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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奇心撬起地球，2015菠萝科学奖揭晓

一根棒棒糖能舔多少次？
为什么蚊子不会被雨滴砸死？

一根棒棒糖能舔多少次？为什么蚊子不会被雨 只蛤蜊的幸福”——
—看似“无厘头”的娱乐精神背后，
滴砸死？2015菠萝科学奖的获奖内容，依旧让人瞠 是对科学本质严肃的追求。纵观2015菠萝科学奖的
目结舌。菠萝科学奖被誉为中国版的“搞笑诺贝尔”， 获奖者，“好奇－乐趣－分享”，是他们共有的关键
已连续走过四个年头。
“关注一朵浪花的起歇，关心一 词。

【延伸阅读】

蚊子为什么没有被雨滴砸死？
因为蚊子也会“四两拨千斤”

漫漫细雨对我们来说时常是浪漫而
惬意的象征，可你有没有想过，对体积微
小的昆虫，譬如蚊子来说，雨中漫步简直
就是一场灾难大片。一滴雨珠的重量可以
达到蚊子体重的 50倍之多，在蚊子眼
中，我们口中的“毛毛雨”，不下于一辆辆
甲壳虫汽车从天而降！可惜的是，在如此

A

“水枪打蚊群”

B

蚊子的秘诀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要
从几米高的距离外让雨滴开始加速并准
确“击中”蚊子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守
株待兔”等蚊子被“人工降雨”自然击中的
概率也微乎其微。研究员们于是采用了
“水枪打蚊群”的策略，将数以百计的蚊子
装入一个细高的透明容器中，从容器顶端
用高速喷头向蚊群发射与自然界中雨滴
速度相仿(大约每秒 9米 )的“模拟雨
图 A 展示了实验用的模拟雨滴与蚊子的相对大小 ；图 B 为实验装置示意图 ；图 C 和图 D 是视频中的
一系列截图 ，显示了蚊子被雨滴击中后迅速作出高难度的 “侧身翻滚动作 ”让雨滴从身侧滑落 。

和估算。”黄金紫说，但适当增加趣味性
好奇心支撑着每一次科学发明
与幽默感是必要的，“科学工作者应该找
到一种让公众更多、更好地了解科学的
“下雨的一天，我看到有 的365天”与他的记录者张弘 方法。”
只蚊子在盯一个人的脸。就突 ■。从2014年1月1日到2014
然想，为什么下那么大的雨， 年12月31日，张弘■坚持一
平常生活背后也
蚊子还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个人观察了一坨肉在常温下
有科学发明
第二天我就开始做这个课题 的腐败过程，并在社交网络上
了。”2015菠萝科学奖“物理 持续图文直播。
“大部分的科学发现，都启蒙于好奇
奖”获得者、佐治亚理工学院
张弘■说：
“很多人问我，
生物力学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为什么能坚持拍一块肉那么 心，而好奇心被不断放大，就是科学的力
胡立德说，很多时候，好奇心 长时间。我觉得，其实没有‘坚 量。”2015菠萝科学奖特邀嘉宾、阿里巴
会面对现实环境的诸多挑战， 持’一说，如果要‘坚持’，可能 巴首席技术官王坚说，菠萝科学奖，是放
但也正是好奇心，支撑着每一 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了。我 大人们好奇心的美好平台。
“不是只有高精尖的项目才是科学，
次科学发明。
每天去观察那块肉，和网民们
2015菠萝科学奖的“菠 互动讨论，就像有些人不停玩 平常的生活背后，也可以有科学发明。”浙
萝Ｍｅ”奖，颁给了“一坨肉 游戏一样，都是乐趣所在。” 江省科技馆馆长李瑞宏说，活动倡导给公
众“直接的体验”，这正是科普的本意。
李瑞宏说，菠萝科学奖的评委半数
增加趣味性与幽默感是必要的
都是科学的“门外汉”，这样安排就是希
望在确保科学结论的基础上，有更多喜
菠萝科学奖是由浙江省 奖”策划人王丫米说。
闻乐见的东西与大家分享。
科协支持，浙江省科技馆与科
比如，2015菠萝科学奖
从萌芽，到成长、进化……菠萝科学
技媒体果壳网合力打造的科 “数学奖”授予了纽约大学柯 奖或许现在还不能在科学界引起轩然大
学奖项。2015菠萝科学奖的 朗数学系的黄金紫团队，他们 波，却已有越来越多的科学爱好者了解
国际化、跨界性比往年更高。 的获奖项目是“一根棒棒糖能 并参与其中。正如2015菠萝科学奖颁奖
“国外获奖者占到总数的近三 舔多少次”。
晚会的结束词所说：“当一首诗是真正的
分之一。我们与中国美院、美 “这首先是一个非常严 诗的时候，人们必会大声朗诵。当科学变
国‘搞笑诺贝尔’奖策划组都 肃、严谨的数学研究，通过建 得 有 趣 的 时 候 ， 人 们 必 将 拥 抱 科
开展了深入合作。”“菠萝科学 立复杂的数学模型进行测试 学。”
（ 新华社 ）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
经江苏省委批准，江苏省物价
局副局长蔡敦成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蔡敦成，男，1962年生，江苏宿
迁人。
1982年 1月参加工作，先后担
任国营宿迁来龙农机修理厂技术
员、钢丝床厂副厂长，宿迁市(县级)
埠子镇副镇长、卓圩乡副乡长、三棵
树乡党委副书记、骆马湖乡党委副
书记、乡长、党委书记(副县级)，宿豫
县副县长、党组成员，宿迁市多种经
营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宿迁市
宿城区委常委、副区长，泗阳县委副
书记、常务副县长，盱眙县委副书
记、县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2009年 12月明确副市级)，淮
安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
2013年 4月任省物价局副局
长、党组成员。
帆 ”）

（

据江苏省纪委网站 “ 清风扬

漫天高速飞落的“甲壳虫汽车”雨中，蚊子
依然能够嗡嗡作响而毫发无损。是什么赋
予了它们如此神通？
为了破解这一谜题，美国佐治亚理工
学院的胡立德教授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合
作，对雨中飞舞的蚊子进行了高速摄像，以
便仔细观察蚊子被雨滴击中瞬间的行为。

滴”，以增加蚊子被“雨滴”击中的概率。
同时，由于蚊子与雨滴在瞬息之间便
擦身而过，如何让实验设备自动而准确地
捕捉这一时刻成了另一个亟需解决的问
题。研究员们想出的办法是，在蚊子飞行
高度的上方设置一道“激光封锁线”，雨滴
穿过激光线时，便触发高速相机开始以每
秒 4000帧的速度拍摄，详细记录蚊子与
雨滴相互作用中的每一个动作。

通过拍摄下的高速视频，胡立德教 高难度“侧身翻滚动作”让雨滴从身侧滑
授与他的研究小组分析并归纳了雨滴击 落。而当雨滴直接击中蚊子身体时，蚊子
中蚊子不同部位的各种情况，计算出了 先顺应雨水强大的推力与之一同下落，随
蚊子在遭遇雨滴的瞬间所受的作用力， 之迅速侧向微调与雨滴分离并恢复飞行。
以及其后随雨滴向下移动的距离。他们
研究小组发现，若是雨滴击中蚊子
发现，蚊子不像我们可能推测的那样能 时，蚊子栖息于无法移动的地面上，雨滴
够躲避雨滴，但被雨滴击中的蚊子也不 的速度将瞬间减小为 0，并施加等同于蚊
会受到冲击带来的伤害。蚊子的秘诀，就 子体重 10000倍的力在蚊子身上，足以
在于它们体重极轻。
致命。而当蚊子在空中被击中并采用“不
研究小组拍摄的高速视频显示，蚊 抵抗”策略时，蚊子受到的冲击力就减小
子被雨滴击中时并不抵挡雨滴，而是与 为自重的 50－300倍，只相当于在蚊子身
—这是蚊子所能够承
雨滴融为一体，顺应雨滴的趋势落下。当 上压了一根羽毛——
雨滴击中蚊子翅膀或腿部时，蚊子会向 受的。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如同“一拳打
击中的那一侧倾斜，并通过高达 50度的 在钢板上”和“一拳打在棉花上”。

C

“四两拨千斤”

虽说蚊子看似柔弱如风中浮萍被雨 雨滴将它们砸落地面造成致命伤害前逃
滴砸得摇晃不定，但正是由于蚊子的重量 出生天。
微不可计，在与雨水碰撞的过程中，雨滴
胡立德教授的这一发现被发表在《美
几乎没有减速，动能并未转化为能量击打 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并引起
在蚊子身上，而是让蚊子瞬间加速，从而 了广泛关注。事实上，这项研究不只是跟
化解了高速下降的雨滴带来的巨大冲击。 蚊子有关。在对于自然界的应对之道上，
这就像是“以柔克刚”，达到“四两拨千 动物往往有着比我们更丰富的经验，并在
斤”的效果。 想不到小小的蚊子还个个 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适合它们
是太极高手呢！
生存环境的结构和功能。研究和模拟这些
除了避免冲击带来的伤害，蚊子雨 动物应对大自然的特殊本领，可以为我们
中求生的另一秘诀则是它们疏水性的细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新的设计思想，解
—比如，如何
毛。覆满防水细毛的身体使得蚊子在随 决机械技术上的很多难题——
着雨滴下落的过程中与雨滴保持分隔状 更好地设计微型飞行器，让它们能够像蚊
态，从而能够迅速摆脱雨滴重新飞起，在 子一样，在雨中轻盈地翱翔。 （据果壳网 ）

【哈尔滨金店被盗案追踪】

店长称嫌疑人不是金店员工
警方基本排除监守自盗可能

10日凌晨 3点左右，哈尔滨市一金店内大量黄
金首饰被盗，保险柜完好无损，当地警方历时 11小
时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同时缴获全部被盗赃物。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嫌犯是金店员工，对此，金店和
警方均予以否认。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最新进展

店长称嫌犯不是金店员工

11日下午，金店店长孙涛对记者表示，店内存
放的全部饰品总价值一千万元，有的媒体误以为是
全部被盗。经过事后与警方认真核对，实际上只有部
分饰品被盗，价值 300余万元。
孙涛表示之前他并不认识嫌疑人张某，他更不
是金店员工，而警方也披露张某不是商场工作人员，
基本排除监守自盗的可能，而关于嫌疑人的作案细
节和侦破过程，目前警方表示暂时不能透露。

【记者盘点】

手段多，盗贼“上天入地”行窃
记者盘点发现 ，2010 年至今共发生至少 22 起损
失在百万以上的黄金盗窃案 ，平均侦破时间为 10 天左
右 ，时间最短的仅用 8 小时 。 这些黄金大盗的常规作案
手段主要有撬门撬柜 、假装买家 、内贼等 。 而值得一提
的是 ，其中有 5 人选择 “从天而降 ”，利用天窗气窗进入
店内进行偷盗 。 2012 年邢台市宁晋县城天宝西街的金
象珠宝店被盗 ，警方在现场看到金库房顶一角被破开 。
也有盗贼走偏门 ，利用地道作案 。 去年年底 ，为偿还购
买房子所借的债务 ， 一名男子花 3 个晚上在镇远县一
家金店的后墙凿了一个洞 ，然后爬进去 ，偷走了金店价
值 120 万元的首饰 。
公安机关表示 ， 店家不能只注重保险柜 ， 门窗 、 墙
壁 、 柜台 、 楼顶等都得加固完善 ， 因为许多犯罪分子就
是采用迂回方式从楼顶进入作案现场的 。

追缴回的被盗赃物

盗贼归案平均约 10天
据记者统计发现 ，这 22 起百万黄金
盗窃案平均侦破时间大约在 10 天 。 其中
有 6 起都仅用了一天左右时间就真相大
白 。其中 ，从接到报警到抓捕嫌疑人用时
最短的仅 8 小时 。 今年苏州临湖富豪金
店盗窃案中 ，金店的卷帘门被撬开 ，价值
百万黄金首饰被盗走 。 据犯罪嫌疑人交
代 ，他们为了 “弄点钱 ”回家 ，在十几天前
就开始踩点 ， 准备一得手就坐上大巴车
回老家 ， 而苏州吴中警方经过 8 小时就
将案件侦破 。
（ 综合央广 、 法制晚报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