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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蚁———追不上人
“数不清的蚂蚁成群结队， 如一

股黑色风暴般奔袭而来， 把所到之
处变成一片死亡的禁地”，这是很多
有行军蚁的报道中都出现过 的 桥
段。 其中最为神奇的莫过于二战时
期，一支由 1800 人组成的德国精锐
部队在非洲的原始森林中遭遇行军
蚁，结果 1764 人被啃成白骨的所谓
秘闻。 虽然只是个传闻，但我们还是
本着“野史未必都虚构”的信条来分
析一下。

蚂蚁军团的时速只有每小时 20
米。 也就是说，即便是一群距离你只有
1 米的行军蚁，也需要用 3 分钟的时间
才能爬到你身上， 还得是你保持不动

的前提下……

食人鱼———不被吃就不错
南美洲还有另一类让人闻之色

变的生物，这就是生活在亚马逊河中
的“食人鱼”。 不同种类的食人鲳体长
从 15 厘米到 50 厘米不等，但都无一
例外地长有一口如剃刀般锋利的三
角形牙齿， 足以将拇指粗的树枝咬
断。 有了如此好牙口，再加上性格凶
猛、长相狰狞等特点，让它们拥有了
诸如“水中狼族”这样的绰号，也成了
亚马逊河中所谓的“不可战胜的食人
恶魔”。

然而， 有胆大的科学家曾经亲自
跳进过装满食人鲳的水池， 最后却安
然无恙地上岸了……

藏獒———跟老虎打？家犬里都不
是老大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网络上出现
了大量吹捧藏獒的言论，什么“屠狼杀

豹战狗熊”“一獒战三狼 二獒敌一虎”
之类的。 狗贩说这话无非是为了能卖
出好价钱。 那么，藏獒的真正战斗力如
何呢？

2009 年某媒体上有过 8 只藏獒
和金钱豹 PK，最终三死五伤的报道，
却没有说金钱豹是否挂彩。 8 只都搞
不定豹子，两只对付老虎就更不可能
了。 至于“战狗熊”，这个倒是真有可
能，首先以忠勇著称的藏獒也的确有
一战的勇气； 其次就是熊虽然块大，
但却不是什么好战分子，连家猫都有
赶跑它们的记录。

蜜獾———有把握赢的只有毒蛇

近年来，网络上频频曝出一个体重
不到 15 公斤的小家伙驱狮赶豹杀毒
蛇的视频，这个小家伙就是蜜獾，并因
此荣获吉尼斯“最无畏动物”的殊荣。
视频作证，纪录在手，这总该不是吹的
吧？ 且慢，评委对这个获奖者还有句点

评：“因无法正确权衡危险而导致数量
局部减少”。

实际上， 有动物行为学家观察发
现，蜜獾在嗅闻到狮子、豹子、鬣狗等
大型猛兽的气味时，往往会选择躲避，
只有在实在躲不开的时候才会拼死一
战。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蜜獾
太小了， 体重比那几位差了几倍到十
几倍， 这样的差距光靠斗志是无法弥
补的。 如果真打起来，蜜獾有可能战胜
的其实只有毒蛇……

通过以上几种动物的事例不难看
出，动物之间的对决，尤其是食性相同
的动物之间，体型的大小往往起着主导
性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大型猛兽里性格
最凶的豹子永远躲着老虎，咬合力强于
狮子的斑鬣狗只能是非洲猛兽里的“二
哥”（网上的绰号， 意思是实力排行老
二）的原因。 任何动物存在的首要目的
都不是为了格斗，给予它们客观公正的
评价，做到不吹不黑，才是尊重自然、尊
重生命的表现。

近年来， 各种影视作品和地摊科普文学中，诸
如像行军蚁、 食人鱼这样的动物总被说得魔性十
足，神乎其神，然而事实又如何呢？

这些“动物神话”你信了吗？

1.酒类：散装类酒水（如散装白酒、
自制米酒）不能通过安检进站上车。 正
规厂家生产的商品类瓶装、 听装酒等
（未开封的原包装）可以携带。 注意别超
重！ 酒水与旅客携带行李的总重量不得
超过 20 千克。 由于各地车站对酒类的
限制规定有所不同，建议您提前咨询。

2.充电宝、电动轮椅、无人机：生活
中常见的蓄电池有电动车电池、汽车电
瓶等，这类产品是禁止携带的。 干电池、
锂电池和正规厂家生产的充电宝可以
携带上车。 供残疾人士使用的电动轮椅
可以携带。 一般情况下小型无人机是可
以携带的。 不过千万不要在高铁沿线

500米范围内放飞无人机哦！
3.自热食品、鞭炮、氢气球：2019 年

春运期间， 部分列车上就发生过因不当
操作自热火锅、 米饭等自热食品引发的
安全事件。 由于加热包在数秒内就可达
到 100 摄氏度高温，产生的蒸汽容易烫
到您和周围旅客，甚至触发烟雾警报器，
建议您乘车时不要携带或食用。礼花弹、
烟花、鞭炮、摔炮、拉炮、砸炮等各类烟花
爆竹，不管多小、不论多少都不可以带。
小朋友喜欢的氢气球属于易燃易爆品，
严禁携带。

4.鸡鸭、海鲜、腊肉、火腿：宰杀后的
鸡鸭、包装好的海鲜和生鲜肉类，以及腊
肉、腊肠、火腿等熟食制品，在不超重的
情况下可以携带，请妥善保管，以免污染
车厢环境。 由于旅客较多，车厢内温度较
高，为避免在运行过程中发生腐败变质，
建议您短途携带，密封包装。

5.香烟、打火机、电子烟、火柴：每名
旅客最多可携带 50 条香烟进站乘车，
超过数量的须出示相关部门出具的携带

证明。 每名旅客只能随身携带 2个普通
打火机，2小盒安全火柴。打火机油是禁
止携带的。 动车组全列禁烟， 请勿在车
厢任何处所吸烟， 电子烟也不可以哦！
吸烟会引发烟雾报警，造成列车降速运
行或紧急停车， 后果十分严重！ 违反规
定者除了被给予相应处罚， 还将被纳入
铁路征信系统的失信名单， 并在一定期
限内限制购票，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

6.榴莲、臭豆腐、鲱鱼罐头：请勿携
带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或带有恶臭等异
味的物品进站乘车，例如榴莲、臭豆腐、
鲱鱼罐头等。 由于动车组车厢是密闭空
间，为了不给其他旅客带来困扰，建议您
不要食用气味较大的食品。

7.自行车、滑雪板、平衡车：打包好
的折叠自行车、公路自行车、滑雪板、平
衡车可以携带上车，要求硬质包装完整，
不会对列车和旅客造成伤害。 包装的长
宽高总和不超过 130 厘米，重量不超过
20 千克， 千万不要在车站和列车上使
用。

8.菜刀、餐刀、铁锤：严禁携带匕首、
三棱刀（包括机械加工用的三棱刮刀）、
带有自锁装置的弹簧刀以及其他类似的
单刃、双刃刀等管制刀具；管制刀具以外
的， 可能危及旅客人身安全的菜刀、餐
刀、屠宰刀、斧子等利器、钝器；警棍、催
泪器、催泪枪、电击器、电击枪、射钉枪、
防卫器、弓、弩等其他器具。 大家经常问
到的电扳手、螺丝刀、电钻、榔头、铁锤、
冰镐、理发剪等也不能携带。 如有需要，
请提前咨询当地车站，您可以办理“站到
门” 托运服务， 符合标准的物品当场寄
走，方便快捷。

9.宠物狗、导盲犬、猫、仓鼠：除了视
力障碍旅客携带的导盲犬， 任何活体动
物，不论体型大小，都不能带进车厢。 经
常有小伙伴询问是否可以携带宠物狗、
宠物猫、小乌龟、仓鼠、刺猬、泥鳅、金鱼、
蝈蝈等进站乘车，答案是：不可以！ 鼠年
也不能带仓鼠哦！为了爱宠的安全，更不
能藏匿携带， 安检员们可是十分严格仔
细的。

春节将至，归心似箭，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已
经买好了回家的火车票啦！ 再忙碌也挡不住回家
的脚步。你的行李箱里准备装点啥？香烟、白酒、打
火机、食用油、电动玩具、充电宝、化妆品、肉类、海
鲜、自热食品、无人机、平衡车、仓鼠……这些物品
能不能进站上车？ 出发前赶快筛查你的行李单！

你的哪些行李可能上不了火车？

在古建筑领域中，4 根立柱围成的
空间称为“一间房”。 紫禁城自明代初建
以来，其古建筑历经明代扩充、明末战火
破坏、清代复建、新中国成立后修整等阶
段。 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紫禁城古建
筑的数量并非一成不变的。 如明永乐时
期紫禁城房屋总数约 8300 间， 明末时
房屋总数大约在 20000 间，清代时期的
房屋总数约为 10000间。

紫禁城建筑群自 1417 年正式开
工， 仅用了 3 年便完工， 且历经近 600
年完好。 如此快速、 优质的营建工程可
反映我国古代大型宫殿建设在规划、组
织上和营建技术的科学性，理由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材料储备的科学性。 紫禁城营建的

材料主要包括木材、石材、砖、瓦。 这些
营建材料的备料， 实际上从 1406 年就
开始。 紫禁城营建所需的楠木源于四
川、云南、广西、贵州的深山老林，石材
源于京郊房山大石窝村，砖源于山东临
清和江苏陆慕，琉璃瓦源于京西的琉璃
渠村。这些材料光备料就用了 11 年。为
了保障施工进度与庞大的施工现场的
整洁，在明代始建宫殿时，采取场外加
工的办法，这是现代建筑施工工厂化的
雏形。

据北京史志文献《日下旧闻考》记
载， 明初工部曾在紫禁城周边设有神木
厂、大木厂、台基厂、黑窑厂、琉璃厂和采
石场。其中，神木厂和大木厂为储存木材
的地方，台基厂为木构件加工的场地，黑
窑厂为烧制青瓦的地方， 琉璃厂为烧制
琉璃构件的地方， 采石场则为对采运的
石头进行初步加工的场地。 材料准备齐
全， 且围绕紫禁城码放， 有利于工程快
速、有序地开展。

人员组织的科学性。明永乐时期，参
与紫禁城营建的人员众多。《明史·食货
志》 对整个明代北京紫禁城营建活动这
样描述：“明初，工役之繁，自营建两京宗
庙、宫殿、阙门、王邸，采木、陶壁，工匠造
作，以万万计。 ”这些工匠分为土作、石
作、木作、瓦作、油饰作、彩画作、裱糊作、
搭材作等工种， 不同工种之间的有序衔
接、巧妙搭配，是工程顺利进展的重要保
障。

除了 10 万名工匠， 还有近百万名
劳工参与营建紫禁城。 如此数量众多的
营建人员灵活分布在紫禁城的空间内，
施工人员之间、不同工种之间互不干扰，
有序开展施工， 且各个宫殿的营建同步
进行，使得工程进展快速而又顺利，这无
疑得益于人员组织、管理的科学性。

营建技术的科学性。 紫禁城古建筑
以木构件作为建筑的核心受力骨架。 从
安装技术上讲， 各个木构件之间通过榫
卯连接，即两个相互连接的木构架，其中
一个端部做成榫头形式， 另一个构件端
部做成相应的卯口形式， 榫头插入卯口

中，便形成连接整体。榫卯连接的安装方
式不仅是我国古建筑区别于西方建筑的
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而且还意味着工匠
只需在现场对木梁进行拼装即可， 不仅
安装速度快，而且施工质量好、抗震能力
强，体现了科学性。

紫禁城的古建筑历经 600 年的 200
多次地震， 从未出现过宫殿建筑倒塌的
情况。 紫禁城古建筑营建技术的另一个
重要科学表现， 就是程式化的建筑安装
方式。紫禁城的古建筑虽然有上万间，但
是这些建筑的样式是固定的， 其屋顶形
式无外乎硬山、悬山、歇山、屋顶、攒尖屋
顶形式的一种。 紫禁城的古建筑群就是
这五种屋顶形式按大大小小的组合方式
安装而成，犹如几个专用的模子制作，有
大规模程式化生产的科技之感。

虽然紫禁城有 9999.5 间房的说法
并不正确， 但是可反映紫禁城古建筑数
量众多。 不仅如此，这些古建筑能够在 3
年内完成营建， 从建筑施工的科学性角
度而言， 能够体现我国古代工匠的智慧
和高超技艺。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紫禁城（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是我国明清皇宫，拥有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
为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 每一个来紫禁城参观的
人，都会眼花缭乱于其数量巨大的建筑，而自古以来
我国民间也传有紫禁城有9999.5间房的说法。这个说
法正确吗？ 回答是否定的。

紫禁城真的有9999.5间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