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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介绍的是一个比较奢侈的馆子，
或者说已经不能叫馆子，要叫酒店了。

28、30、33、35、38、56、74、114路公交总公
司站；47,3到玄武门站；地铁1号线玄武门站
推荐菜：哈根达斯、碳烤生蚝、三文鱼、酥皮
鱼翅汤、鱼翅捞饭等等等等。
人均消费：中午￥148每位，晚上￥198每位。
	 店面信息：鼓楼区中央路201号南京国际
广场购物中心L8楼(近地铁1号线玄武门站1号
出口)
	 食客点评：
1、从梅花山回来饿的前胸贴后背，找找吃
的，早上出门就没有怎么吃东西，朋友提议去
吃自助餐，而且突然想吃哈根达斯，四海一
家一直好火，因为东西的种类多，到了国际
广场，国际广场的人真是少，除了7,8楼的人
多，7楼是几家还不错的餐厅，8楼最出名就是
这家自助餐，我们到的时候里面差不多坐满，
哈根达斯没有限制吃，第一次来吃的四海一
家，吃哈根达斯吃的我大半个月不想在吃，海
鲜也好多，生蚝,刺
身,三文鱼,生蚝,鱼
翅汤以及等等，这
些都超过了平时在
外面吃的价格，而
且源源不断。生蚝
最喜欢，真好吃，
个头大，肉多。
2、四海一家这家
店我不得不评价了
哦，其实也是第一
次来这家吃东西，
也是朋友邀请过来
的，因为朋友的公
司举行聚餐，可以
带周围的朋友一起
去吃，所以朋友就
邀请我一同去参加的，刚到那里，人好多的
啊，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四海一家的呢，生意特
别的好，走过一段路到了朋友公司那边包的一
个小场地，里面的摆设非常的好，还有投影仪
可以让公司做活动用，吃起来也非常的随意，
整个公司的人聚在一块感觉特别的好哈哈，整
个只是整体的布局哦再说说里面吃的东西吧，

哈哈我最喜欢吃的	鱼翅捞饭特别的每位，转
了一圈吃的真的品种太全了，眼睛都花了，都
不知道吃什么好，东西多的不得了真想把所有
的东西都给吃上个一遍，菜品真的是质量很
好，非常的值得，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菜哈
哈，吃了好多撑死了，不多说了，想好好的夸
一下这家自助餐厅，多说也没用的哦有空大家
可以去吃吃看的，我这是第一次来感觉非常的
好，吃的也很开心。
	 小编小记：这也是小编我在来南京没多
久的时候吃过的一家餐厅。比较狗血的是它有
当月星座打八折的活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
有。当时我们过去的时候，在taxi上，一舍友
给我打电话，问我们这车上有木有天蝎座的。
然后我问了一下回他，我们这一车三个狮子
座=		=|||，后来我就很纳闷他问这干啥，到
了四海一家才知道。其实小编我去这种中高档
自助餐厅完全就是奔着哈根达斯去的，不限量

哟，然后我们选
了两个直线距哈
根达斯柜台不超
过1米的桌子。在
菜品上，四海一
家做的感觉没有
金钱豹好，在菜
品更新及时度、
每 种 菜 品 的 菜
量、菜品数量、
菜品质量上感觉
都不如金钱豹，
但它比金钱豹便
宜几十块钱，而
且 去 这 种 餐 厅
吃的其实是个感
觉，对菜品的需

求倒是显得没那么重要了。有一点比较坑爹
的就是，稀有菜品要排号，类似碳烤生蚝，or
碳烤各种海鲜，我7点半进去，9点半走都没吃
到，人太多了。在西餐上做的比绝大多数店面
好，起码对得起这个价格。综合考评的话，还
是不错的，只是有点微贵，不作为常去推荐，
一年奢侈个一两次还是可以的嘛！

南京美食地图之——最热门餐厅大搜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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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厅描述：四海一家国际美食之都2005
年成立于广州。以“集四海美食于一家”的饮
食理念，云集星级中西厨师，接轨世界食尚风
潮，制作超过20个系列800多款国际美食，囊
括：巴西烤肉、日本刺身、铁板烧、港式烧
腊、泰国美食、马来西亚经典菜式、粤式名厨
“鲍罗万有”系列等，力求满足食客们无限的
美食渴望。
	 餐厅特色：餐厅内的装修时尚大气，细
节上处处体现了奢华低调的气质。细细品味，
原来采用的装修材多用的是旧船木，崇尚环保
的装修理念。饱经大海洗礼的船木，纹理清晰
酣畅，结构自然质朴，棱角饱满健润，质感厚
重大气，富有张力和表现力。而且，经过海水
几十或上百年浸泡和冲压，船木愈发的坚韧与
耐磨，铸就了它防水、防虫的天然环保性。
经过十几重复杂加工工序，制作成了四海一
家特有的桌椅、地板、门架，船木自身的纹路
使整个餐厅看上去幽远雅致，别具一格，环保
美态独树一帜。餐厅还承接各式时尚、个性化
的自助餐商务宴会、婚宴、百日宴等，专业宴
会服务团队具备多年从事酒店管理，丰富策划
经验。提供创意策划，细致的服务，贴身的跟
进，兼顾各个方面的需求。客人还可以自主设
计宴会流程，给亲朋好友最亲密融洽的宴聚氛
围，体贴每位宾客的口味需求。
	 公交线路：1、游1、8、15、22、25、

　　　　Mediating	Metabolism
　　Heart	 disease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of	 obesity-
associated	metabolic	disorders	 such	 as	 type	2	diabetes,	 but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is	 link	are	not	 fully	
understood.	Much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notion	 that	
specific	metabolic	 aberrations	 such	 as	 lipid	 accumulation	
compromise	the	heart’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	new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situation	is	more	complex:	Rather	than	simply	
being	an	organ	 targeted	by	metabolic	dysfunction,	 the	heart	
itself	may	 regulate	whole-body	metabolism.Grueter	 et	 al.	
observed	improved	metabolic	 features	 in	transgenic	mice	with	
cardiacspecific	overexpression	of	MED13,	a	regulatory	subunit	
of	Mediator	 (a	protein	complex	bridging	 transcription	 factors	
and	RNA	polymerase).	These	mice	were	 resistant	 to	diet-
induced	obesity	and	metabolic	syndrome	because	of	an	increase	
in	energy	expenditure,	 and	 they	 showed	altered	expression	
of	 genes	 controlled	 by	 the	 thyroid	 hormone	 receptor.	
Interestingly,	 cardiac	 expression	 of	MED13	 is	 negatively	
regulated	by	miR-208a,	a	microRNA	encoded	by	an	intron	of	
a	cardiac-specifi	c	myosin	gene.	Pharmacological	inhibition	of	
miR-208a	in	wild-type	mice	on	a	high-fat	diet	slowed	both	
weight	ga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lucose	intolerance.	
—	PAK	Cell	149,	671	(2012).

															介质机理
　　过度肥胖症患者往往有心脏异常等并发症，如二
型糖尿病患者。但这一现象的微观机理却一直没有被
彻底了解。过去很多的研究将其解释为脂质堆积等特
殊的代谢异常现象导致了心脏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一
项新研究显示了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上述的代
谢异常不仅仅影响了心脏，而是全身的新陈代谢，因
为全身的新陈代谢可能都是受心脏影响的。Grueter等
科学家观测了心脏部位MED-13蛋白过度表达的转基
因小鼠的新陈代谢的提高水平，（MED-13是一种沟
通转录因子和RNA聚合酶的介质的一个亚基）由于
能量消耗的增加，这些小鼠对饮食和代谢异常引起的
过度肥胖都有着很强的抗性。（给我也转个这个基因
吧…）它们体内受甲状腺激素受体调节的基因表达也
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仅仅是心脏的异常导致了全
身代谢的异常。此外有趣的是，MED13在心脏部位的
表达受miR-208a的负向控制（miR208a是一段由心脏
特有的肌球蛋白基因的内含子编码的微型RNA，这也
算是内含子特定生理功能的一个体现吧）但在各种大
量饮食的小鼠体内注入它后，小鼠的体重增长和糖尿
病发生都出现了明显减慢，与期待的现象恰好是相反
的。

PS：
糖尿病(Diabetes)分1型
糖尿病、2型糖尿病、
妊娠糖尿病及其他特殊
类型的糖尿病。　　
1 型 糖 尿 病 	 ( T y p e 	 I	
diabetes)是一种自体免
疫疾病(Auto immune	
Disease)。
2型糖尿病是成人发病
型糖尿病，多在35~40
岁之后发病，占糖尿病
患者90%以上。
妊娠糖尿病是指妇女在
怀孕期间患上的糖尿
病。临床数据显示大约
有2~3%的女性在怀孕
期间会发生糖尿病，患
者在妊娠之后糖尿病自
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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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研究生校庆报告会生物医学工程专场成功举办
	 2012年5月12日上午，2012年研究生校庆报告会生物医学工程专场在四牌楼校区

东南院102室成功举办，本次报告会由东南大学研究生院、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主

办，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学生科技协会承办。

	 上午9时，大会主席田艳艳宣布报告会正式开始。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党

委书记何林老师作场致辞，他勉励青年学生应当专注学术，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大

会邀请我院徐春祥教授、谢建明教授、赵兴群教授、张天柱教授作为评委。此次报告

会共收到39篇论文投稿，在5月9日举行的分会场报告上共有9名同学脱颖而出，进入到

了12日的大会报告。大会现场，9位同学分别就自己的研究课题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并与评审委员及现场观众进行了互动。谢建明教授作为评审委员代表对整场报告会作

了点评。大会最后评选出此次研究生校庆报告会的论文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口头报

告、优秀论文奖，几位教授及学院领导为获奖同学进行了现场颁奖。到次，本次报告

会落下帷幕。

	 作为东南大学110周年校庆的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报告会展示了同学们各自的研

究成果，激发了青年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热情。同学们纷纷表示，在报告会中都有很

大的收获，期待在学术领域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我校在第七届“挑战杯”江苏省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中喜获佳绩

	 5月13日下午，第七届“挑战杯”江苏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

审决赛颁奖晚会暨闭幕式在南京财经大学举行。我校报送的六件参赛作

品获得3项金奖、3项银奖，学校团体总分位居全省高校第一，夺得本届

“挑战杯”江苏省赛桂冠，并获得此次竞赛“优秀组织奖”。

	 其中，由集盒团队的丁彦、刘丽、陈冕、王婷婷等同学完成的作

品《集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业计划书》获大赛银奖。

我校举行百所重点中学校长“感知东南”活动
暨韦钰院士报告会

	 5月6日至8日，全国百所重点中学校长“感知东南”活动暨韦钰院士报告会在我

校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近百所重点中学校长齐聚我校参加了此次活动。

	 5月7日上午，活动大会由学生处处长李鑫主持，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刘波在致

辞中对全国百所重点中学校长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从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

方面介绍东南大学的情况。随后，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做了题为“神经教育学视角上的

创新人才培养”专题报告。韦钰院士就多年来对脑科学及中国儿童早期教育的研究，并

结合我国目前中学大学人才的培养模式，提出了全新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理念，与大家

分享了她多年来的科研成果。

	 下午，与会嘉宾参观了教育部混凝土结构重点实验室、“无线谷”、学习科学研

究中心实验室、吴健雄纪念馆以及九龙湖和四牌楼校区。

	 7日晚，易红校长出席了专为此次活动举行的欢迎晚宴并讲话。易校长向中学校

长们介绍了东南大学的办学思路和人才培养成果，并指出东南大学不仅拥有先进的教学

我院成功举办2012“血管生物力学”国际研讨会
	 4月18日至20日，由我校生医学院主办，生物力学实验室承办，江苏省药物研究

与开发协会协办的2012“血管生物力学”国际研讨会在南京成功举办。此次会议作为东

南大学11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一，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和中国力学学

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的支持。

	 会议由我校生医学院院长顾宁教授主持，校常务副校长胡敏强教授向大会致

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

士，“纳米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专家组召集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解思深

研究员讲话。

	 与会专家教授介绍了血管生物力学的主要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国内外最新研

究成果，从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对生物力学这一交叉学科的背景知识和研究热点进行了全

面、科学的阐述，为促进我国生物力学学科领域的青年学者成长，培养生物力学的后备

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科研硬件设施和一大批国家

重点实验基地，还拥有高水

平的师资团队，这些条件为

东南大学的人才培养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易红校长还对

各重点中学每年向东南大学

输送大量优质毕业生表示感

谢，并希望各中学能一如既

往的支持东南大学，共同为

国家“科教兴国”战略尽心

尽力。

	 近日，一张以东南大学
四牌楼大礼堂为背景的“民国
青年范儿”结婚照在人人网上
广为流传，大礼堂的古老与恢
弘之下，对视的年轻男女间流
露的感情显得格外美好。
	 据悉，这是@东南大
学新浪微博发起的活动：“亲
人校友团祝福母校110周年校
庆”中征集到的照片。原微博
如下：“我03级22系，老婆是
高中同学，如此美丽的四牌楼
校区，拍婚纱照必须过来！哈
哈！感谢母校的培育，祝东南
大学	110岁生日快乐，越来越
好！”
	 母校的博大包容着每
个学子的小幸福，而个人的幸
福汇聚成了整个东大的美好关
怀。

光影横斜

我校召开110周年校庆新闻发布会

	 	 	 5月14日下午，我校召开110周年校庆新闻发布会，通报校庆的基本情

况。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等26家中央及省市新闻媒体的30余位记者应

邀出席，我校常务副校长胡敏强、校长助理黄大卫、国际合作处处长史

兰新、宣传部部长毛惠西、校办副主任华卫国、建筑学院院长助理葛明

等出席发布会。发布会由毛惠西部长主持。

								胡敏强常务副校长向新闻媒体通报了我校110周年校庆的主题、活动

筹备情况以及6月2日校庆当天的主要活动安排。他说，校庆将突出	“友

情”、“亲情”、“学术”的主题有关校庆活动的具体安排已通过“110

周年校庆专题网站”、学校官方微博等向社会各界公布。

		 胡敏强常务副校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特别介绍了5月5日温家宝总

理为我校110周年所作的“以科学名世	以人才报国”的题词。他说，收到

温总理的题词后全校上下非常欢欣鼓舞，温总理的题词既是对我校110年

来办学的高度评价和褒奖，又是激励和鞭策，同时是对东南大学继续在

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方面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的殷切希望。我校一定不

会辜负温总理的期望，把东南大学建设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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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窗外放晴了。屋内仍继续下雨。我微笑。并不等于我快乐。我撑伞，并非只是为了避雨。你永远都不懂我在想

什么。我想拥抱每个人，但我得先温暖我自己，请容忍我。因为我已在练习容忍你。我的心常下雪，不管天气如

何。它总是突然的冻结，无法商量。我望向繁花盛开的世界。，固定缺席。我的心开始下雪，雪无声的覆盖了所

有。湮灭了迷茫，骄傲和哀痛。当一切归于寂静，世界突然变的清凉明朗。所以，别为我忧伤，我有我的美丽。它

正要开始。	

2．人生就像剥洋葱，总有一片会让人流泪。月光清冷的那个晚上我爬上高树，森林一片寂静，我真想坐在树上

慢慢等待直到青涩的果子转为艳红。	

3．流浪人的等待错乱的城市，到处都是迷路的人。记忆不可信赖。温暖灯光的住所，日渐被遗忘。而我所能仰

赖的，只是流浪狗的慈悲	

4．记住的，是不是永远不会忘记我守护如泡沫般灿烂的童话快乐才刚刚开始悲伤却早已潜伏而来	

5．一样的眼睛有不一样的看法。一样的耳朵有不一样的听法。一样的嘴巴有不一样的说法。一样的心有不一

样的想法。是不是因为这样，一样的人生才有不一样的哀愁。	

6．曾经我像鱼缸里的鱼，前进、转身、前进、转身、前进……我感到疲惫失意；后来我在鱼缸外的世界，依旧前

进、转身、前进、转身、前进……于是我开始练习，从容地前进，优雅地转身，并保持冷静思考的模样……	

7．丢进海里的瓶中信,总是失去踪影.是被鲸鱼吃掉了吗?还是又飘到另一个无人的岛屿?这种随波逐流的缘分,

除了青春浪漫的孩子,又有谁会相信呢?我虽然害怕做恶梦,但也只能在梦中才能看到美丽和平的世界。	

8．所有的悲伤，总会留下一丝欢乐的线索。所有的遗憾，总会留下一处完美的角落。我在冰封的深海，找寻希

望的缺口。却在午夜惊醒时，蓦然瞥见绝美的月光。	

9．我将自己种进花盆假装是一朵花城市巷弄阴暗阳光终日短缺雨水不足空气浑浊只有在午夜三时才能瞥见月

亮默默滑过天空我是一朵不开花的花尚未学会绽放，就已习于凋零。	

10．我努力地爬上一颗不断滚动的圆球,却始终站不稳,常常跌落…….你说男孩别哭!－－《我只能为你画一张

小卡片》	

11．我的心常下雪，不管天气如何，它总是突然的结冻，无法商量，我望向繁华盛开的世界，固定缺席。我的心开

始下雪，雪无声的覆盖了所有，湮灭了迷惘、骄傲与哀痛，当一切归于寂静时，世界突然变得清亮明朗所以，别

为我忧伤，我有我的美丽，它正要开始…	

12．花就一朵朵慢慢落下，我站在树下。微笑。表情却有点不自然。我担心你按下快门时，我刚好闭上眼睛。那

个下午，我们还做了什么事我早已忘记。只记得最后一朵花飘落时，我闭上了眼睛。	

13．摘星星摘不到的星星，总是最闪亮的。溜掉的小鱼，总是最美丽的。错过的电影，总是最好看的。失去的情

人，总是最懂我的。我始终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快乐过马路我混在鸭群中，摇摇摆摆地过马路，还大声唱著难听的歌。啦啦啦啦……下雨了…啦啦啦啦……打

雷了…请原谅我的张狂，人的一生没有几次可以轻

松快乐地穿越马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4．回家唯一的路，被昨夜粗心的流星撞落了。我无

法寻回失落的那一段。还好月亮还在，还好想象还

在，还好天使还在。我每天重新打造一条美丽的小

路，并且偷偷的微笑。	

15．又下雪了，看着它们我会微笑，因为我喜欢它

们，喜欢它们的无拘无束，喜欢它们的晶莹纯洁，

喜欢它们的微笑，看着它们从空中悄然落下，又被

风儿调皮的吹卷到空中，我笑了……	

16．掉入蜘蛛陷阱的那一刻，我松了一口气，开怀大

笑。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恭喜你——再也不用

担心害怕掉入另一个蜘蛛的陷阱里。”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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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 
　　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
　　人生总有许多巧合，两条平行线也可能会有交汇的
一天。 
　　人生总有许多意外，握在手里面的风筝也会突然断
了线。 
　　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中，无助地寻找一个陌生
又熟悉的身影。 
　　看不见的是不是就等于不存在？记住的是不是永
远不会消失？生命中不断有人进入或离开，于是，看见的
看不见了；遗忘的，记住了。
　　生命中不断有得到或失落，于是，看见的看不见了；
遗忘的，记住了。我看不见你，却依然感到温暖。 

　　人总是要说谎的，谁要是说自己不说慌，
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有的人一生都在
说谎，他的存在就是一个谎言。有的人偶尔说
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谎言。谎
言在某些时候只是说话人的善良愿望，只要不
害人，说说也无妨。
　　在我心灵深处，生长着一棵“谎言三叶
草”。当它的没一片叶子都被我毫不犹豫地摘
下来时，我就开始说谎了。
　　它的第一片叶子是善良。不要以为所有的
谎言都是恶意，善良更容易把我们载到谎言的
彼岸。一个当过许多年的医生，当那些身患绝
症的病人殷殷地拉着他的手，眼巴巴的问：“大
夫。你说我还能治好吗？”他总是毫不犹豫地
回答：“能治好。”他甚至不觉得这是一个谎言。
它是他和病人心中共同的希望。当事情没有糟
到一塌糊涂时，善良的谎言也是支撑我们前进
的动力。
　　“三叶草”的第2片叶子是此谎言没有险
恶的后果，更像一个诙谐的玩笑或委婉的借口。
比如文学界的朋友聚会是一般人眼中高雅的所
在，但我多半是不感兴趣的。不过，人家邀请
你，是好意，断然拒绝，不但不礼貌，也是一种
骄傲的表现，和我本意相距太远。这时，我一般
都是找一个借口推脱了。比如我说正在写东西，
或是已经有了约会……
　　第3片叶子是我为自己规定———谎言可
以为维护自尊心而说。我们常会做错事。错误并
没有什么了不起，改过来就是了。但因为错误在
众人面前伤了自尊心，就是外伤变成内伤，不是
一时半会儿治得好的。我并不是包庇自己的错
误。我会在没有人的暗夜，深深检讨自己的缺
憾，但我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象次品一
样展览。也许每个人对自尊的感受不同，但大多
数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很敏感。为了自尊，我们可
以说谎；同样是为了自尊，我们不可将谎言维持
得太久。因为真正的自尊是建立在不断完善自
己的地基之上的，谎言只不是短暂的烟幕。
　　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田的“谎言三叶草”渐
渐凋零。我有时还会说谎，但频率减少了许多。
究其原因，我想，谎言有时表达了一种愿望，折
射出我们对事实的希望。生命的年轮一圈圈加
厚，世界的本来面目像琥珀中的甲虫，越发千毫
毕现，需要我们的更勇敢凝视。我已知觉的人生
第一要素不是“善”而是“真”。那不是“谎言三
叶草”的问题，而简直是荒谬的茅草屋了。对这
种人，我们并不因为自己也说过慌而谅解他们。
偶尔一说和家常便饭地说，还是有区别的。

一见钟情
                文 /辛波斯卡(波兰)

谎言三叶草
                文 / 毕淑敏 自

本期话题：大自然能进化出轮子吗？

　　轮子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机械发明之一。陆海空所有交通运输

工具上都可以找到轮轴这种简单结构。众所周知，人类设计的许多机械

装置，例如机翼和镜头，都可在自然界中找到其原型，那为什么我们从

未见过有轮子的动物？大自然能进化出轮子吗？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得对轮子有个清晰的定义。

　　如果说轮子笼统地指那些可以滚动的圆形或球形物体，那利用这种

机械的生物还是相当多的。例如某些虾被困在海滩上时会采用这一运动

形式逃回大海，某些蜘蛛也用这一方式快速滚下沙丘来摆脱天敌，还有

听到名字就能猜出其特点的风滚草。

　　这些例子说明在特定的环境下，进化是会青睐类似轮子滚动的运动

方式的。不过以上这些例子中，生物体虽有转动或滚动的部分，却没有

轴结构。本文想探讨的轮子是包括轴和能围绕轴转动的轮子这两部分的

机械装置，即轮轴结构。所以我们的问题要稍稍改一下：大自然能进化

出真正的、有轮轴结构的轮子吗？

Q1：大自然能进化出真正的轮子吗？
　　简单的答案是：能。

　　不过，自然界里的轮轴都是分子尺度的结构。没有任何多细胞生物

把自己部分身体进化成轮子。

　　自然形成的轮子的著名例子有两个：细菌的鞭毛，ATP合酶。两者

的结构有类似之处，而且前者比后者具

有更完全的轮子部件。

　　细菌鞭毛的这一轮轴结构非常类似

于人工产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神创论者更是经常用这个例子作为神创

的证据，他们说这么精巧的结构不可能

是进化出来的，而肯定是某种智能，比

如神设计出来的。

　　神创论者的核心观点是：这个轮轴

结构可以说是‘不可简化的复杂’，要

实现其功能则必须所有零件俱全，要是

少了一些部件那这轮子就不可能工作，

所以这不可能是像进化论所主张的那

样，通过渐变、部件慢慢组装的过程进化而来。	但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

‘不可简化的复杂’。组成鞭毛的部件大都原有其他功能，在进化中组

到一起之后功能变异形成鞭毛。例如把组成鞭毛的部件去掉几十个，只

留下其底座，就恰好是细菌的Ⅲ型分泌系统。Ⅲ型分泌系统看起来象注

射器，是细菌拿来感染别的生物时注射传递蛋白的装置。

Q2：为什么没有多细胞生物进化出轮子？

　　既然大自然能进化出微观的轮子，那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又

没有任何多细胞生物进化出大型的轮子呢？

对于这一问题，一般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发育、解剖学上的限制，和

进化上的不利。

　　从解剖学角度来看，由于轮状物必须能围绕着轴（或者带着轴一

起）自由旋转，这就意味着生物本体和轮状部分之间不能有固定连接，

而没有固定连接就意味着无法通过血管等组织向轮状部分输送养料和取

回废物。鞭毛的轮轴结构是分子尺度的机械，可以通过扩散和渗透等过

程来解决向轮状部分提供原料的问题，而这种传递的效率无法与血管运

输相比，所以多细胞生物无法以之供养大型的轮子。

理论上来说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如果轮状部分采用类似指甲、甲壳

那种‘死掉’的生物材料，就可以避免提供养料的难题。

　　要进化出轮子，还存在另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在自然环境里，轮

子并不见得比其他运动方式有优势，就算没有发育和解剖学上的限制，

进化也未必会选择轮子。

最显然的一点是轮子在陆地上需要自然界中罕有的平坦、坚硬的路面，

否则会因阻力太大而陷住。缺乏合适路面其实也是有些人类文明没有发

明或者采用轮子的原因。例如罗马帝国时代，轮式战车曾经传到了中东

和北非，但后来罗马帝国没落后当地人却不再使用轮车，而是用骆驼来

运输物品。如果知道轮车在沙漠地面前行时所受到的阻力是在混凝土路

面所受阻力的10到15倍，你就不会为当地人的这种选择感到奇怪。另一

个例子是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的南美洲，要么缺乏合适路面，要么缺乏拉

车的牲畜，当地的玛雅人、墨西哥土著人虽

然知道轮子的概念，但却不使用。也是基于

这一原因，现在美军在研发	‘机器驴’，

因为很多在自然环境‘腿’这种设计比轮子

更有优势。

　　有人问如果说轮子在陆地上没优势，那

么在水里、在空气里总行了吧？为什么没有

鱼或者鸟进化出螺旋桨？答案是在水或空气

中螺旋桨的机械效率不如摆动的鱼尾或者翅

膀，所以生物螺旋桨并无进化优势。轮轴机

械只有用于在粘度为主导因素的流体中运动

时才有效率优势，而细菌的鞭毛就是在这样

的环境中进化出来的。

　　还有一点是动物的肢体往往有多种功能，例如刹车减速、抓、挖、

踢打等等，而进化出轮子会丧失很多功能。你要是四肢末端都是轮子，

可怎么拿筷子啊？

　　虽然说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还没发现有动物进化出真正的轮子，但

是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也许在宇宙中某些环境特殊的星球上真有带轮

子的动物？至少，我们可以想象那会是什么样的。																

																
																																																		【摘自果壳网，原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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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风云剧变。面对严峻
形势，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高瞻
远瞩地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20
多年来，相对于某些国家四面出击，透支实力，把自
己拖入困境，我们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期，坚定贯彻
执行这一战略方针，不扛旗、不当头、不懈怠、不折
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经济总量翻
了两番，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得到显
著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宁静方能致远，成就证明了方针的正确性。我们必
须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尤其是当前我
国正处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更要把
握住这一方针不动摇。
　　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树欲静而风
不止。一些人对我们快速发展的势头、“排行老二”
的经济规模感到不舒服，明里暗里折腾、遏制我们。
更有甚者，诸如菲律宾，自以为中国不愿生事，大势

可借，公然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在南海
问题上挑起争端。先是派军舰袭扰我在黄岩岛正常
作业的渔船，严重侵犯我领土主权及渔民和船只安
全。在我通过外交途径做了大量工作之后，仍一味
示强，不断进逼，在军事上强化对黄岩岛海域部署，
法理上提出要将黄岩岛归属提交国际仲裁，外交上
寻求美国和东盟干预介入，更有菲高层人士发表不
负责言论，将事态扩大的责任归咎于中国驻菲大使
和大使馆，态度不可不谓嚣张。
　　在这个问题上，菲律宾至少有三件事没看清
楚：一是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
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丝毫让步。二是和谐稳定是中
国要维系的大局，中国会尽一切可能排除各种各样
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干扰，谁想对中国玩弄内困外
引、转嫁矛盾的伎俩是不可能得逞的。三是高手斗
力也斗智。国家间有竞争、角力乃至“暗战”不假，
但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方利益深度融合的今天，
无人会做引火上身、赤膊上阵、两败俱伤的事。最近
美宣称在南海问题上不持立场，谨慎选择相对“中
立”，东盟无人出来“站台”，态度一目了然。

　　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相辅相成，是积极的策略
而不是消极的策略。我们不会自己折腾自己，我们需
要专心致志，发展自己。但是当别人折腾我们，尤其
是在事关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和社会稳定的问题上
折腾我们的时候，我们理当有所作为，打掉这股“歪
风邪火”，为自己赢得一个和谐稳定的环境。
　　应该说，通过直接谈判和友好协商处理争议，
仍是当前解决黄岩岛问题的最佳路径，我们要尽一
切可能将这种努力进行到最后一刻。但菲方不能将
中国的善意视为软弱可欺。仁至亦有义尽的时候，
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真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会介
意和菲方共同创造一个“黄岩岛模式”。应该说，面
对这样的对手，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也有足够的手
段，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让对方收手。
　　虽然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是我们的一贯立
场，但是忘战必危，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我们没有打不还手的雅兴。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
去威慑住各种武力挑衅，哪怕是狐假虎威式的武力
挑衅。引而不发、示而不用是让问题回到和平途径
的最好办法。

人民日报评黄岩岛对峙：
    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