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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智人》
作者：河森堡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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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早上起床吃早餐，上班，午
休，下午继续工作，晚上回家吃饭，
看两集电视剧哈哈一笑，然后洗个
澡，关灯上床睡觉，就在你做这些事
的时候，地球上已经有好几十个物
种彻底消失了，也许你吃早饭的时
候灭绝了10种，你睡午觉的时候灭
绝 19种，看电视剧的时候灭绝 33
种……这个速度太过夸张，甚至让
一些学者感到匪夷所思。美国杜克
大学的生物学家斯图尔特·皮姆表
示，人类造成的物种灭绝
速度已经达到了自然界
正常灭绝速度的 1 0 0 0
倍。
人类太过强势，强势

到我们自认为对其他物
种的主宰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甚至还自以为是地
发明了一些诸如“万物之
灵”“地球长子”一类的词
汇来吹嘘自己。其实这种
支配性的地位并不是理
所当然的，更不是自古有
之。有一种元素能够帮助我们重新
回忆起祖先在食物链中曾经处于怎
样的位置，这种元素就是“碳”。
碳元素在自然界中有两种稳定

同位素，碳12和碳13，粗略来看，它
们在自然界所有碳元素中所占比例
大约为98 . 9%和1 . 1%。但在某些特
殊的地方，这两种碳同位素的比例
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在植物
里。
我们都知道，植物进行光合作

用时可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将其转化为碳水化合物以储存能
量，但是不同的植物利用二氧化碳
的路径却是不同的，我们根据这种

不同分别将其命名为C3植物和C4
植物。对于C4植物来说，它们可以
在吸收二氧化碳的时候更多地富集
碳13，所以这种植物的组织内碳13
的比例相对更高一些。而C3植物在
进行光合作用时，对碳13的利用较
为抗拒，其组织内碳13的比例则相
对更低。在非洲，大多数草属于C4
植物，而树和灌木则多属于 C3植
物，这些不同的植物被动物吃下去
以后，其碳同位素比例会继续反应

在食草动物的骨骼和组
织里，形成相应的同位素
比例特征。以草为主食的
动物体内碳13比例更高，
以树叶和灌木为食的动
物体内碳13比例较低。
200多万年前，我们

的祖先是杂食动物，C3
植物和C4植物都会吃一
些，所以在食物链的传递
效应下，彼时的古人类体
内就有了一个特殊的碳
同位素比例。要命的是，

学者们发现这种特殊的碳同位素比
例似乎沿着食物链被继续传递下去
了。开普敦大学的几位考古学者认
真研究了一些曾与古人类祖先同期
生活的大型猛兽化石，发现它们牙
釉质里的碳同位素比例与我们祖先
体内的碳同位素比例近似。这或许
意味着，我们祖先曾经被这些大型
猛兽吞噬过，特殊的碳同位素比例
正是被祖先的血肉传递下去的。

明日关注：哪些野兽曾经咀嚼
过人类祖先的血肉呢？斑鬣狗就是
“嫌疑犯”之一。一个曾经做过动物
饲养员的哥哥给我讲了北京动物园
里斑鬣狗闯祸的故事。

《棋语》
作者：储福金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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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表现有时很奇怪的。人与人

交往多了，会把奇怪的表现当成了习
惯。田宝丰习惯了北巷小王的敲门，也
习惯了北巷小王的来访。对北巷小王，
田宝丰往往不像是欢迎友人来访的态
度，北巷小王也并不以为杵。
田宝丰有时正做着一件什么事，

北巷小王一来便插手帮忙。他曾帮他
买过米，买过煤。有时北巷小王带一包
卤菜来，两人就菜喝一点小酒。他们似
乎忘了北巷小王来的目的。目的的中
心点仿佛偏移了，但总还
在那里。
北巷小王是来约田宝

丰下一盘棋。下棋的人求
战是很正常的，传说有一
个棋迷为求下一盘棋，一
天一夜在人家门口站着，
很有点程门立雪的味道。
求战于高手的棋迷也都有
自信，都认为自己的棋不
弱。老婆是人家的好，棋力
是自己的高。对弈一局，自
己胜是应该的，而一旦输
了，便觉得只是自己一步棋没有走对，
根本不是棋力问题。
田宝丰是高手，他是城北地带的

高手。田宝丰曾下赢过一位本来很有
名的专业棋手。运动年月中，这位专
业棋手退到了地方，田宝丰有机会与
他下了一盘棋，这盘棋田宝丰胜得堂
堂正正，绝非专业棋手的漏着。在这
期间，田宝丰还胜过很多的棋手。凡
在城市棋摊上冒出头的棋手，他都碰
过，一个个地“砍杀”下去，于是确立
了他高手的位置。大家都认为，要不
是社会运动取消了棋赛，他会是一位
国手。
北巷小王是来约棋，只是并非自

己求对局，他是约田宝丰与别人下一
盘棋。有两三年，田宝丰没有与人对局
了，因为这几年城北不具有向他挑战
资格的棋手。田宝丰依然常常出进在
对局场合。凡北巷小王约的对局，都会
告知他一下。北巷小王喜欢约人对
局，也喜欢约人观战，这是他的爱好。
他约的棋局，有时会有十来人观战，
也有的棋局，就他一人在旁边看棋。
这在于棋局对手的吸引力。北巷小王
似乎每天都约着棋局，有时一天约了

好几盘棋，当然是在不同
的时间。
田宝丰到场时，不管

观棋者人多人少，都会给
他让出桌边的座位来。
田宝丰看棋时一声不

响，显得十分冷静。中间旁
观的人问他对棋局的看
法，他会把手指抬起来，放
到额头上，那意思是要尊
重下棋的人。他的举动有
着十分郑重的意味，别人
也就不作声了。

北巷小王赞赏过田宝丰的冷静。
他说在棋盘前田宝丰的冷静神态，让
许多对手感觉到一种压力。北巷小王
的棋评，往往掺着一点对棋手精神的
评价，这是他的特长。
一旦棋局结束，田宝丰便起身，

充当裁判数子。田宝丰数子的时候，
每个动作都一丝不苟，棋上的子十个
十个地排得格格正正。

明日关注：一直到数完子，田宝丰
才开口，先是宣布胜负，接着把棋盘撸
空，又从头一步步把棋摆起来，摆几子
就会评点几句，说这步“立”如何，说这
步“飞”如何，说这步“跳”如何，说这步
“团”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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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周冬雨、罗晋、陈数主演的电视
剧《幕后之王》正在北京卫视热播。剧
中陈数出演董事长郁海伦，战略性的
眼光和强大的气场让这一角色深受观
众喜爱。1月10日，陈数接受采访，揭
秘了这部剧的台前幕后。

角色的分量感超过自己

记者：当董事长的感觉如何？为什
么会接演这个角色？

陈数：接到这个角色其实有一
点点压力，因为我不是常客串电视
剧的配角。事实上郁海伦的年龄感
和她的分量感要超出我自己真实的
状况，我必须要把这个气场给架起
来，所以大家可能也看到这次的造
型整体偏成熟，包括发型各方面都
是偏成熟，我稍微扮老了一点，你们
感觉还行吗？

记者：近年来荧屏上呈现了不少
霸道女总裁形象。在您看来，郁海伦这
个女总裁有哪些独到之处？这个角色
有没有带给您新的启发？

陈数：霸道女总裁，如果有机会的
话我倒想好好演演的，这部戏可能只
是牛刀小试，先呈现给大家看看，如果
大家觉得OK或者觉得还不错，没准
我后面也会去选择更饱满的该类型的
角色呈现给大家。

中年女演员选戏空间少

记者：剧中郁海伦有一句台词，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做出最好的
产品”，您怎样看待这样的人生态度和
职业理想？身为一个演员，您认为什么
样的作品才是好的作品？

陈数：我很喜欢郁海伦这句话，就
像我作为一个演员，无论剧组怎么混
乱，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状况扰乱我
的创作，我都要努力把自己最好的状
态呈现在镜头面前。身在职场其实我
们经常会发现，就算把自己做到最好
也没有办法避免周遭的环境，那么只
能这个时候以最专业的状态来要求自
己。

记者：现在已是三料视后加身，会
不会在接戏方面有所调整，一年一部
戏是不是有点满足不了您的粉丝？

陈数：对，2018年是收获的一年，
因为《和平饭店》这部戏，连续获了好
几个奖，包括《幕后之王》这部戏，戏量
播到今天我的戏份比较少，但看到很
多观众朋友特别喜欢看我演戏，很开
心，因为大家都知道女演员进入成熟
年龄之后选择戏的空间和数量一定比
少女时代要小了很多，我想如果演员
能够呈现非常好的状态和质感以及能
力，特别是观众又能够回馈出对于这
个类型的演员或者角色有期待的话，
其实也会给我们更多成熟演员空间，
给予我们鼓励。

随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APP的
崛起，用户自主上传至网络的短视频
越来越多。
1月9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

协会在官网发布《网络短视频内容审
核标准细则》100条，规定网络播放的
短视频节目，及其标题、名称、评论、弹
幕、表情包等，其语言、表演、字幕、背
景中不得出现21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其中包括，不得“对历史尤其是革

命历史进行恶搞或过度娱乐化表现”，
不得“为包括吸毒嫖娼在内的各类违
法犯罪人员及黑恶势力人物提供宣传
平台”，不得“宣扬丧文化”，不得“展现
同情、支持婚外情、一夜情”，不得“宣
扬和炒作非主流婚恋观”等等。 时光

《《幕幕后后之之王王》》热热播播，，陈陈数数接接受受采采访访

网络短视频加大审核
评论弹幕也要审

陈陈数数

据外国媒体报道，由于凯文·哈特
个人言论上的巨大争议，尽管外界一
直推测其可能会重拾第91届奥斯卡
颁奖礼主持人之职，但最终其本人还
是选择放弃。而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
学院也最终选择本届奥斯卡颁奖典礼
将没有主持人，本届颁奖典礼将选择
一系列一线明星在关键节点作为串讲
人。目前学院还没有正式宣布这一消
息，但是已知的是，学院没有递出任何
新的邀请给可能的主持人人选，所以
“没有主持人”几乎是目前唯一的选
择。事实上，2018年的艾美奖颁奖礼
就采用了由SNL明星凯特·迈克金
农、安迪·萨姆伯格，还有克里斯汀·贝
尔与瑞奇·马丁等人作为串讲人的方
式进行，效果也不错。说不定，颁奖礼
的这一改变，也许会提高低迷多年的
收视率。 网一

奥斯卡颁奖礼不设主持人
一线明星担当串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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