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逢年过节，为了让烧制的菜肴味道更
鲜美，不少家庭主妇要到超市挑选新鲜食
材和各种调味品。我们常说这道菜的味道
很鲜，到底什么是“鲜”？相比于酸、甜、
苦、咸四种基本滋味，“鲜”给人一种奇妙
的感觉，即使我们再用精美的辞藻也很难
一语中的。直到近代，人类终于可以在科
学层面揭示“鲜”的本质了。

1866 年，德国化学家雷特豪森在面筋
里发现新化合物麸酸钠，就是如今通称的

“谷氨酸”，但是当时并没有在意，反而让
日本学生池田菊苗抓住这一线索当成日后
的主攻研究方向，回国后不久便宣布“味
精”提炼成功。1985年，在夏威夷首次鲜
味国际讨论会上，“鲜味”一词获官方认可
为科学字词，用来描述谷氨酸盐及核苷酸

等的味觉，现在已被认为是第五种基本味
觉了。

从化学视角来看，承担鲜味的化学成
分有很多，从广义上来说包括呈鲜成分和
增鲜成分两大类。目前已知的呈鲜成分主
要为氨基酸类、核苷酸类、有机酸类和肽
类四大类。此外，Na+、Cl- 等无机离子虽
然本身不呈鲜味， 但其可协助形成鲜味，
在鲜味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故称其
为“增鲜成分”。

L-谷氨酸和L-天门冬氨酸是两种典型
的谷氨酸钠型鲜味物质，来源广泛，日常
食用的贝壳、海藻、西红柿、豌豆、玉
米、蘑菇当中都有含量非常高的游离谷氨
酸。肌苷酸和鸟苷酸是鲜味最强的鲜味核
苷酸，牛肉、猪肉、鸡肉、干煎鱼等都含
有核苷酸。

琥珀酸、琥珀酸一钠、琥珀酸二钠是
主要的有机酸类鲜味物质，主要存在贝类
等水产品当中，其中有机酸二钠是干贝中
的主要呈鲜物质，又名干贝素。

一直以来，人们对鲜味肽的形成机理
及呈味机制不明确。近年来，我国科学家
利用量子化学、分子对接和人工智能，分
析了味觉受体与鲜味肽之间的相互作用规
律，从多个角度系统研究了目前已知鲜味
肽的味觉呈现规律，从而建立了用于开发
鲜味肽评价系统的数据库，对于人们更加
了解鲜味的秘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鲜味肽是一种新型的鲜味物质，它是
由氨基酸通过肽链组合而成的化合物，是
许多高端食材和调味基料鲜美味的主要来
源之一。酒类、海鲜、肉类、酱油、菌类
等物质中都含有鲜味肽。

不同鲜味化学物质之间还具有协同作
用，例如在含谷氨酸的食物中添加游离核苷
酸后鲜味会增加，起到“1+1>2”的作用。

鲜味的呈现自然离不开对应的受体。
相对于其他味道的受体，鲜味受体的发现
相对较晚，目前发现约有8种不同类型受体
与鲜味感知相关，均隶属于G蛋白偶联受
体家族，其中报道最多也最重要的有谷氨

酸受体、异源二聚体。
1996 年，科研人员发现了首个鲜味受

体味型代谢性谷氨酸受体，它既是第一个
被鉴定的味觉受体，也是第一个被鉴定的
鲜味受体。2022年发现的异源二聚体，不
仅可以感受谷氨酸，而且还可以感觉天然
的 20 种 L-型氨基酸。鲜味受体的相继发
现，也进一步证明鲜味是一种独立的基本
味道。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我们可以将鲜味
凝结在一粒粒小小的结晶当中，让我们获得
鲜味也更加轻而易举，味精便是日常炒菜最
熟悉的鲜味剂。目前常用的食品鲜味剂大约
有40多种，并且还处于不断发展中。

“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千百年
来，人们寻“鲜”的脚步一直未停。从远
古“茹毛饮血”到如今“食不厌细，脍不
厌精”，万千风情的“鲜”不仅仅是一种味
道，更包含着人们对食材的珍惜与尊重。

（第一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第二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

“当前规模化的AI大生产已然形成，
深度学习从技术、生态、产业等多个维度
逐渐成熟。”1月10日，百度首席技术官
王海峰在 Create AI 开发者大会上透露，
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已经进入

“深度学习+”阶段。
纵观人类历史前三次工业革命，其核

心驱动力如机械技术、电气技术和信息技
术都具有很强的通用性。进入工业大生产
阶段后，这些核心技术自身的产业链逐渐
成熟，成为整个经济社会的基础设施，各
行业加速应用新科技，转型升级，新行
业、新业态得以兴起。

在王海峰看来，以人工智能为重要驱

动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深度学习是其关
键核心技术，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呈现出
标准化、自动化、模块化的工业大生产特
征，推动人工智能进入工业大生产阶段。

王海峰指出，当前人工智能的融合创
新越来越丰富，在融合中趋向统一，在融
合中孕育新方向和新模式。大模型进一步
增强了人工智能的通用性，成为AI开发
和应用的新基座。深度学习平台的标准
化、自动化和模块化特征越来越显著，不
断降低人工智能的应用门槛，规模化的
AI大生产已然形成。

到底该如何理解“深度学习+”呢？
王海峰认为可以从技术、生态、产业三个

角度来理解。
从技术角度来看，“深度学习+知

识”，是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
方向。知识增强的深度学习，让机器同时
从海量数据和大规模知识中融合学习，效
果更好，效率更高。

芯片、深度学习框架、模型及应用构
成了深度学习良性生态。从生态角度来
看，“深度学习+上下游生态伙伴”，使得
应用需求和反馈传递到深度学习技术及应
用的每个环节，各环节持续迭代优化，加
速AI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此外，生态
中的产学研用各方，也在携手培养人工智
能人才。

各行各业应用深度学习技术降本增
效，创新产品和业务。从产业角度来看，

“深度学习+千行百业”，加快产业智能化
进程，努力实现高质量增长。我国的产业
体系品类齐全、体量庞大，深度学习驱动
的创新有丰富的应用场景，有助于形成良
性循环，促进底层技术突破，加快升级现
代化产业体系。

王海峰表示，“深度学习+”驱动技术
创新、产业发展，离不开深度学习产业链
的完善和壮大，而深度学习框架平台和大
模型贯通了从硬件适配、模型训练、推理
部署，到场景应用的全产业链，为人工智
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增长夯实了智能化基座。

AI 发 展 进 入 “ 深 度 学 习 + ” 阶 段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上接第1版）
“现有的30种鼠兔中，有28种生活在

欧亚大陆，其中12种鼠兔是中国特有的，
主要栖息在我国西部地区。2022 年夏天，
时隔8年之久重现天山的伊犁鼠兔还上了
热搜。”李茜用图片展示了这种动物界的

“卖萌扛把子”，只见它睁着圆圆的眼睛，
支棱着椭圆形的耳朵，憨态可掬的外表让
人想起泰迪熊玩具。伊犁鼠兔是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仅仅生活在天山山脉海拔2800
米—4100 米的裸岩地区，以金莲花、雪
莲、红景天等名贵中草药为食，简直就是
自然界的“养生大师”。

鼠兔是天生的挖洞专家，能以惊人的
速度在多岩地区挖出非常复杂的洞道。可
别以为这些洞道只是为了随时躲避天敌的
扑杀，讲究的鼠兔早就替自己的“地下别
墅”作好了规划，建造出储藏室、卫生
间、育婴房等不同用途的“房间”。

可惜，鼠兔的“建筑天赋”让人类一
度误以为它们是草场的破坏者，认为这些
洞道会破坏高原脆弱的生态系统。于是，
人们便对鼠兔开展了大规模的捕杀。“随
着对生态系统的研究不断深入，人们才发
现，原来鼠兔是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关键
种和‘生态工程师’。”李茜解释说，鼠兔
的活动提高了当地区域能量的循环和流
动，有助于保持生物多样性。不仅如此，
鼠兔挖掘的洞穴还为当地的鸟类和两栖动
物提供了栖息地和繁殖地。

就这样，鼠兔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
白”。李茜感叹：“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
分子，人类更应该冷静地思考，在尊重自然
规律的基础上与每一个物种和谐共生。”

从文艺到科技，不可或缺的文
化符号

在 《诗经》 中，古人用“有兔爰爰，
雉离于罗”比喻不同人迥然的境遇。欧洲
中世纪的油画、雕塑等作品里，也频频出
现兔子的身影。如今，兔子更已成为深深
刻印在人类生活中的文化符号。

很多读者都会有自己童年的一个“不解
之谜”：“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这句
诗有科学依据吗？“雄兔在发情期确实会用
后脚捶打地面，发出声响，以吸引雌兔。”
李茜笑着说，“但这主要还是一种文学性的
比喻，不能完全以此作为辨别雌雄的依据。”

看似柔弱的茕茕白兔，身上也藏着一
种冒险精神。少女爱丽丝跟着白兔开始了
兔子洞里的冒险，作为致敬，科幻名作

《黑客帝国》 也用电脑屏幕上的一句“跟
着小白兔”开启了尼奥追寻真实的旅程。

在现实中，“玉兔”则成为了中国首辆月球车的名
字。原本设计寿命只有3个月的它辛勤工作了两年半，帮
助人类的空间探索事业取得多项重要研究成果。科学家还
以它的名义开设了微博，科普探月知识。结束工作的那
天，月球车“玉兔”发博告别：“我已经是看过最多星星
的一只兔子了！”而前去接班的“玉兔2号”则勤勤恳恳地
工作至今，成为了在月球上工作时间最长的月球车。

六千多万年的时光长河中，兔从东亚走向世界，又
在太空中留下自己的“足迹”。兔年将至，愿每个人都
如同兔子，机敏而勇敢地向未知的冒险迈进。

从
演
化
到
驯
化
，
聊
聊
兔
的
﹃
前
世
今
生
﹄

新知·前沿2
编辑/ 张爱华2023.1.20

科普时报

国际前沿

科普时报讯（记者吴桐） 施普林
格·自然旗下学术期刊《自然·通讯》日
前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全球有近
2/3的珊瑚礁鲨和鳐物种濒临灭绝。

这项研究结果表明，从濒危物种占
比上看，珊瑚礁鲨和鳐的灭绝风险是所
有 1199 个已知鲨和鳐物种灭绝风险近
两倍，有必要立即采取保育行动，如本
地保护、渔业管理、执法，以及建立海
洋保护区来保护这些物种。

珊瑚礁是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
大的生态系统之一。从滤食生物到顶级
捕食者，鲨和鳐对于珊瑚礁生态系统的
正常运作至关重要，占据了大量的生态
位。该论文认为，虽然之前有研究认为
过度捕捞是一些种群急剧减少的原因，
但人们对珊瑚礁中生活的鲨和鳐的状态
仍存未知。

利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
红色名录，论文作者和同事评估了全
部 134 个珊瑚礁鲨和鳐物种的灭绝风
险，还比较了这些物种与其他珊瑚礁
物种的状态后发现，59%的珊瑚礁鲨和
鳐物种濒临灭绝，如白鳍半皱唇鲨和

花点窄尾魟，使它们成为了世界上除
海洋哺乳动物之外最濒危的种群。论
文作者还发现，捕捞是这些物种面临
的主要威胁，其他威胁还包括生境丧
失和气候变化。

论文作者发现，分布面积较大的大
型物种面临的灭绝风险最大，如公牛真
鲨和蝠鲼这两个物种在 60 多个国家的
水域中都有发现，在捕捞压力更大和监
管力度较松的国家，灭绝风险也最大。

论文作者指出，如果不加强对珊瑚
礁鲨和鳐的保育，那么珊瑚礁的生态系
统以及沿岸赖以为生的数亿人口可能要
受到严重影响。

六成生活在珊瑚礁的鲨和鳐濒临灭绝

诱 人 美 味 贵 在 “ 鲜 ”
□□ 莫尊理 孔重娟

科普时报讯（刘泽治 陈科） 中国
中铁科学研究院技术团队研发的运营隧
道维护多功能作业台车，目前已在成
昆、沪昆等 20 余座运营铁路隧道病害
整治工程中成功使用，实现了运营铁路
隧道病害整治钻孔、凿毛、开槽等关键
工序机械化作业。

截至 2022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
程达到15.5万公里，但部分运营时间较
长的铁路隧道容易出现病害，隧道渗漏
水、衬砌裂损、衬砌背后空洞病害较为
常见。传统的病害整治方式通常以人工
作业方式为主，采用锚喷支护或模筑套
衬等工艺进行整治，效率低，搬运施工
设备会耗费大量时间，影响了火车的通

行效率。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中国中铁科学

研究院技术团队依托中国铁路总公司、
中国中铁等科研项目，针对目前制约运
营隧道病害整治施工效率的钻孔、凿
毛、开槽等关键工序，研制出运营隧道
维护多功能作业台车。

该作业台车外形类似挖掘机，可以
由人驾驶到隧道洞口附近，履带上铁轨
用钢轮行驶，履带可自动伸缩避免影响
铁轨安全。作业台车到达隧道施工点以
后，可以操作机械臂来对病害处进行钻
孔、凿毛、开槽等作业，机械臂可实现
360度灵活转向操作，旁边只需少量辅
助施工人员即可。

“传统施工需要50多个人，我们现
在处理这些病害只需20个人。”据技术
负责人袁玮介绍，这项新技术成果具备
在既有铁路线轨道上自行上下道和自行
走的功能，实现了铁路运营隧道全周机
械化施工，缩短了设备上下道、进出场
和作业平台搭拆等辅助时间，有效提高
工作效率两三倍，大大节约了施工成本。

针对运营隧道维护多功能作业台车
应用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中国中铁
科学研究院技术团队制定了双机互救、
单机自救、机械臂手动复位等一系列应
急救援措施，一旦台车出现故障便可快
速排除，有效保障应用的可靠性和安
全性。

新型作业车快速整治铁路隧道“病害”

逢年过节，人们常会使用
“心想事成”这个词表达祝福。
如果心想就能事成，生活该有
多么美好。为什么有些人可以

“心想事成”，而有些人却“事
与愿违”，抛开客观因素不谈，
主观上两者有何差别？

心流状态助力梦想成真

每个人都会思考和行动，
但是专注程度是不一样的。美
国心理学家米哈里曾提出“心
流”的概念，指人们在全神贯
注地进行某项行为时表现的心
理状态。这一状态伴随着高度
的兴奋及充实感，以至于忘记
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人在心
流状态中不仅会感到身心愉
悦，充满秩序感和掌控感，并
且效率倍增，常有灵感和创意
浮现，事情进展得格外顺利。

以学习为例，处于心流状
态的学生沉浸在知识的海洋
里，心无杂念专注于当下的思
考，在单位时间中获得更多知
识，印象更加深刻。脑科学的
研究发现，此时学习者的前额
叶活动明显加强，而杏仁核的
活动减弱，这意味着学习者有
强烈的内在目标驱动，并且处
于积极的情绪体验之中。学习
者的中脑、小脑、丘脑和上顶
叶皮层在此过程中更容易被激
活。这些脑区与注意力的分配
有关，意味着学习者的注意力
高度集中，不断分配给关注对
象并完成挑战。

事实上，每个人都体验过
这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只不过
有些人是在学习和工作的时候
容易体验到心流状态，更加投
入学习和工作，从而收获更多
成果。另一些人在玩电子游
戏、看电影、打麻将的时候容
易体验到心流状态，于是将大
把的时间用在这些难以产生效
益的事情上，久而久之便陷入
碌碌无为的泥潭。

进入心流状态需要三
个条件

如何在你想做的事情上进
入心流状态呢？脑科学和心理
学家们给出了一些建议。

要 有 内 心 认 可 的 明 确 目
标。明确的目标会激活你的前
额叶，使你有一股强大的动力
向着目标前进。目标越明确，
越是你真心想要实现的，就越
有内在驱动力去行动。儒家的
修身功夫中特别强调“诚意”，
就是说起心动念要真诚、发自
内心，自然就有源源不断的力
量推动着你勇往直前。

要把任务进行拆解使其与自身的能力匹
配。有研究证明，学习者对任务挑战的认知是
决定其能否进入心流状态的关键。当学习者认
为自己的能力不足、难以完成任务挑战时，会
产生焦虑的情绪；当学习者认为自己的技能水
平显著高于任务复杂度、可以轻易完成任务
时，会产生无聊的情绪。两者都会导致注意力
涣散，难以进入心流状态，只有当学习者认为
面对的任务挑战与自身能力水平相当，可以凭
借自身的努力达成时，才更容易进入心流状
态。这也就提醒我们，如果面对的是有难度或
者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的任务挑战，应将其拆分
成一个个小而具体的任务挑战，这样就可以与
自身能力匹配，集中精力逐一破解。《道德
经》 云：“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
于细”，说的就是天下的难事都是从容易开始
做起的，天下的大事都是从细微处一步一步
完成。

学习和工作中取得了进展要及时给予积极
的反馈，可以是一声赞许、一份礼物或者一段
自在时光。积极的反馈会激活大脑中的“奖赏
回路”，奖赏回路中的多巴胺的释放会引起愉
快的情绪体验，并且激活前额叶皮层引起更强
烈的驱动力，去完成任务以获得新的奖赏。这
就好比一个不断升级的闭环系统，奖赏引起愉
快的情绪，愉快的情绪引起持续的行为，持续
的行为又引起新的奖赏，如此循环往复，日益
精进。这个“奖赏回路”亦正亦邪，它也是烟
瘾、酒瘾、赌瘾、暴力成瘾等一切成瘾行为的
原因所在，如果我们把它用在正确的事情上，
就会培养起很多有益身心健康的好习惯。

大脑充满了无穷能量，心流状态可以帮助
我们更好地追求梦想。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心
想事成，收获更多成长与快乐。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神经
科学学会科普与继续教育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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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秒已至，新春可期，大街小巷又响
起那熟悉的旋律“一年有365个日出……”

即将到来的农历癸卯兔年，可不止365
个日出。因“闰二月”的缘故，全年共有
384 天，从 2023 年 1 月 22 日开始，至 2024
年2月9日结束。癸卯兔年带给大家的另一
个惊喜是，这个兔年有两个立春，“一年两
头春”，也称“双春年”。

农历为什么要设置闰月

“历法主要分为阳历、阴历和阴阳合历
三种类型。公历属于阳历，它是靠观测太
阳的运动规律来制定的，地球绕太阳一周
为一年，因此一年是固定的365天。而农历
属于阴阳合历，它是由太阳和月亮的运动
共同决定的历法规则。”北京天文馆副馆长
齐锐告诉科普时报记者。

当月亮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从地
球上看起来月亮在太阳的方向，它的黑暗
面朝向地球，这叫作“朔”；当地球绕到太
阳和月亮中间，月球被太阳照亮的一面正
好对着地球，这叫作“望”。

“一望一朔也就是一个朔望月，它的平
均长度是 29.5 天，全年 12 个月，共 354 天
或 355 天，极少数为 353 天。”齐锐说，阳
历年的长度是365天多一点，这样一来，农
历年就比阳历年短了大约11天，因此每隔

几年就要在农历年中多加一个月，这样可
以使农历年与阳历年二者的长度尽量接
近，这个多出来的一个农历月，就称作

“闰月”。

闰月是如何确定的

齐锐介绍说，农历中闰月的制定规则
是比较复杂的，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也曾多

次改变农历历法规则。
按照现行的农历规则，置闰是根据二

十四节气来确定的。齐锐说，二十四节气
是我国独有的传统历法，是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二十四节气的本质是阳历，它与
月亮的运动毫无关系。在这 24 个节气中，
从立春开始，单数位置的节气称为“节
气”，双数位置的节气称为“中气”。例

如，立春、惊蛰等是节气，而雨水、春分
则是中气。

“假如某个农历月中不含有‘中气’，
则这个农历月就要算作闰月。”齐锐进一步
解释说，癸卯兔年中，恰好农历二月没有

“中气”，因此就是“闰二月”。此外，不仅
这个兔年是“加长版”，闰二月出生的孩子
也将等待“加长版”的农历生日，因为下
一次闰二月可就是19年后了。

“双春年”多少年一次

癸卯兔年还是个“双春年”。所谓“双
春年”，指的是在一个农历年中包含有两个
立春节气，分别为农历年初的正月十四和
农历年末的腊月二十五。

“由于农历历法的规则和计算比较复
杂，并需要观测天体运动的实际情况，随
时进行调整，因此‘双春年’的出现周期
并不固定。”齐锐说，但“双春年”并非
罕见，在整个 20 世纪中，“双春年”有
35年。

既然有双春年，当然也有“无春年”。
齐锐介绍说，由于2023癸卯兔年把次年的
立春也包含进来了，因此一般来说，下一
个农历年就没有立春这个节气，农历2024
甲辰龙年就是这样，但农历 2025 年又是

“双春年”了。

双 春 兼 闰 月 癸 卯 兔 年 不 一 般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图为地球围绕太阳运转，同时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示意图。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