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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5日 星期日 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主办

 日前，“十二五”863计划专家委员会和主题专家组成立大会暨专家
培训会在北京隆重召开。经过学校推荐、部门遴选、科技部组织答辩等程
序，我校陆祖宏教授、时龙兴教授、黄庆安教授入选“十二五”863计划主
题专家组专家，其中黄庆安教授担任先进制造技术领域微纳制造技术主题
专家组专家（召集人）、陆祖宏教授担任生物和医药技术领域前沿生物技
术主题专家组专家、时龙兴教授担任信息技术领域微电子与光电子技术主
题专家组专家。主题专家组主要职责是开展主题方向的技术发展战略与预
测研究，参与项目指南编制、评议、评审及验收等工作。

餐厅描述：
 海底捞虽然是一家火锅店，它的核心业务却
不是餐饮，而是服务。在将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发挥
到极致的情况下，“海底捞特色”日益丰富。
餐厅特色
 在这里小编还是主要介绍一下海底捞的服
务。在海底捞，顾客能真正找到“上帝的感觉”，甚
至会觉得“不好意思”。甚至有食客点评，“现在都
是平等社会了，让人很不习惯。”但他们不得不承
认，海底捞的服务已经征服了绝大多数的火锅爱
好者，顾客会乐此不疲地将在海底捞的就餐经历
和心情发布在网上，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到海底
捞，一种类似于“病毒传播”的效应就此显现。如
果是在饭店，几乎每家海底捞都是一样的情形：
等位区里人声鼎沸，等待的人数几乎与就餐的相
同。这就是传说中的海底捞等位场景。等待，原本
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海底捞却把这变成了一种愉
悦：手持号码等待就餐的顾客一边观望屏幕上打
出的座位信息，一边接过免费的水果、饮料、零食；
如果是一大帮朋友在等待，服务员还会主动送上
扑克牌、跳棋之类的桌面游戏供大家打发时间；
或者趁等位的时间到餐厅上网区浏览网页；还可
以来个免费的美甲、擦皮鞋。 即使是提供的免费
服务，海底捞一样不曾含糊。一名食客曾讲述：在
大家等待美甲的时候，一个女孩不停地更换指甲

颜色，反复折腾了大概5次。一旁的其他顾客都看
不下去了，为其服务的阿姨依旧耐心十足。 
　　待客人坐定点餐的时候，围裙、热毛巾已经
一一奉送到眼前了。服务员还会细心地为长发的
女士递上皮筋和发夹，以免头发垂落到食物里；
戴眼镜的客人则会得到擦镜布，以免热气模糊镜
片；服务员看到你把手机放在台面上，会不声不响
地拿来小塑料袋装好，以防油腻⋯⋯ 
　　每隔15分钟，就会有服务员主动更换你面前
的热毛巾；如果你带了小孩子，服务员还会帮你喂
孩子吃饭，陪他们在儿童天地做游戏；抽烟的人，
他们会给你一个烟嘴，并告知烟焦油有害健康；
为了消除口味，海底捞在卫生间中准备了牙膏、牙
刷，甚至护肤品；过生日的客人，还会意外得到一
些小礼物⋯⋯如果你点的菜太多，服务员会善意
地提醒你已经够吃；随行的人数较少，他们还会建
议你点半份。 
餐后，服务员马上送上口香糖，一路上所有服务员
都会向你微笑道别。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一
位顾客结完账，临走时随口问了一句：“怎么没有
冰激凌？”5分钟后，服务员拿着“可爱多”气喘吁
吁地跑回来：“让你们久等了，这是刚从超市买来
的。”“只打了一个喷嚏，服务员就吩咐厨房做了
碗姜汤送来，把我们给感动坏了。”很多顾客都曾
有过类似的经历。孕妇会得到海底捞的服务员特
意赠送的泡菜，分量还不小；如果某位顾客特别
喜欢店内的免费食物，服务员也会单独打包一份
让其带走⋯⋯这就是海底捞的粉丝们所享受的，
“花便宜的钱买到星级服务”的全过程。毫无疑
问，这样贴身又贴心的“超级服务”，经常会让人
流连忘返，一次又一次不自觉地走向这家餐厅。
公交线路：乘公交23路、100路、38路新桥站下；乘
地铁1号线三山街站从四号出口出。（中山南路店）
推荐菜：虾滑、滑牛、功夫面、嫩羊肉、翡翠墨鱼滑
等等。
人均消费：￥80-120元不等。
分店信息：新世纪店（太平南路1号新世纪广场4
楼）、中环国际店（中山北路105号中环国际4楼）、
龙园西路店（龙园西路58号黄河大厦2楼C区）。
食客点评：
一、 海底捞的服务是没话说，服务真的好好，和
老公到南京第一餐就是去的海底捞，生意真好，
一大堆人在排队，进去点了的东西。其实好多东
西和吃一般的火锅没有多大的区别，除了功夫面，
婆婆对功夫面情有独钟，我们点了三份，我觉得也
还不错、、其他的就还行吧。只不过是服务还有环
境上，促进了价格高人气也旺的火锅店，还是挺不

错，适合朋友之间来吃吃。
二、 这里的环境挺不错的，服务质量又好，去了
这里好几次了，觉得这里的服务员太热情了，看我
戴着眼镜吃把眼镜给汤汽弄模糊了，就帮忙送了
眼镜布擦，觉得挺细心周到的。吃的东西也不错，
羊肉没有腥味，其他的比如牛肉煮了煮还是非常
嫩的。虾丸也也鲜美，总之很不错的一家店。
三、 番茄汤底爽口无比，增加了菜的鲜美度，翅
尖新鲜多汁，水果饮料随便拿，服务员态度十分到
位，环境优雅，钢琴曲萦绕耳边。上次给服务员洗
一个桃子，他上菜的时候竟然是水果拼盘还带两
朵小花！服务员可以帮助顾客搞各种滑，虾滑鲜嫩
爽口，嚼劲十足！搭配着番茄酱汁，别有一番风味！
很膜拜他们的服务员，能有如此之高的素质，值得
表扬。
小编小记：其实小编在北京的时候就已经吃过海
底捞很多次了，每次都是带着满满的期望去带着
饱饱的肚子回。首先第一点要说的就是海底捞的
服务那真心没话说。有一个段子是这么说的，一
次一家公司的同事在年终的时候去海底捞聚餐，
然后随口说了一句：今年的年终总结还没写呢怎
么办啊？然后被服务员听到了。服务员过来问：请
问您需要帮忙吗？我们可以帮您写年终总结的。
然后就真的帮忙写了，然后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了。不过话说到这里，小编的室友上个月过生日就
是去的海底捞，听了这个段子以后就捶胸顿足地
怎么没有把物理实验报告带过来。额扯远了。还
是大概说一下环境吧。等位的时候如果是搭帮去
的的话会有牌玩，不过如果人太多可能牌就发完
了，女生可以去免费美甲，男生吃吃零食聊聊天或
者擦擦皮鞋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而且等位的时候
所有零食or服务都是免费的。进去以后小料自选，
个人喜欢番茄汤底和菌菇汤底，不过因为俺们室
友对蘑菇深恶痛绝于是那次点的是比较大众的
鸳鸯锅。强烈推荐功夫面，可以看到服务员的精彩
表演。在北京的话你如果点了一杯柠檬茶（or柠檬
汁，忘了⋯⋯）是可以免费续杯的。还记得小编我
第一次去的时候傻傻地点了两杯，然后喝完第一
杯的时候服务员端着一大扎过来给我续上了⋯⋯
不知道在南京是不是这样。其实海底捞从食物价
格上来讲并不算便宜，我们上次7个人吃了1000多，
但是真的是服务很给力。而且现在的火锅店都普
遍偏贵，大家也都不怎么差钱，为了省那几十块钱
换来一个不贴心的服务是不值当的。而且不得不
说的是，在网上收集信息的时候，海底捞是我唯一
看到的一家满分评分占到了50%的店铺，其服务态
度可想而知。其实就现在来说，大家去下馆子，除
非那家馆子的食物做的真的很好，很脱俗，去吃的
都是服务。服务态度好了，顾客舒服了，自然就不
会太挑刺儿。所以综上所述，海底捞还是一家很
值得去的Restaurant。

南京美食地图之——
最热门餐厅大搜罗（二）◆赵临川

	 上一期的专栏我们介绍了很有南京特色的
餐厅“南京大牌档”，这次我们就换个口味，带大
家去一个以服务制胜的Restaurant。

NO.2  海底捞火锅

Bacteria Hedge Their Bets
 Antibiotic treatment may be thwarted by bacteria, not only becaus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resistance are acquired and selected, but also because 
persister cells withstand the onslaught by becoming dormant. 
 We know persister-cell formation occurs as bacterial populations move 
from log to stationary-phase growth, but little else. Vega et al. have implicated 
the bacterial signalling molecule indole in the enhancement of persistence to 
various antibiotic treatments by monitoring the formation of persisters and 
their transcriptional responses to indole. 
 Gene expression in the oxidative stress regulator and phage-shock 
pathways increased, but drug efflux systems did not, suggesting that molecular 
antibiotic resistance pathways were not being induced in these conditions. 
 Knocking out these genes resulted in less persistence. Activation of 
these responses, via indole signalling induced by low-level antibiotic exposure 
or other stress, may thus prepare a proportion of the bacterial population for 
further unpredictable and potentially harmful events—a form of “bet hedging.” 

— CA  Nat. Chem Biol. 8, 10.1038/nchembio.915 (2012).

狡兔三窟的细菌
	 抗生素的滥用是如今医学界面临的一大问题，它导致了细菌对抗生
素的耐受性，使得很多以往可以轻松治愈的疾病变得非常棘手。传统的观
点认为由于抗生素对细菌进行了自然选择，滥用抗生素无疑加大了细菌被
自然选择的速度，加之细菌本身强大的繁殖能力，使得细菌对抗生素迅
速产生了耐受性。而科学家最近的研究显示，某些抗性细菌也可以通过
休眠来抵挡抗生素的猛烈攻击，从而产生耐药性。
	 现在已经得知绝大部分上述的这种抗性细菌通过休眠抵挡抗生素
攻击发生在细菌种群由对数增长转变为S型增长的时候。Vega等科学家
指出细菌在这种时候通过一种信号吲哚来产生“抗体”，或者调节转录产
物，从而增强对各种抗生素的耐受性。
	 实验证实，在低氧环境与噬菌体休克环境下上述的基因表达也得
到了增强（产生“抗体”与影响转录都是需要相应的基因表达的）但在无
抗生素环境下则没有。这说明这种抗生素耐受机制并非由这些药物引起，
而是细菌适应外界恶劣环境的一种普遍机制。排除掉少量反而导致细菌
耐受性降低的基因突变，这种由于低浓度抗生素以及其他不利因素而引
发的吲哚信号机制，会产生一定量未知的有耐受性潜能的细菌种群。
	 总而言之，细菌对抗生素的耐受性产生原因是多样而复杂的，这也
说明了细菌作为地球上一大生物种群的强大生命力。

陆祖宏等3位教授入选
“十二五”863计划主题专家组专家

 4月9日，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召开2012年全省教育系统宣传思想工作视
频会议，东南大学等一批获得“2010-2011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和谐校园”
荣誉称号的高校受到表彰。
 自创建和谐校园活动开展以来，我校曾多次获得该项荣誉称号。近年
来，东南大学始终把和谐校园建设作为创建高水平大学的重要任务，以建
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为目标，不断提高办学水平，提高服务服务区域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取得了一大批标志性成果。同时，不断加强
思想政治工作，突出亮点，注重时效，充分调动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教育和文化建设活动，建设有东大
特色的校园文化，推出了一批典型人物、亮点活动和研究成果。此外，我
校还积极打造平安东大，重视并努力改善师生生活，为和谐校园创建活动
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条件。

我校荣获“2010-2011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和谐校园”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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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ting-edge Tracin
······前沿追踪

 4月14日上午，由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工程师协会结构分部和香港钢
结构协会联合主办，我校土木工程学院承办的第七届国际钢结构进展会议
（ICASS’2012）及结构稳定与动力学国际论坛（IJSSD’2012）在南京举
行。我校党委副书记刘京南到会并致辞。论坛开幕式由钢结构专家、我校
土木学院副院长舒赣平主持。
 据介绍，国际钢结构进展会议至今已分别在香港（1996、1999、
2002、2009）、上海（2005）、新加坡（2007）等地举办了六届。会议旨
在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对话，加强中外学者在钢结构领域的合作，推动
钢结构、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和铝结构等学科的发展。

共青团东南大学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4月12日至15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
和我校联合举办、主题为“信息化提升高校核心竞争力”的
“长三角地区”高校信息化论坛在南京召开。来自上海市、
安徽省、浙江省所属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会
员高校以及江苏省境内高校信息化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
干、在宁参加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第五届四次
常务理事会的常务理事、特邀理事、咨询委员及部分教育信
息化行业的企业代表共14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论坛开幕式在我校九龙湖校区图书馆润良报告厅举行，
我校常务副校长胡敏强、江苏省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副主任陈
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分会理事长蒋东兴分别致
辞。
 开幕式结束后，教育部科技司信息化处处长张拥军做了
题为“教育信息化工作2011年新进展与2012年主要考虑”的
报告。

我校成功举办“长三角地区”高校信息化论坛

 4月8日上午，共青团东南大学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三次学生
代表大会和第七次研究生代表大会开幕式在九龙湖校区润良报告厅隆重举
行。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万闻华、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单晓峰、团省委学
校部部长俞锋，校领导郭广银、易红、刘京南、刘波、沈炯，校党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刘鸿健等领导出席开幕式。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
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35所省内外兄弟高校团委代表、
学生会主席和研究生会主席以及全校700名团、学、研代表出席了开幕式。
 校团委书记周勇主持开幕式，大会工作人员首先宣读了团中央致我校
团代会的贺信。东南大学校工会主席胡汉辉、南京大学团委书记王靖华、
清华大学团委书记赵博分别代表我校全体教职工、省内外兄弟院校团委向
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团省委书记万闻华、我校党委书记郭广银分
别代表上级团组织和东南大学党政做了重要讲话，对我校共青团的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提出了殷切希望。
 开幕式后，校团委书记周勇代表共青团东南大学第十八届委员会做
工作报告。随后大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东南大学委员会第十九届委员会委
员。
   大会结束后，共青团东南大学第十九届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委会。
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鸿健代表学校党委出席会议，并做人事说明。
全委会上选举产生了校团委常委、副书记、书记。
 当天下午，东南大学第二十三次学生代表大会、第七次研究生代表大
会也分别在九龙湖校区图书馆润良报告厅和四牌楼校区群贤楼三楼报告厅
顺利举行。

第七届国际钢结构进展会议(ICASS’2012)在南京举行

 3月30日,由教育部长江学者、人文学院院长樊和平教授
率领的东南大学伦理学团队，以及江苏省团队共20多位著名
学者完成的《中国伦理道德报告》、《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
告》成果发布会暨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宣部、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文联、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东南大学等科研机构与大专院校的近40位专家学者参加
了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主持会
议。
 《中国伦理道德报告》是由樊和平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率
领东南大学伦理学团队完成的全国重大招标项目成果，《中
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是由原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
世康和樊和平教授共同作为首席专家完成的江苏省重大项目
成果。两大报告共两百多万字，包括13份伦理道德状况报告和
23份大众意识形态状况报告，以及16个伦理道德状况数据库，
26个大众意识形态状况数据库。会上，两大报告主要作者、人
文学院院长樊和平介绍了成果的重要发现，即伦理道德与大众
意识形态两大领域的“中国问题”，以及应对“中国问题”的
“中国战略”。
校党委书记郭广银教授在会上致辞并作学术演讲。郭书记首先
代表学校向长期以来支持东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领
导和专家表示感谢；同时以一个伦理学家的眼光对两份成果进
行了学术分析和学术评价，肯定它的开创性和开放性，认为这
是向我校110周年校庆献出的一份厚礼；并指出，这个成果发
布会和出版座谈会，对东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伦理学
学科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希望课题组以这次座谈会为契
机，再接再励，奉献更大更好的成果。
 座谈会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
作了报道，人民网、中新网、教育部网站等全国各大网站都作
了大量介绍和转载。

樊和平教授领衔完成的我校两大成果在京举行
成果报告会和出版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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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伦·金斯堡死于去年四月五号，中国的清
明节。据说当时他已处于昏迷状态，而病房挤满
了朋友，喝酒聊天，乱哄哄，没有一点儿悲哀的意
思。那刻意营造的气氛，是为了减轻艾伦临终的
孤独感：人生如聚会，总有迟到早退的。正当聚
会趋向高潮，他不辞而别。我琢磨，艾伦的灵魂多
少与众不同，带嘶嘶声响和绿色火焰，呼啸而
去。我想起他的诗句：女士们，抓住你们的
裙子，现在准备下地狱啦……	
	 今天是艾伦去世一周年。	
	 我到纽约上州的一所大学朗诵，路过纽
约。阳光明媚，能在汽车声中听见鸟叫。
我穿过时代广场，沿十四街，拐到第三大
道。这是没有艾伦的纽约。	
	 行人被红灯挡住了。他们肤色年
龄性别不同，但眼睛极其相像：焦躁、空
洞、不斜视。偶尔有几个东张西望的，没
错，准是外地人，如我。绿灯亮了，他们
急匆匆的，连狗都得跟上那步调。艾伦
的诗用的正是纽约的节奏，他像个疯狂
的梭子，把一切流动的、转瞬即逝的都织
成诗行。现在终于歇了。人们把这梭子收
进抽屉，再钉上。这是个不再需要诗歌
的时代。很多年了，他的愤怒显得多余。
久而久之，那情形有点儿尴尬。他死的那
天，盖瑞·施耐德在电话里对我说，平时
有意忽略艾伦的媒体，这回可要来劲了。
果然，不过在这一点上，媒体体现了民
意：美国人纪念，是为了尽快忘掉他们的
过去。	
	 我住在安纳堡时，他常深更半夜来电话，声
音沙哑：“我是艾伦。”他跟我东拉西扯，谈梦，
谈最近的旅行，谈他的男朋友。我不属于他的圈
子，这种闲聊对他很安全。	
	 有一天，他在我的电话录音机留言，声音
气急败坏。原来有个住波士顿的中国人被同行打
了，状告到艾伦法官那儿。他得到的情报相当具
体：鼻青脸肿。“为什么要打得鼻青脸肿？”	
	 他在电话里怒吼，似乎马上要发表一个关
于鼻青脸肿的声明，再让媒体相互打得鼻青脸
肿。	
	 “为什么鼻青脸肿!”他又问。我试着帮他
理清那鼻青脸肿的历史，没用，他越听越糊涂。	
	 中国人的事他是永远弄不清的。	
	 艾伦有过中国男朋友，是个来自云南的小
伙子，用的是笔名。我在艾伦家见过他。他个头
不高，很精明，在国内大学读英文专业时，他写信
结识了艾伦。艾伦早就告诉我，他要为一个中国
小伙子做经济担保，让他来纽约读书。我当时还
纳闷，他老人家哪儿来的这份儿慈悲心肠？小伙
子一到就住进艾伦家，管家、做饭，兼私人秘书。
艾伦很得意，不用下馆子，天天吃中国饭。那天我
去艾伦家，只见小伙子手脚麻利，一转身，四菜一
汤。艾伦也待他不薄，除了给他缴学费，还另付工

资。几年后，小伙子攒够了一笔钱，回国办喜事。
艾伦告诉我，那小伙子是个双性恋，他诡秘一
笑，说：“他什么都想试试。”	
	 他老了，只能守株待兔，朗诵是个好机
会。他怒吼时八成两眼没闲着，滴溜溜乱转，寻
找猎物。等到售书签名，搭讪几句，多半就会上

钩。我想同性恋之间的信息识别系统并无特别
之处，也少不了眉目传情。有个小伙子在等待签
名时告诉艾伦，他也写诗。正好——有空到我
家，我教你。“诗太差，不可救药。”说到此，艾
伦叹了口气，“他太年轻了，只有十九岁。”听起
来有股惋惜的味道。	
	 市面上出版了两本艾伦的传记。按他的
说法，一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本是弗洛伊德
式的。我问他觉得怎么样？他摇摇头，“挺有意
思，但都不是我。”	
	 我从不问艾伦的私生活。他说，我听着。
一天夜里，克卢雅克喝醉了，在艾伦家借酒撒
疯，和别的客人大打出手。忍无可忍，艾伦把他
赶出去。他砸门，在外面叫喊，引起邻居的抗
议，再放他进来，他更疯了……那真是灾难，艾
伦叹了口气。那夜是他的伤口，一辈子也愈合不
了。	
	 生者与死者往往有一种复杂的关系。艾
伦和我并非莫逆之交，但死后，他的影像总是
挥之不去。死亡好像是一种排队，艾伦排前头，
眼见着他的大脑袋摇来晃去，他忽然转过身
来，向我眨眼。	
记得艾伦来安纳堡看我，在我住处门口，他搂
着我，用湿漉漉的厚嘴唇猛亲我腮帮子。站在
旁边的李点看傻了，用胳膊肘拱拱我：“老头子

是不是喜欢上你了？”	
	 九三年秋天，我到东密西根大学，在英语
系做客座教授。那时我刚从欧洲过来，英文结结
巴巴，只有听课的份儿。一个沉默的教授!我惟一
能做的就是为大学开个朗诵会。我向艾伦求救，
请他撑腰，他一口答应。这，等于请神仙下凡，
把小庙的住持乐坏了。但经费有限，而艾伦的
价码是天文数字。艾伦很痛快：“为哥们儿，
我可以分文不取。”他的秘书鲍勃气哼哼地嘟
囔：“他，他可没经过我同意。”	

	 礼堂挤得满满的，不少听众坐在台阶上。
那天艾伦精神特别好，比我音量大十倍，
根本不需要扩音器。他那些俏皮的脏字把
学生们逗得哄堂大笑。我发现他近些年的
诗中，对器官的重视远远超过政治。结束
时，我们一起按中国的绿林传统，向观众
抱拳致意。	
	九○年夏天，汉城。上午开会，艾伦把我
拉到一边，叮嘱我晚上别出门，有人来接
我们，还有俄国诗人沃兹涅辛斯基。记住，
别告诉任何人，他把食指贴在厚嘴唇上。	
	艾伦积几十年地下斗争之经验，巧妙地
避开了盘查，把我和沃兹涅辛斯基领上汽
车。一个中年汉子跟我们握手。出城上山，
道路越来越荒凉，最后在夜色中的住宅区
停下。一帮孩子叽叽喳喳，把我们拥进一
家临坡的院落。有女人尖叫，一个人影应声
出来，双手合十。据中年汉子介绍，这是朝
鲜有名的庙外高僧。	

	 高僧家眷在院子里支起小桌，端来饭菜，
斟上家酿米酒。我们席地而坐，中年汉子做翻
译。那高僧黝黑，结实得像砍柴的。他从不念
经，娶妻生子，能诗善画，还出过不少书。有些
画，是把毛笔绑在“那话儿”上作的，可见其野。
艾伦平时滴酒不沾，也跟着众人干杯。沃兹涅辛
斯基开始发福，总乐呵呵的，跟想象中的那个解
冻时期愤怒而尖刻的俄国诗人相去甚远。月朗星
稀，酒过三巡，我们的话题散漫，从中国古诗到
朝鲜的政治现状。	
	 回旅馆路上，艾伦毫无倦意，大谈野和
尚。他就是这样，凡是跟当局过不去的、惊世骇
俗的、长反骨的、六指的，还有鼻青脸肿的，统统
都是他的朋友，恐怕这就是他十五年前在北京跟
我会面的主要原因。	
	 艾伦死前的最大愿望就是去趟西藏，他
盘算了很多年，最后把时间锁定在九六年夏天，
跟旅游团混进拉萨。年初他跟我叨唠此事时，又
决定西藏之行后，秘密访问北京、上海。他问我
能不能安排他和年轻诗人见见面。不久，他病倒
了，死亡没收了他的计划。	
	 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
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
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暗中影响着那庞大机器
的正常运转。

诗人之死
◆北岛    

	 今年的丁香花似乎开得格外茂盛，城里城外，都是一样。
城里街旁，尘土纷嚣之间，忽然呈出两片雪白，顿使人眼前一
亮，再仔细看，才知是两行丁香花。有的宅院里探出半树银枝
妆，星星般的小花缀满枝头，从墙上窥着行人，惹得人走过了，
还要回头望。	

	 城外校园里丁香更多。最好的是图书馆北面的丁香三角地，种有十数棵的白丁香和紫丁
香。月光下，白得潇洒，紫的朦胧。还有淡淡的幽雅的甜香，非桂非兰，在夜色中也能让人分辨
出，这是丁香。	
	 在我住了断续近三十年的斗室外，有三棵白丁香。每到春来，伏案时抬头便看见檐前积
雪。雪色映进窗来，香气直透毫端。人也似乎轻灵的多，不那么混浊笨拙了。从外面回来时，最先
映入眼帘的，也是那一片莹白，白下面透出参差的绿，然后才见那两扇红窗。我经历过的春光，
几乎都是和这几树丁香联系在一起的。那十字小白花，那样小，却不显得单薄。（下转第三版）

丁香结
◆宗璞

 看清中国，一直是中国人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件事。自近代以
来，中国人不断犯国情判断的错误，革命队伍里也曾多次这样。
 围绕中国的现实国情，如今社会上的争议又多了起来。互联
网成为描述当下中国的重要力量，它的影响面相当宽大。
 互联网舆论受官方影响的因素很小，生动而活跃。这种自由
释放了大量反传统情绪，催生了全新的话语系统。互联网填补了
以往传统媒体很少触及的信息和意见空白。
 但久而久之，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逐渐形成新的价值倾
向性，中国社会里以往只选择某一类信息的毛病，
以另类的形式在互联网上流行。由于
没有有效的制衡，这个毛病甚至被放
大。
 时至今日，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
国情认识已有很大影响，其中有不少被
反复强化的认识偏离了事实，造成了不
少人对国家实际情况的错觉。
 其中一大错觉是：今天的中国糟糕
透顶，基层民生一塌糊涂。此外改革没什么进展，
民怨已经沸腾，中国随时可能“天下大乱”。
 只要离开互联网，走入现实世界，大多数人都
会发现，中国远非那么糟。不仅国家呈全面发展，社
会心态也总体上积极向上。人们在忙挣钱和置业，忙
子女教育，忙中老年养生，这一切哪像是悲观社会的表
现？
 对于改革、发展、稳定这三项中国社会的要素，公 众
的真实愿望是追求它们三者的打包。但到了网上，它们被完全拆开，
稳定这一要素被污名化，“维稳”几乎成了贬义词。
 互联网集中了社会的大多数负面情绪，并给很多人留下它们
就是中国社会主流情绪的印象。互联网上经常关注低概率的负面

编者按：网络时代信息爆炸的速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每天早晨打开人人、微博纵览国家大事，让每个人都有了“君临天下”的感觉。
但用网络上的一个词来说，大部分人仅仅停留在“围观”的地步，有围观者对谣言、假新闻不加鉴别地转发，有伪愤青对偏激言论盲目认同，
鲜有独立的思考。小编认为这样无助于我们树立起正确的对待社会事务的主人意识。小编想说的是：在互联网时代，你就是舆论的主人，你
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因此这一期小编选取了《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希望大家听一听来自人民日报社旗下主流媒体的不同声音。

事件，它们的低概率特征被忽略，不断制造一个错觉：中国就是
这些负面事件的集合体。
 互联网正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其开放性的反面，表现出越来越
多的封闭性。志趣相投者形成圈子，传递他们彼此喜欢的信息，
强化他们彼此的价值观。整个国家的负面性被越说越像，越说越真，
大家彼此印证，互相反馈，而且越说情绪越大。
 这 是多元化时代的信息单元化回潮。五花八门

的中国社会被互联网筛选成一个灰暗的模
板，发表不同意见的人
经常受到围攻和“制裁”。互联网上的多
元化显然不够深入。
 必须指出，网络上发生的事情已经
远不是网民们的“自娱自乐”，它开始
影响现实社会中人们对国家的看法，甚

至开始影响一些官员的判断和决策。
 中国社会必须摆脱互联网制造的一些关键性错觉，尤
其是要摆脱它对国家的某些偏激政治判断。互联网对
中国舆论的议题设置权也已经大得失衡，很多传统媒
体已经开始围着互联网团团转，这很奇怪，应当认真
予以拆解。
 我们写这一切，并非否定互联网对中国发展民主
的正面意义。其对个人表达提供的自由，是其他舆
论载体无法取代的。

 但互联网带来的混乱和错觉，也必须受到正视。当然，
光靠堵不会起持久作用，堵了很多年，也就是今天的样子。更重
要的是发展能与网上激进声音有效竞争的主流舆论力量，使它们
进入互联网参与竞争。这样网上的负面声音就会回归其只是舆论
一角的本位。

摘自 环球时报

中国社会需摆脱

网络带来的错觉

 这是一部美丽的电影。是一件艺术品。 
 没有视效，没有美女，没有华服。不用让你辛苦的戴上眼镜在大屏幕前目不转睛屏息凝神
两个小时兼带大呼小叫，这部电影不负责锁牢你的眼球，不负责点燃你的荷尔蒙， 不负责代入
你的情绪，它只管兀自绽放着 360 度全方位无死角的美丽，仿佛夜半时分盛开的昙花，明明安静
而没有高潮，却每一秒每一分都是高潮，雍容华贵得需要用慢镜头去体会。 
 影片结尾处乔治六世的宣战演讲从头到尾仅三分多钟，可是我看到了什么啊，在贝多芬第
七交响曲完美配合的语言节奏下，镜头对英国各个阶层人的速写渐渐铺展开，我看到了不列颠最
引以自豪的气质和气场，那种面对最糟糕情况的从容和淡然，那种无需大张旗鼓宣扬即可万人一
心的觉醒，那股冷静中透着的热血豪情，决心里蕴含的豁达自信，那是对人性至高的尊重，那是
心灵最深处的优雅。这是个于无声处高潮的结尾，让我突然正襟危坐，让我不禁起立鼓掌。 
 科林费斯的演技无疑是影片的一大亮点，他饰演的乔治六世，英俊、潇洒、高贵，却又谦卑、
怯懦、暴躁，把一个上等人和普通人两面性格的复杂心态演绎得惟妙惟肖，特别是在就职演讲时
口吃的表现，涨红了脸，细密的汗珠在额头渗出，微微张嘴却说不出话来，那样一种憋闷、尴尬、
自卑而又恼恨，从眼神和面部肌肉的神经点上都很精细的表现出来，而他在最后终于作出一份成
功的演讲后，那种踌躇满志，坚定自信却又压抑住感情释放的神态，这一切表演真可以用“炉火
纯青”来形容。科林费斯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真的实至名归。

《国王的演讲》影评

（上接第二版）许多小花形成一簇，许多簇花开满一树，遮掩着我的窗，照耀着我的文思和梦想。	
	 古人诗云：“芭蕉不展丁香结”、“丁香空结雨中愁”。在细雨迷蒙中，着了水滴的丁香格外妩媚。花墙边两株紫色的，如同印象派的
画，线条模糊了，直向窗外的莹白渗过来。让人觉得，丁香确实该和微雨连在一起。	
	 只是赏过这么多年的丁香，却一直不解，何以古人发明了丁香结的说法。今年一次春雨，久立窗前，望着斜伸过来的丁香枝条上一柄花
蕾。小小的花苞圆圆的，鼓鼓的，恰如衣襟上的盘花扣。我才恍然，果然是丁香结！	
	 丁香结，这三个字给人许多想象。在联想到那些诗句，真觉得它们负担着解不开的愁怨了。每个人一辈子都有许多不顺心的事，一件完
了一件由来。所以丁香结年年都有。结，是解不完的；人生中的问题也是解不完的，不然，岂不是太平淡无味了么？	
小文成后一直搁置，转眼春光已逝。要看满城丁香，需待来年了。来年又有新的结待人去解——谁知道是否解得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