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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老家的李叔曾托我帮
他刚毕业的儿子介绍工作。 通
过了解， 我发现小伙子素质还
不错， 就向我的一个朋友做了
推荐。 李叔的儿子进公司不到
两个月就因为表现优秀而提前
转正，且薪酬丰厚。

那年春节， 李叔宰杀了自
己养的一头猪， 请人开车来北
京给我送来。 看着一块又一块
整理好的猪肉， 我虽然内心很
感动， 但嘴上却说：“您弄这么
多猪肉，我怎么能吃完，家里冰

箱也放不下啊。 不如我留下几
块，剩下的您带回去吧。 ”因为
我知道， 农村养头猪也是挺辛
苦。 李叔说：“你可以送给亲戚
朋友、领导同事啊。这是家养的
土猪，市场上可不好买啊。 ”

我只好收下了猪肉， 拿出
2000块钱，给李叔。 李叔当时就
生气了，说：“大侄子，你这是啥
意思？ 是叔的猪肉卖不掉了，跑
到北京来卖给你？”我无言以对。

我知道， 他从山西老家来到北
京，这一路开车过来，也是需要
花不少钱的。 我只是想拿钱给
他点补偿，没想到他却生气了。

我把猪肉分给了亲戚朋
友，他们吃后都表示，还是土猪
肉香啊，真好吃！ 当然，这也是
我的体会。

第二年春节前的一天，我
又接到了李叔的电话， 他又要
来送土猪肉。我实在不忍心，让
他雇车赶几百公里的路， 费心
费力又花不少钱。于是，我故作
冷淡地说：“您别来了， 去年那
猪肉我送给亲戚朋友了， 大家
觉得和菜市场买的肉没多大区
别。 这么老远， 您雇人开车送
来，大家又不喜欢吃，何必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而后，李
叔说：“嗯，好吧。 ”我能听出来
他的失落， 我的话对他来说就
像一盆冷水。

我不知道， 李叔后来会不
会想明白我在撒谎， 我故作的
冷淡是不希望给他添麻烦。 我

希望他能明白， 又担
心他明白。

（摘自《演讲与口
才》 京九珍/文） 哲哲理理故故事事

11 月 12 日 10 时 03 分，天
舟五号货运飞船乘坐长征七号
遥六运载火箭， 从文昌发射场
奔赴太空，12 时 10 分，与在轨
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成功进行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时间仅用
2 小时， 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交
会对接历时最短的新纪录。

据介绍， 此次天舟五号的
对接目标达到 80 吨量级，是空
间站建造以来对接机构迎来
的最大吨位。此次对接，还是空

间站首次在有航天员驻留的情
况下， 进行货运飞船的交会对
接。

从指引天舟五号飞行至预
定地点、 再到与空间站组合体
交会对接， 离不开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八院电子所承
研的测控与通信分系统设备。
从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相距近一
百公里时，便可建立通信，到最
终交会对接完成， 空空通信设
备的作用， 就是让两个航天器

到达同一“约会”地点。
从 6.5 小时到 2 小时 ，天

舟五号将远距离导引过程由多
圈次压缩为不到一圈， 将多次
变轨压缩为了两次综合机动，
并在近距离自主控制段减少了
多个用以确认飞船状态的停泊
点。“类似列车减少经停车站数
量一样 ， 接近速度大大加快
了。”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 GNC
系统副总设计师胡海霞说。

为适应这一新流程， 确保

货运飞船在快速交会对接过程
中的能量供需平衡， 八院电源
分系统研制团队针对能量平
衡、帆板动作安全等问题，开展
详细分析，进行了 40 项风险识
别，制定了 40 项预案。

从地面 “发货” 到航天员
“亲自签收” 仅需要 2 个小时，
这为我国后续实施更快速的载
人交会对接，进行了技术验证，
巩固了我国在交会对接领域的
先进地位。 （据新华社讯）

从 1985 年手术机器人发
展起步开始至今 30 余年，手
术机器人研发进入百花齐放
的状态， 行业发展愈发蓬勃，
走向更专业化趋势。本期带您
认识三款手术机器人。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在手术机器人的发展史

中，达芬奇机器人的研发具有
里程碑式意义。 1999 年，达芬
奇机器人诞生，标志着世界第
一台真正的手术机器人诞生。
目前，达芬奇机器人已经发展
到第五代， 广泛适用于普外
科、泌尿科、心血管外科、胸外
科 、妇科 、五官科 、小儿外科
等。

达芬奇机器人外形酷似
章鱼， 由主刀医生控制台、三
维高清成像系统和配有四条
机械臂的手术系统 3 部分组
成。 在达芬奇机器人高清的
3D 视频成像系统支持下，手
术部位可以放大 10 倍， 并以
3D 立体方式呈现， 突破了人
眼的局限， 使解剖层次更清
晰，手术操作更精准。 实施手
术时主刀医生不与病人直接
接触，通过三维视觉系统和动

作定向系统操作控制，医生手
指、手腕和手臂的动作通过传
感器输入计算机，并同步翻译
给机器人手臂，机械手臂模拟
外科医生的手部动作，完成手
术操作。

Mako 骨科机器人
Mako 机器人是专用于人

工关节置换手术的机器人，具
有十几年的研发历史，是目前
国际领先的智能关节机器人。
有人这样形容，达芬奇手术机
器人是腹腔镜手术机器人领
域当之无愧的 “一哥”， 那么
Mako 机器人则是目前关节手
术机器人领域的“一哥”。

据介绍，接受 Mako 机器
人辅助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
首先要通过 CT 扫描 ，Mako

数据系统会对患者关节
解剖结构进行精确重建
和精确分析， 为患者设

计个性化的手术治疗方案。 在
手术过程中，机器人为医生提
供非常直观的假体植入三维
影像，精确显示假体位置和力
线情况，并根据患者的软组织
张力和运动轨迹，微调术前计
划，实现手术的个体化和精准
化，协助进行最优化的假体定
位，医生能够通过机器人手臂
动力准确放置髋关节假体，使
得手术的确定性大大增强。

睿米手术机器人
睿米手术机器人，是一种

用于辅助临床医生精准 、微
创、高效、安全地完成各种神
经外科手术的机器人，具有术
前规划手术计划和模拟手术
入路，术中实时导航等功能。

（摘自《海南日报》）

手术机器人出手不凡

顾炎武虽然才高八斗、学
富五车，但因为不接受清廷的
官职 ，导致生活贫困 ，家徒四
壁。 善于夜行的老鼠找不到吃
的，书稿就遭殃了，被啃食得少
边缺角。

有一天， 顾炎武的一个朋
友登门拜访， 发现他正在抄写
《音学五书》的稿子，就纳闷地
问：“我记得这部书稿你不是已
经重抄两遍了吗？ 怎么又开始
抄写第三遍了呢？”顾炎武微微
一笑， 淡淡地答道：“是第五遍
了。 ” 朋友奇怪地问：“为什么
呀？ ” 顾炎武仍然轻描淡写地
说：“被老鼠咬了。”朋友这才明

白，原来，他抄写了多
遍的书稿屡屡被老鼠
啃咬坏了， 不得不一
遍遍地重抄。

朋友听了又好
气又好笑，埋怨道：
“哎呀！ 你这个聪明
人怎么聪明一世糊
涂一时呢， 你把老
鼠消灭掉不就解决
问题了？ 何必这么
麻烦、这么辛苦？ 你
这个办法简直笨到
家了。 ”谁知，顾炎武摇了摇头
说：“不可！ 老鼠不但不能消灭，
我还得感谢它们呢。 ”朋友听得
云里雾里，一脸疑惑。

见朋友不解， 顾炎武抬起
头来笑着说：“你只见到老鼠咬
了我的书稿， 害得我重新抄写
的麻烦， 却没想到老鼠咬我书

稿的好处。 ”老鼠把书稿咬坏了
还有好处？ 朋友瞪大了眼睛望

着顾炎武。 顾炎武接
着解释道：“老鼠咬我
的书稿， 实际上是在
鼓励我呢， 不然书稿
一直放在那里， 束之
高阁， 我怎么会想起
来反反复复地修改五
遍呢？ 所以说，老鼠咬
我的书稿是在督促我
勤奋修改呢。 你说，我

是不是应该感谢老鼠？ ”
听起来有些荒诞， 却不难

看出顾炎武的智慧。 他这个读
书人不是不爱书， 而是坚持用
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方法，督
促自己更加勤勉，不断精进，让
著作臻于完美。
（摘自《今日文摘》 赵盛基/文）

典典藏藏故故事事

年轻时， 马克·吐
温在密西西比河附近
的一家矿场当矿工。 矿
长吝啬又苛刻，经常克
扣矿工薪水，还会为了
逃避支付加班费而想
出各种名目让矿工加
班。

这天下班后，矿长
将矿工们留下，让他们
帮忙“美化矿区环境”，
其实就是让矿工充当
劳力，把堆在空地上的
垃圾清理出去。 马克·
吐温站起来，向矿长讨
要“加班费”。 矿长拿出一本
矿区条例，递到马克·吐温手
上， 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你翻开条例看一看，哪一页
写着美化矿区环境算是加
班？ ”

听了矿长的话， 矿工们
都气得握紧了拳头，马克·吐
温的表情却很平静， 他露出
同样的笑容， 把条例递回到
矿长手上， 说：“请您翻开条
例，找到餐厅在哪一页，并找
出每天的食谱。 ”“抱歉，条例
上并没有标注餐厅在哪里。 ”
矿长回答。 马克·吐温做出一
副吃惊的样子说：“噢，天哪，
难道矿工们每天都不吃饭
吗？ ”

“当然不是。 并不是所有
的项目都可以在条例上找
到。 ”矿长摊开双手说。

“噢，这么说，条例上找
不到的项目也是应该合理对
待的，不是吗？ ”马克·吐温做
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
“比如，您不能因为条例上没
有美化矿区环境， 就拒绝支
付我们加班费。 对吗？ ”

“对……我想是的……
你说得没错……” 矿长一时
语结，不知道如何反驳，最终
只得给矿工们补
发了加班费。

（摘自 《中外
文摘》）

名名人人故故事事

故故作作的的冷冷淡淡

““请请
问问
，，餐餐
厅厅
在在
哪哪
一一
页页
””

顾炎武谢鼠 天舟五号过硬“送货”本领如何练就

一般而言，镜子中的我
们要比手机前置摄像头中
的我们长相更漂亮一点。虽
然手机摄像头有美颜功能，
但手机摄像头也会模糊人
的五官。很多人本身立体的
五官变得比较平面，不能完
全呈现出个人的美丽。而照
镜子可使得我们每个人能
更加确切感受到自己的美，
特别是浴室中的镜子更能
够体现出来。

为什么我们在自拍时
的自己和镜子里的自己会
有这么大的差距?科学研究
表明，也许我们都被镜子骗
了，其实镜子中的我们也不
是最真实的我们。科学家表
示，我们是被自己的眼睛欺
骗了，因为眼睛更愿意去看
到自己五官中美丽的一面，
而不愿意看见五官中的缺
陷。再加上照镜子时的我们
更喜欢挑选自己认为最美
的角度，往往发现不了自己

的五官也许不对称，甚至左右脸
都不对齐。 当用手机自拍时，没
有美感的原始相机不会美化我
们的形象。

科学家解释，眼睛不仅会美
化我们自己的形象，当我们照镜
子时还是动态的，我们持续构成
在镜子前面的各种表情、各种各
样的姿势，是为了使自己看起来
更漂亮。 如果感到不满或头发凌
乱， 将会迅速改善镜子中的自
己， 所以我们在镜子里更好看。
但照片是冻结了按下快门的那
一刻，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照片不
满意， 唯一的方法就是 P 图，这
种现象称为“冻脸效应”。

因此， 从科学角度来讲，一
个人的颜值排序应该是：照片中
的你不如镜子中的你，而熟悉你
的人看到的你就是镜子中的你。
当然熟人眼中的你比现实中的
你样子好看，而现实中的你比陌
生人眼中的你更好看一些。 也就
是说， 镜子中的你与照片中的
你，都不是你的真实样貌，而我
们眼中的自己也不是最为真实
的自己。

（摘自《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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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卡会被 eSIM 取代吗
日前，美国苹果公司发布

iPhone14 系列手机， 其中，美
国市场在售的所有机型仅支
持 eSIM 技术，其他国家和地
区多数推行的是实体 SIM 卡
和 eSIM 并行的策略。

随着 5G 及相关行业的
发展，更多联网设备可能先于
智能手机普及 eSIM 技术，而
手机目前的地位也会被更多
物联网设备的使用所动摇 。
eSIM 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应
用到手机上， 但在不远的将
来，人们可能不再像现在这样
关注手机用的是实体卡片或
虚拟卡片。

简单来说 ，eSIM 就是嵌
入式的 SIM 卡， 是将传统的
SIM 卡直接嵌入设备芯片

上， 这意味着用户不再需要
通过繁琐的步骤 拆 卸 SIM
卡。

实际上 ，eSIM 并不是一
项新技术。 早在 2011 年，苹
果公司向美国专利和商标局
申请了一项虚拟 SIM 卡专
利。

纵观手机在过去几十年
的变化，体现在 SIM 卡方面，
则是典型的由大变小的过程。
20 世纪 90 年代，德国开发出
首张 SIM 卡， 其形状大小和
银行卡一样。 此后 30 年，SIM
卡的尺寸不断缩小。 与传统
SIM 卡相比， eSIM 的体积仅
为传统 SIM 卡的 10%， 且其
抗震性、耐高温、可靠性更强，
更能适应恶劣的工作环境。而

传统可拆卸的 SIM 卡使用中
常常会出现换卡、剪卡等易磨
损的情况，使用寿命短，占用
设备物理空间。

目前 eSIM 已经应用到
车联网、共享单车和消费级电
子设备等众多领域。共享单车
最新的智能锁就是基于 eSIM
芯片设计， 实现了更省电、终
身免维护，且防盗能力强。

长期以来， 插拔 SIM 卡
的模式已经成为用户的习惯。
当一部手机发生故障或没电，
用户的做法可能是把手机卡
抽出来放进另一部手机来检
验。 eSIM 能否做到像传统拔
插 SIM 卡一样自由简便 ，目
前还没有定论。

（摘自《人民邮电报》）

▲达芬奇机器人手术
睿睿米米手手术术机机器器人人▲▲医生模拟

运用 Mako 骨科
机器人进行全髋
关节置换术

秦穆公喜欢马， 听说赵国
有一匹千里马， 便派大臣花重
金去买， 大臣得马后连夜赶回
都城。 秦穆公为了检验千里马
之名的真实性， 令两位骑手昼
夜试马。果真此马日行千里，夜
行八百。可第二天，千里马就病
倒了。兽医认为，此马日夜兼程
从赵国跑到秦国， 尚未调养又
继续奔跑， 左前腿骨头已经坏
死，必须把病腿截掉。

秦穆公很是惋惜，将三只
脚的马拉到市场去
处理掉。 三只脚的马
已无价值，自然无人
问津。 就在侍卫准备

将马拉回去的时候， 一个小伙
子竟然将马买走， 世人皆认为
此人是个大傻瓜。

几年后， 都城里传出一条
爆炸性新闻： 有人拥有一匹日
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千里马。秦
穆公派人打听， 此人正是当年
买马的小伙子，名叫孙阳。他相
中了三脚马的优良品种， 买回
后精心喂养，作为种马，生下了
一匹千里马。秦穆公大喜过望，
重金召孙阳入宫，专司相马。

这一故事告诉我们， 凡事
都要把眼光放远， 不能只想着
眼前。 （摘自《思维与智慧》 李
耿源/文）

投资“三脚马”

智智慧慧故故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