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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PT站简易入门
■吴沛泽

什么是PT?
最直观的解释就是:那是一个完全免费高速校
内资源站.只要拥有一个BBS账号就能尽情使
用.这些资源都是我们学费的隐形部分,毕业可
就没有了哦.不少同学都有迅雷账号,那还有什
么必要来PT下资源呢?不妨一试就知道它的好
处了.
使用方法:
1.申请学校BBS账号一个
2.在BBS网页点击进入PT
3.下载PT的专用工具uTorrent(绝对不可以用
迅雷,即使只下载种子也不行)
4.点击”种子”开始用uTorrent下载
Key Word: BBS 免费资源 速度 分享
分享与获取并重:PT站并非完全义务为你服务,
分享率是在PT站生存的重要因素.下载50G后
分享率应大于0.4,即你的上传量要达到20G。
Q&A
Q:我怎么才能有PT站账号？ 
A:有虎踞龙蟠BBS站的账号就可以直接激活PT
站账号。点击左侧栏的“虎踞龙蟠PT站”，
输入密码激活即可。没有虎踞龙蟠BBS站账
号？还等什么，赶紧注册！ 
Q:下载PT站上的资源应该用什么软件？ 
A:windows用户用这个帖子里的下载软件
utorrent就可以了。 
 h t t p : / / b b s . s e u . e d u . c n / b b s c o n .
php?bid=342&id=30 
 Q:下载的时候会走bras流量么？ 
A:直接从上问帖子里下载的utorrent已经配置
过，外网的ip已经全部过滤，因此不会通过 
bras下载。 
  如果您发现您有下载流量通过了bras，请向
我们报告！请附上疑似未过滤的外网ip。 

Q:我在家里可以用PT站么？ 
A:一般来说不可以。因为在校园网的用户全
部过滤了外网的ip，所以当你身处外网的时
候，自然也连不上校内的ip啦！ 
  当然，如果你家里（即校外）有ipv6网络或
者教师vpn，就可以了。 
Q:那我以后毕业了想用PT怎么办！ 
A:多关注公网PT站的开放注册通知吧。关注
了做什么？当然去注册啦！当然，公网PT站
的要求比我们严格很多，记得要多分享多保
种。
Q:种子旁边的free、50%诸如此类的，是什么
意思？ 
A:下载优惠。 free 该种子下载量不计入你的
全局下载量。 50% 该种子仅按照真实下载量
50%的比例计入你的全局下载量。 2* 该种子
下载量正常计算，上传按照真实上传量的2倍
计入你的全局上传量 。2*free 上传2倍下载不
计。还有什么优惠比这个更给力呢？可惜不
常见哎。 
 Q:为什么有的优惠旁边有时间？ 
A:这是倒计时！时间到了优惠就消失了。当
然，也有可能转成另一种优惠。 
Q:优惠时间到了我的种子还没有下完，那我
的下载量怎么计算？ 
A:优惠时间到之前下载的部分按照优惠计
算，到了之后下载的部分按照后面的设定计
算。就是说，你什么时候的下载流量，就按
照那个时刻的优惠计算！ 
 Q:优惠真好，我想设置优惠，怎么设置？ 
A:这是管理员的事情，好资源自然会给优
惠。不要发帖或者pm管理员要优惠，没有用
的！情况严重甚至会被警告。 
Q:我想看的资源PT上没有怎么办？ 
A:点击上方的“求种区”标签。记得多给魔
力值来悬赏哦。 
Q:啊，我想下的资源断种了！我该怎么办？ 

A:种子详情页面，点击“请求续种”。然后
等下载完成过的人把种子重新挂上。 
Q:为什么我的磁盘还有充足的空间，客户端
却提示磁盘剩余空间不足？ 
A:很可能是因为你的磁盘分区的文件系统为
FAT32，该文件系统不支持大于4GB的单个文
件。你可以在磁盘的属性中查看其文件系统
信息，你可以将磁盘文件系统转换成更高级
的NTFS来解决该问题。 
解决方案看这里，http://bbs . seu.edu.cn/
bbscon.php?bid=342&id=1033 
Q:个人页面上可连接是否，怎么办？ 
A:技术大大们告诉我们，直接无视！ 
Q:为什么我分享率改善了还是提示警告？为
什么我达到升级标准了还没有动静？ 
A:耐心的等待。 
Q:怎么才能提高我的分享率? 
A:硬盘够用就把种子挂着。不要因为没有人
下就删掉。 
  前期可以找一些free等优惠的资源下载。它
们是提高分享率的好办法！ 
  我有很多魔力值哎！那还等什么？点击“使
用”，换上传。不要等到被警告了才想到自
己的分享率哦。 
  更多有关分享率详解看这里，http://bbs.
seu.edu.cn/bbscon.php?bid=342&id=4294 
Q:为什么发个种子要填那么多麻烦的东西？
还有那些麻烦的格式要求，不能我想填什么
就填什么？ 
A:无规矩不成方圆。规范的发帖、规范的标
题是为了更好的PT。如果一个PT站都是每个
人随心所欲的产物，还怎么找资源、保种、
续种？记住，与人方便即是于己方便。牢记
PT精神。 
Q:为什么不允许发rmvb的电影和欧美剧？ 
A:看这里，http://bbs.seu.edu.cn/bbscon.
php?bid=342&id=367

Science 九月份新闻推荐
以下新闻皆由生医学院的SciTrans翻译小组完成，本月参考的文献是
Science期刊的This Week in Science栏目，本期的电子版有原文PDF格
式，同时有我们兴趣小组提供的翻译帮助标签。

黑暗代谢组
人们设想海洋中很大一部分的二氧化碳是生活在800米以下的黑暗
深海的海洋微生物所固定的。这个自养过程被认为是由古细菌进行
的，并由氨的氧化还原反应（硝化反应）供能的.然而二氧化碳的固
定过程在深海中有富足的空间来进行，所以其他有机体也很有可能
对二氧化碳固定做出了贡献。Swan等人在南大西洋及北太平洋的几
处观测点开始了关于单细胞微生物基因组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寻
找有二氧化碳固定机制的细菌谱系并且找到三分之一可辨别的细菌
细胞中控制固定二氧化碳的机制和氧化还原减少硫氧化物的机制的
基因。现在并没有很清晰的事实表明硫化合物是怎样启动产能反应
的，然而，他们可能是来自其他有机体的，比如随处存在的渗透性
的二甲基三硫酸盐。
推荐原因：此项研究进展为如何处理二氧化碳来缓解温室效应提供
了新的思路。（译者按）
味觉地图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大脑是如何拥有基本的感觉功能的这个问题在
解剖学角度和功能组织角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视觉听觉
和触觉都能在大脑皮层中找到相应的控制区域，嗅觉却显示是以分
散码的形式来实现功能。然而，味觉的功能实现方式一直都是个
谜。通过活性双光子钙素成像，陈先生/女士同步分析了味觉激发的
大脑皮层中位于脑叶部位初级味觉细胞神经元的活动。单细胞分辨
率的实验构建了中心味觉表现的清晰图景，其中每个基本的味觉表
现都是由调配精良的组织好的细胞以精确而空间充分的方法在各自

的领域里编码了各个味觉的特点。
推荐原因：大脑对基本的感觉的控制调节仍然有很多盲区存在有待
我们的挖掘。（译者按）
细胞内治疗工具
合成生物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在哺乳动物的细胞内整合植入能够检测
疾病状态并触发相应的治疗性应答反应的基因电路。谢先生/女士等
人已经研制出了一种管理电路，可以在检测出海拉细胞的轮廓特点
时特定地触发细胞凋亡过程。程序生物学在应对细胞内复杂环境方
面的进步对药物扫描等技术应用的实现非常有价值。虽然想要完全
开发治疗方面的潜能需要突破许多重大的挑战如活性DNA的传送。
推荐原因：提高药物利用价值，为癌症等的治疗提供更好的方式。
（译者按）
研发HIV抗体的漫漫长路
众所周知，抗体在抵抗病原体方面具有专一性与高效性的特点，但
其专一性有时却使其在免疫治疗方面的应用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一种
抗体往往只对某一特定毒株有效，对同种病毒的不同毒株木有显著
的效果。然而科学家们却发现，一些艾滋病感染者自身产生了一些
对各种不同HIV的毒株均有巨大抵抗潜力的抗体。当为猴子大量注射
该种抗体后，可以阻止它们被HIV病毒感染。因此，科学家们对于研
发可以在被注射者体内纯化产生该种免疫蛋白的疫苗充满了兴趣，
Wu和Scheid等人用不同的方法示范操作了抗体的体外中和过程。这
种抗体均是由一小段免疫球蛋白基因衍生而来，并且在外膜上有着
与HIV病毒gp120外膜蛋白相同的表位。
译者按：真心没怎么太看懂，大概意思是他们各自独立在患者体外
合成并测试了这种抗体，在免疫学上，若能实现了体外实验往往对
大范围推广这种免疫治疗有重要意义。表位是免疫学的术语，大家
可以理解成类似抗原决定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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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8日下午3时，在九龙湖教四
104，生医学院本学期经验交流会系列
活动之首场分享会“美国归来”圆满举
办。湖区低年级学生们聚集一处，认真
聆听了五位月前从美国暑期实习归来的
学长们的演讲，不禁燃起对美国文化生
活的憧憬。
 下午3时，在主持人的介绍声中，
活动拉开了帷幕。参加活动的嘉宾除了
五位刚从美国回来的高年级学生外，院
党委副书记程斌老师也参加了此次活
动。
 活动中，张菲菲、黄一鑫两位学长
分别从自己眼中的美国密歇根大学、在
美国的生活两个角度讲述着有趣而生动
的学习、生活经历；刘欣冉与曹晓鹏学

长则就在美国的见闻会合成一部视频，以诙
谐活泼地形式展现，顿时活跃了现场气氛，
也令很多同学如同身临其境般体味着美国的
多彩文化生活。紧接着，严天宇同学就在美
国为期三周的实习参观，用图片向大家诠释
了美国的人文气息、名胜古迹与丰富的生活
场景。最后，程斌书记做了精彩总结，指出
从IMPOSSIBLE到I’M POSSIBLE，新颖而生
动的发言鼓舞了所有同学。
 持续了两个小时的活动在新老生的提
问互动中圆满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中，我们也将不断地寻找交流的机会与平
台，让低年级的同学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专
业、做好个人规划，拥有一个丰富且充实的
大学生活。

生医学院“经验交流会——美国归来”成功举办 本报导读
细胞生命的礼赞

———————————■2版

  乔布斯之死，
  一代传奇的终结？

———————————■3版
虎踞龙盘PT站的使用方法

———————————■4版

本期电子版将在近几日发到您的邮箱
中，并在虎踞龙盘BBS生医学院版块发
布，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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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9月24日，我院荣获第八届校史校情知识
竞赛二等奖。
 10月7日，生医学院大一大二足球对抗赛
在橘园体育场激情展开。经过80分钟的厮杀，
大二以5比0的骄人成绩获胜。
 10月12日，大一大二篮球对抗赛在桃园篮
球场如火进行。大二以48比44险胜大一，颇有
后生可畏之势。期待院篮球队在新生杯上的精
彩表现。
 10月15日，生医学院的第一场新生杯比赛
在桃园篮球场揭开盖头，生医共夺下19分，以1
分告白，相信院篮球队会愈战愈勇，在接下来
的比赛中取得骄人战绩。
10月22日，由生医&学科学生会体育部主办的院
学生会蓄势待发，期待大家的激情！

“2011狂欢节Fabulous”空前盛会 华美落幕

 （本报讯）10月15日晚上7：00整，由生医 &学科学生会文化部主办的“2011狂欢节
Fabulous”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焦廷标馆二楼圆形报告厅华丽拉开帷幕。生医学院党委副书记

程斌、院团委书记章雯等出席，学生会部
长倾情捧场。活动现场，气氛热烈，高潮
不断。

 本次狂欢节采用了假面舞会的形式，每位
到场观众都戴上了有文化部特别准备的精
美面具，给本次狂欢节蒙上神秘的面纱。

 狂欢节在《音诗画-青春纪念册》中拉开
帷 幕 ， 舞 台
上，乐器、歌
舞……缤纷的
元素吸引了所

以观众的眼球。主持人简短的致辞之后，今天的小高潮随着展开，五
毛与一块的游戏调动了在场观众的积极与热情。随后，大一大二各出
奇招，夺得满堂喝彩，温馨、欢乐、激情在会场中渲染开来。依然爱
你、校园华尔兹、新不了情、抢板凳……看到这些名字，你是否会想
起会场上四射的激情火花？！扣人心弦的抽奖活动分布在节目之中，
不时爆出精彩大奖。盛会最后，最大的惊喜浮出水面，生医 &学科学
生会大二部长们倾情奉献热舞——《撑腰》，赢得现场尖叫不断。
 本次狂欢节还邀请到梅花桩武术协会和“天梯”魔术协会的倾
力加盟。武术表演强势袭来，魔术玄秘不断，力与玄的结合，让观众
大饱眼福。

分享学长学姐经验
交流学习社团生活
庆祝11届新老生交流会成功举办

（本报讯）9月25日，我院学生会学
习部主办的大一大二新老生交流会，
在各新生寝室中如期举行。本次活动
得到了大一大二同学们的热情支持与
响应，半数以上的大二同学和全体大
一同学共同参与。活动采用小组形

式，以三位大二同学与
两间大一寝室的新生为
单位，自由交流、畅所
欲言。在学习部的精心
组织下，活动现场井然
有序，气氛热情扬烈，
话题从学习到生活，从
社 团 活 动 到 校 内 外 兼
职。新生们表示，这次
活动办得很有意义，帮
助他们更好的了解大学
生活，融入大学集体当
中。最后，新老生交流
会在大一大二同学的告
别中圆满结束。

本报致力于做一份可以帮助同学们相互交流、展示风采的平台。为帮助
同学们发表自己的思维火花，本报将于第二版登出同学们的散文随笔、
心得体会等小品文，第三版每期提供一个核心话题供大家展开讨论，欢
迎大家踊跃积极投稿，为我们生医学院营造一个心灵的家园、展示风采
的舞台。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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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8月25日，苹果宣布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
辞职，并立即生效。北京时间2011年10月6日，苹果董事会宣布
前CEO乔布斯于当地时间10月5日逝世，终年56岁。	
	 苹果官方网站称：	一位富有远见、充满创意的天才离开了
Apple，一位杰出、了不起的任务告别了世界。曾经有幸和他结识
的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位挚友，一位精神导师。Steve留下了一家
唯有他才能创建的企业，他的精神将成为Apple永远前进的基石。
史蒂夫的才华、激情和精力是无尽创新的来源，丰富和改善了我
们的生活。世界因他无限美好。他对妻子劳伦和家庭付出了极大
的爱。我们向他的家人，以及所有被他的杰出天才而触动的人表
达哀悼之情。

 现代人的麻烦，是他一直在试图使自己同自然相分离。在
他看来，人是巨大的致命性力量，而地球成了某种柔弱的东西，
象乡间池塘的水面上袅袅冒上的气泡。 但是，任何认为地球的生
命是脆弱的想法，都是人的幻觉。人早就在杜撰一种存在，他认
为这种存在使自己高于其他生命。近年来的生物科学，“使人根
植于自然之中”这一点成为必须赶紧正视的事实。新的、困难的
问题使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人与自然是多么密切的联锁在
一起。我们大多数人过去牢牢抱有的旧观念——我们享有主宰万
物的特权，这种想法正在从
根本上动摇。 
我们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实
体，我们被其他生命分享
着，租用着，占据着。在我
们细胞的内部，驱动着细
胞、通过氧化方式提供能
量，以供我们出门去迎接每
一个朗朗白天的，是线粒
体。而严格地说，它们不是
属于我们的。原来它们是单
独的小生命，是一些原始的
细菌，大量地涌进人体真核
细胞的远古前身，在其中居
留了下来。从那时起，它们
保住了自己及其生活方式，
以自己的样式复制繁衍。它
们是我们的共生体，就象豆
科植物的根瘤茵一样。没
有它们，我们将没法活动一块肌肉，敲打一下指头，转动一个念
头。 
 线粒体是我们体内安稳的、负责的寓客。我愿意信任它
们。但其他一些小动物呢？那些以类似方式定居在我细胞里的生
物，协调我、平衡我、使我各部分凑合在一起的生物，又是怎样
的呢？我的中心粒、我的基体、很可能还有另外许许多多工作在
我细胞之内的默默无闻的小东西，它们各有自己的特殊基因组，
都象蚁丘中的蚜虫一样，是外来的，也是不可缺少的。我在想是
否也有可能，是它们在每天早晨散步于本地的公园，感觉着我的
感觉，倾听着我的音乐，思想着我的思想呢？ 
 我们细胞核里携带的大量DNA，也许是在细胞的祖先融合
和原始生物在共生中联合起来的年月里，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们
这儿的。我们的基因组是从大自然所有方面来的形形色色指令的
结集，为应付形形色色的意外情况编码而成。然而，地球上生命

 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相爱者的灵魂
的质量。真正高质量的爱情只能发生在
两个富有个性的人之间。 对于灵魂的
相知来说，最重要的是两颗灵魂本身的
丰富以及由此产生的互相吸引，而决非
彼此的熟稔乃至明察秋毫。 世上并无
命定的姻缘，但是，那种一见倾心、终
生眷恋的爱情的确具有一种命运般的力
量。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
暮暮。”两性关系要讲究质量，真挚而
久长的爱情远胜于轻浮而短暂的风流韵
事。 爱情是盲目的，只要情投意合，仿
佛就一丑遮百丑。爱情是心明眼亮的，
只要情深意真，确实就一丑遮百丑。 一个爱情的生存时间或长或
短，但必须有一个最短限度，这是爱情之为爱情的质的保证。小
于这个限度，两情无论怎样热烈，也只能算作一时的迷恋，不能
称作爱情。 爱情与事业，人生的两大追求，其实质为一，均是
自我确认看两人是否相爱，一个可靠尺度是看他们是否互相玩味

细胞生命的礼赞
■Lewis Thomas

和欣赏。两个相爱者之间必定是常常互相玩味的，而且是不由自
主地要玩，越玩越觉得有味。如果有一天觉得索然无味，毫无玩
兴，爱就荡然无存了。
 爱情是有质量之别的，最好的爱情是两个本来就仿佛有亲缘
关系的灵魂一朝相遇，彼此认出，从此不再分离。无论在什么样

的时代，这样的爱情都是稀少的。这并
不奇怪，因为第一，前提是这两个灵魂
是优秀的，如果不优秀，那算什么灵魂
呢，对彼此的灵魂又会有什么寻求和辨
识呢。第二，这样两个灵魂的相遇要
靠运气，错过的可能比相遇的机会大得
多。所以，这样的爱情是可遇不可求
的。你无法去寻找，遇上了，你就像命
中注定一样不能再放弃爱情是两个整体
的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在这个情感关系
中，两人的人生观是否相洽，相洽到什
么程度，一定会发生重要的作用。所谓
高质量的爱情，一个必要条件是相洽的

程度高。 但是，爱情又不只是人生观相洽的事情，相洽是必要条
件，不是充分条件。在爱情的发生中，性吸引和审美方面的强烈
感受往往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爱情是灵魂的化学反应。真正相爱
的两人之间有一种亲和力，不断地分解，化合，更新。亲和力愈
大，反应愈激烈持久，爱情就愈热烈巩固。

 由于家境贫寒，我没有购买过Apple的任何产品，甚
至会嫉妒地称周围并不NC的好友为NC果粉。前些日
子Amazon发布了Kindle的新产品，我看上了Fire，进了

一个组团代购的群。某天在群里看到乔布斯去世消息时，第一反应这
是假新闻。之后打开36kr和engadget发现头条都是乔布斯去世的消息，
微薄等各大社交网站上也都是关于乔布斯的讨论，很多人或真或装在
纪念乔布斯的离开，我也发了一条“Stay hungry，stay foolish”的状
态。按照事件发展的规律，并假设话题不被和谐，数小时后必会有人
跳出来反对前者的言论。
对乔布斯生平，他去世前我和许多称其为伟人的朋友一样并不十分了
解。
 正如乔布斯到处宣扬的那样，Apple确实改变了世界。Apple引
领各大追求高参数硬件的厂商，又重新返回到重视用户使用产品的体
验上来。苹果开创了内容为主的时代，之后Google的Chromebook、
Amazon推出赔钱的Fire，卖硬件的惠普在经营webOS失败之后又花100
多亿刀收购一家软件公司，都让人看到了纯硬件时代的终结。我喜欢
乔布斯，喜欢他的理想主义，还有我也喜欢黑色圆领衫和牛仔裤。

（复旦大学）淮张江男

  个人认为，这少对我来说，对乔布斯的
纪念和重新了解应该是这个十月份最有价
值的活动，甚至比国庆、比双十还要有意

义，因为不管你是否是苹果的用户，你都正在受着或将要受
到他的影响。
重构乔布斯的伟大：作为IT行业的精神导师，他创建的公司
近乎是一个由极客组成的宗教团体，他们在一场场商业战役
中的原创总能带给IT行业无限的启示；如果仅仅从他管理公
司的才华来看，他的每个案例都值得放在MBA的课程中作
为经典案例；我想从一个与苹果公司没有任何直接的利益交
易的角度来看，在他有生之年所掌控的公司都值得你去买上
几股，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产品，无论如何，他有让全世界
有脑或无脑的人为苹果产品疯狂的魅力；另外他比别人对创
新更有高层次的认识，至少比天天打着“构建创新型社会”
旗号的政客们更有发言权，他每秒钟都可以产生一个创新灵
感，那么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怎么在这么多无数的创意中挑
选出最有潜力的idea，毕竟一次营销的成功与你的创新点没
有正相关的关系。
 裂解乔布斯的伟大：看到国内论坛里又有人被莫名其
妙的民族情结所蛊惑而狂言到：下一个乔布斯就在中国！如
果从他的传奇人生来看，恰恰相反，他有时候甚至都会跟自
由美国不相兼容，又怎么会在中国出现下一个乔布斯呢？另
外，我认为他的传奇也是充满着无数的幸运，比如，你设想
一下如果他在大学里所交的朋友不是那批第一代极客，那么
后来还会有乔布斯还会有今天的苹果吗？ 

张盟易
when people buy an Apple product, they have a nearly religious 
experience, which is very hard to accomplish. It`s known to us 
that the 3 most popular products are the iPad, iPod, and iPhone. 
However, none of these 3 things were invented by Apple. 
The iPhone is a smart phone... and certainly there were many 
smartphones before. iPod is an MP3 player... and there were MP3 
players before. Simply being competition does not mean that 

he was innovative. To be considered innovative...you must have 
products that are better, in some way, than your competition. The 
one innovative thing that I can see that he has done... was creating 
the GUI that has become the hallmark of Apple systems. We used 
to think that Bill still the idea of Mac, perhaps he did... the concept 
of it at least...I don't know if he did or no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matters so much. I'll credit Jobs with the point and click GUI.
In conclusion, use some word to judge Steven Jobs, that is, 
charismatic. I would say he was charismatic and a visionary.

(东南大学外教）Dave

爱情的质量
■周国平

   Many people were a bit depressed about Jobs’s 
death, it seems more than most Americans I know, 
which reminds me a little of Michael Jackson's death. 

But I DO think that there is an over-reaction. He was just a businessman. 
He contributed to his company. I don't see anything in his products that is 
unique to his products. Certainly there were MP3 players before, long before 
the iPod. However, he was really able to make it fashionable and trendy to 
buy his products, his greater achievements were in style, design, and fashion, 
not technology. In fact, he inspired the marketing rather than the technology, 
that is, I think Apple products have a cult-like following.
 As to his INNOVATION, there was a research which suggested that 

的同一性比它的多样性还要令人吃惊。这种同一性的原因很可能
是这样的：我们归根结底都是从一个单一细胞衍化而来。这个细
胞是在地球冷却的时候，由一响雷电赋予了生命。是从这一母细
胞的后代，我们才成了今天的样子。我们至今还跟周围的生命有
着共同的基因。
 病毒，原先被看作是一心一意制造疾病和死亡的主儿，现
在却渐渐现出活动基因的样子。我们生活在由舞蹈跳荡的病毒组
成的阵体中，它们象蜜蜂一样，从一个生物窜向另一个生物，从

植物跳到昆虫跳到哺乳动物
跳到我又跳回去，也跳到海
里 ， 抱 着 几 片 这 样 的 基 因
组，又拉上几条那样的基因
组，移植着DNA的接穗，
象大型宴会上递菜一样传递
着遗传特征。它们也许是一
种 机 制 ， 使 新 的 、 突 变 型
DNA在我们中间最广泛地
流通着。如果真是这样，那
么，我们在医学领域必须如
此集中注意的奇怪的病毒性
疾病，就可被看作是意外事
故，是哪里出了点疏漏。 
 近来，我一直想把地球
看作某一种生物，但总嫌说
不通。我不能那样想。它太
大，太复杂，那么多部件缺
乏可见的联系。如果它不象

一个生物，那么它象什么，它最象什么东西呢？我忽而想出了叫
我一时还算满意的答案：它最象一个单个的细胞。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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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战群儒 	 从本期开始，本版将作为一供大家交流探讨实事热点话
题的交流平台，对于时政热点、社会话题、民权民生等诸多
方面大家皆可畅所欲言，表露你睿智的思想，展示你博学的风
采。请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人人公共主页，回复即使投稿，
也可发送邮件至seubme_press@163.com，来稿注明“热点
话题”，期待你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