的相似性，且与动物面部表情
相似，这充分证明了人类是从动物
进化而来的。

此后，摄影又在天文学、地理
学、古文物学等领域得到体现，并
且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的新的、超出
视觉的方法，一种向公众阐明新研
究和传达科学信息的媒介，更为广
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例如，
多次曝光的银版摄影法，展现了诸
如日食这样的天文事件多重曝光图
像的优点。在天体物理学领域，摄
影很快代替了绘图，作为观察和测
量的工具被大量应用。1887年，一
群科学家在巴黎组建了天文学领域
最具影响力的摄影观测项目之一
——“星图计划”。这一天空测量和
绘制项目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提供
了一份沿用至今的照相天图星表，
其中包括数以百万计的星星。

而摄影方面的发明和创新，反
过来又影响了科学家的观察方法，
让人捕获意外且看似琐碎细节的突
出特点，做更为深入的科学探究，
甚至重构有价值的观察层次结构。
1895 年，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康拉
德·伦琴发现了X射线，次年X射线

照相制版术便应运而生，人类由此
可以借助摄影看到肉眼看不见的事
物或现象，这为化学方面研究测定
青霉素、胃蛋白酶和维生素 B 等的
结构铺平了道路。在生物学领域，
DNA的X射线衍射关键图样则导致
了 DNA双螺旋结构的划时代发现。
可进行穿透观测的X射线摄影，还
在医学领域承担了主要的诊断角
色，开始了延续一个世纪的医学观
察传统，同时也成为艺术领域最容
易辨认的科学摄影。

不止于此。近几十年来，随着
航天技术的进步和太空事业的发展，
摄影已拓展到更为广阔的空间，乃至
成为“太空计划中使用最广泛的技
术”。正如“月表数据相机”这一名
字所代表的含义一样，太空领域的科
学摄影不再只是为了记录和展现某一
个画面，而已经成为月球测绘和精密
几何测量的一种重要手段，更是航天
工程公共关系活动的一种形式。当我
们欣赏到发自火星、月球和空间站上
乃至更遥远深空中的一幅幅高清图片
时，又岂会只是将其视为一种“科学
记录”？

今天，摄影已被接纳为当代艺
术的一种表达手段，杰出的摄影师
常常被看作是被赋予了特殊创意才
能的艺术家。摄影技术也一直在不
断地创新发展，从胶片时代走向了
数字摄影时代，摄影有了更大的乃
至无限的开放空间及创造可能性。

当科学与艺术相遇，我们看到
了什么？那是一种美妙的“艳遇”。

（下）

当 科 学 与 艺 术 相 遇
□ 尹传红

克隆猴“姐妹”为多种疾病诊疗带来希望
□ 王渝生

爱上科学爱上科学，，与爱同行与爱同行
4月14日，“常州新市民科技公益书屋”收到了上海

市科普作家协会赠送的8箱科技类图书，共计367册。这
是科技书屋至今收到的最大一次的捐赠。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爱心人士卞毓麟、江世亮、周
昭德等获得常州捐赠科技类图书筹建公益书屋的消息后，
立即呼吁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身边会员、同道等进行捐
赠。周昭德先生说：“支持公益事业，大家共同努力，今
后还会有《十万个为什么（新版）》等图书捐赠……”。
这让科技公益书屋筹建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江苏
省作家协会会员程中伟倍感温暖和感激，他表示：要是科
技书能够在孩子心中种下一粒科学种子、能够生根发芽，
也就心满意足了。该科技公益书屋计划5月初正式面向广
大朋友开放。

（作者系
国 家 教 育 咨
询 委 员 会 委
员 ， 中 国 科
技 馆 原 馆
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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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版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中译《环球科
学》），迈克尔·舍默的“怀疑论者”专栏探讨了“虚
假新闻”话题。

竹园茶话

4月14日-16日，以“数学与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第
六届全国数学科普论坛在上海市行知中学和宝山区教育学
院举行。本届论坛由上海大学、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主
办。出席论坛的有上海市教委、宝山区人民政府、上海市
科技艺术教育中心、宝山区教育局，及上海市部分区县少
科站领导、数学辅导教师和中小学师生代表等近千人。

中国科学院周向宇院士、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
宝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陈筱洁、上海大学副校长聂清、上
海市行知中学副校长严卫东分别致辞。

中国科学院杨乐院士、周向宇院士、林群院士和葛墨
林院士给主会场的全体师生们送上4场重量级的科学报告。

在两个分会场里，8位全国顶尖的数学专家带来了内
容新颖、妙趣横生的精彩报告。从不同视角向与会师生们
诠释了数学的精神与内涵，帮助青少年了解数学科学和人
工智能发展的最新成果，寻找以科学思维学习数学知识和
提高科学创新素养的方法。

“数学与人工智能”的饕餮盛宴留给众人的是数学的精
彩与科技的美妙。全国数学科普论坛旨在传播数学科学知
识，共享科技教育成果，精心搭建数学大师与青少年面对面
交流的平台，积极促进青少年数学知识的应用与提高。

数学与人工智能激烈碰撞
第六届全国数学科普论坛在上海宝山举行

一组由迈布里奇拍摄的系列照片，收入作者在1887年出版的《动物步态》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