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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酒會變酸，醋會變味？

早在 19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的許多釀酒廠釀造的酒，大批大
批地變質發酸。釀酒業是當時法國的重要工業，酒出了問題，不僅
會使工廠倒閉、工人失業，更嚴重的是會導致國家經濟崩潰。此時
的法國，國王急，酒廠老闆急，工人也急，烏雲籠罩着整個國家。

在法國里爾，有 50多年歷史的比格特酒廠，同樣也面臨酒
變酸、工廠倒閉的困境。老闆比格特在這危機襲來的時刻，想到
了兒子的老師巴斯德。巴斯德當時是里爾大學理學院院長、化學
教授。比格特懷着虔誠的心，到里爾大學向巴斯德求教。巴斯德
雖然對酒變酸的原因一無所知，但他憑着科學家的良知決定伸出
援手。他立即親臨工廠，從變酸的酒桶裏取了一滴酒，在未變質
的酒桶裏同樣也取了一滴酒，然後分別把酒滴放在顯微鏡下仔細
查看。此時，呈現在他面前的是兩幅不同的畫面：未變質的酒滴
中，有圓形和橢圓形的「小精靈」在「跳舞」，有的邊緣還長出了
「芽」；變質的酒中畫面就不一樣了，在那裏舞動着的是比剛才多
得多、小得多的細桿狀「小怪物」。巴斯德從觀察到的不同畫面，
推測「小精靈」能把甜菜汁變成香醇可口的酒，而「小怪物」卻能
使酒變質發酸。

酒會變酸，醋會變味，全是因為醋酸桿菌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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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德發現了發酵的祕密

為了驗證自己的想法，巴斯德從變質的酒桶裏取了一些灰色
的泡沫，放在未變質的「好酒」中。過了一段時間，好酒變質了，
他又從泛着灰色泡沫的變了質的酒裏取了一滴酒，放在顯微鏡下
查看，眼前是一片「小怪物」的天下！果然，它們就是使酒變酸
的罪魁禍首。

能使糖質的原料變成美酒的「小精靈」後來被叫作「釀酒酵母」，
而能使酒變質發酸的「小怪物」就是「乳酸桿菌」。

巴斯德終於找到了酒變酸的原因。法國中部的圖爾城也迫
不及待地前來邀請巴斯德了，因為那裏的釀醋廠出了問題，
本來能使人增加食慾的香醋變得沒有醋味了。巴斯德應邀立
即趕往圖爾城的醋廠。他發現，失去醋味的醋桶表面都有一
層厚厚的泡沫，取了一點泡沫放在顯微鏡下細細查看，眼前
淨是短桿狀的「小怪物」，泡沫就是這些「小怪物」作惡的結
果。

這是另外一種「小怪物」，後來被叫作「醋酸桿菌」。這種菌
在有氧條件下能把酒氧化成醋，酒消耗完後，又把醋進一步氧化
成二氧化碳和水，同時自身形成了泡沫。因此，把酒釀成醋是醋
酸桿菌的功勞，使醋失去醋味是醋酸桿菌做的壞事。

巴斯德在尋找到酒變酸和醋變味的原因的過程中，逐步認識
到釀酒、釀醋、酒變酸、醋變味等，都是微生物的生命活動促成
的。微生物的生命活動使物質改變性質的過程就是「發酵」，這
就是「發酵」的生物學含義。（張可 張星元）

乳酸桿菌

19 世紀釀酒廠的銅質發酵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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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說明了甚麼？

盛夏的陽光下，一隻蟬趴在樹幹上，一邊吮吸着鮮美的樹
汁，一邊愉快地唱着歌。在牠的身後，一隻螳螂正舉着兩把鋒利
的「大刀」悄悄地向牠逼近，但蟬卻毫無察覺。螳螂迅速地抓住
蟬，正當牠準備享用這頓「大餐」時，樹叢中突然飛出一隻黃雀，
一口將螳螂吃掉。這就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故事。其實，
這個故事中，還包含着有趣的生態學知識。

蟬靠吸取樹木的汁液為生，螳螂靠捕蟬來填飽肚子，黃雀又
以螳螂為食。樹、蟬、螳螂和黃雀，牠們之間存在着吃與被吃的
關係，就好像一根鏈條那樣一環扣一環。我們將生物之間的這種
相互依存的關係稱為食物鏈。

在樹—蟬—螳螂—黃雀這條食物鏈中，每種動物都有它的食
物來源。那麼，作為這條食物鏈源頭的大樹又「吃」甚麼呢？樹
木要想長大，需要「吃」很多東西，例如要「喝」水、「吸」空氣，
還要有充足的營養物質。但是在樹木的食譜中，還有一樣東西很
重要，那就是太陽。萬物生長靠太陽，植物「吃」太陽其實是利
用太陽光中的能量。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中，只有植物才能將陽光
的能量直接「吃」進去，並且儲存起來，這就是光合作用，而植
物長出的葉片、樹幹、根系就儲存了大量來自太陽的能量。我們
將所有能夠進行光合作用的植物稱為「生產者」；而將其他不能
直接利用太陽能的動物，如蟬、螳螂、黃雀，稱為「消費者」。
無論哪種消費者，它們的食物最終都來源於生產者。

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在我們提到的這個食物
鏈中，蟬被螳螂吃掉，螳螂又被黃雀吃掉，那黃雀
被誰吃呢？黃雀會被蛇吃掉，而蛇又可能被老鷹吃
掉。老鷹是最兇猛的鳥類，甚麼動物可以吃掉老鷹
呢？沒有動物可以捕食老鷹，但是老鷹死後卻會被
小小的微生物，如細菌、真菌「吃掉」。這些微生
物被稱為「分解者」，它們像大自然的清潔工一樣，
將枯枝落葉、動物的屍體、糞便分解為無機的營養
物質，供植物再次吸收利用。

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在環境中分別執行
着重要的任務，一個生態系統中必須有這三者才可
以穩定地存在。（鄧泓）

說明了生物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 —— 食物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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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真菌等微生物是大自然的「清潔工」

微博士
變化中的生物羣落

不同的物種在一定區域內共同生

活，就構成了生物羣落。生物羣

落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着時間

的推移會被其他的生物羣落替

代，稱為演替。例如，經過足夠

長的時間，一個長滿漂浮植物的

湖泊會慢慢變淺，逐漸被長滿蘆

葦的沼澤、濕地替代，最終會變

成滿目蒼綠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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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底能活多少歲？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中國人的平均壽命為 35歲，
而進入 21世紀，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已超過 70歲。 20世紀初，曾
把 50歲作為老年人的標準。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醫療條件的改
善，「老年人」的年齡標準一再向後推移。按照世界衞生組織的規
定， 55 ~ 64歲是中年， 65 ~ 74歲是青年老年人， 75 ~ 89歲才算
老年人， 90 ~ 120歲是高齡老人。

那麼，人到底能活多少歲呢？在生物學上，對於哺乳動物的
「生理壽命」有一個計算標準：生理壽命的長度應為生長期的 5 ~ 7
倍。例如狗，生長期是 2年，壽命就是 10 ~ 14年；牛的生長期是
4年，壽命就是 20 ~ 28年；馬的生長期是 5年，壽命就是 25 ~ 35
年。人的生長期是用最後一顆牙齒長出來的時間計算的， 20 ~ 25
歲是大多數人長最後一顆牙的年齡，因此人的壽命最短為 100歲，
最長為 175歲。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計算方法。人體每天有許多細胞在
衰老、死亡，如一個體重 70千克的成人，每天衰老、死亡的細胞
約為 2 × 1011個，這些細胞就需要適時更新。在人體中，那些能分
裂增殖的細胞分裂次數是有限的，平均為 50次。這一現象是由美
國生物學家海夫利克在 1961年發現的，這種細胞分裂的極限現在
已被稱為「海夫利克極限」。海夫利克認為，人體中能分裂增殖的
細胞數量很多，這些能增殖的細胞平均每 2.4年分裂一次就足夠更
新死去的細胞了。因此，只要人體中的細胞能不斷更新，人就能活
着。他根據人體中增殖細胞的分裂次山數和分裂間隔時間推算，人
的正常壽命應該是 50 × 2.4年 = 120歲。（趙承淵）

按生理壽命計算，人的壽命為 100 ~ 175 歲； 

細胞分裂極限推算則為 12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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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放大鏡

政府統計處公布《香港的女性及

男性—主要統計數字（2013 年
版）》指出男女壽命分別是 80.3
歲及 86.6歲。

男女平均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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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生物多樣性會喪失 ?

在生物進化的歷史長河中，伴隨着新物種的大量出現，很多
舊物種相繼滅絕，生物的繁衍交替從未停歇。地球歷史上發生過
多次大小規模不等的生物滅絕事件，中生代白堊紀末期，曾經統
治地球長達 1.7億年的恐龍由於不能適應當時惡劣的環境條件而
大規模滅絕，僅有少量恐龍演化為現今的鳥類而得以延續。

不過，在人類文明出現以前，地球上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速度相
對比較緩慢；而人類活動的出現和增多，對地表及生存在地球上的
生物造成了深遠而不可逆轉的影響，極大地加速了物種的滅絕。自
工業革命以來，人口數量的急劇增加和人口的遷移超過了以往任何
時期，伴隨着人類的足跡，地球的環境也被迅速改變，公路、擁擠、
污染、雜訊和垃圾隨着城市化的進程湧進了鄉村。人對生態資源的
過度掠奪也隨之出現：為了建造房屋、獲得工業原料，人們對森林
採伐過度；為了獲得充足的食物和獲取經濟利益，非法捕獵屢禁不
止。自然環境在人類的參與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

城市化對生物棲息地造成了更大威脅，使棲息地破碎和流
失。生物棲息地是物種的家園，在非洲大草原和中國的熱帶雨林
等地，多種多樣的物種世世代代居住於此繁衍生息。由於人類的
活動，過去那些大型的、連片的棲息地被分裂成小的、分離的棲
息地，猶如一座座孤島。而那些被困在小小的、分裂的棲息地

生物多樣性會因人類活動頻繁、環境污染 

及生物入侵而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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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
跨學科連線
海上油田溢油，破壞 
海洋生態環境

油田溢油導致了大量的烴類物質

流入海水中，這個緻密的油膜層

漂浮在水面上，隔絕了水體與大

氣之間的聯繫，使得氧氣不能充

分溶解在水體中。這影響到生活

在中上層水域的浮游生物，並通

過生物鏈逐漸影響到整個海洋生

物系統。

增潤知識

見《 能 源 與

環境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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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說青霉素是 20 世紀
最重要的藥物？

20世紀 30年代，人類已經實現了飛越海洋的夢想，也實現了
世界範圍的即時通信，但對於細菌感染人們仍然無能為力。當時，
肺炎、鼠疫、肺結核、白喉、霍亂和腦膜炎肆虐歐洲、北美洲和亞
洲大部分地區。有些人在孩提時代就死於白喉、傷口感染、腦膜炎、
肺炎或其他感染性疾病，倖免於難的人也持續籠罩在各種疫情的恐
慌之中。

當時，打破這一局面的是從百浪多息染料中提取的磺胺類藥
物。它是最早能夠有效地預防和治療細菌感染的化學類藥物。由於
磺胺類藥物的出現，人類有了同死神抗爭的有力武器。不過，說到
20世紀最重要的藥物，非青霉素莫屬。

1928年，英國細菌學家亞歷山大 •弗萊明爵士發現了一個奇
怪的現象，他在夏季休假前，放在實驗台上的一塊塗滿葡萄球菌的
平板上，長出了一塊青綠色的青霉菌菌斑，菌斑的周圍卻沒有細菌
生長，出現了一圈空白！弗萊明沒有放過這一看似偶然的現象。他
推測青霉菌可能具有殺菌作用。於是，他馬上在液體中大量培養青
霉菌，取培養濾液分別加到長滿其他細菌的平板上，結果是如此奇
妙：青霉菌濾液能殺死可怕的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球菌。這難
道就是自己一直在尋找的天然抗生素？激動的弗萊明將其命名為青
霉素，並馬上將這一重大發現寫成論文與同行共享。可惜的是，青
霉素難以大量分離，加之當時磺胺類藥物舉世矚目，所以科學界並
未對這一發現加以重視。但是，弗萊明精心培養保存了這個菌種，
並在 10年後將之慷慨贈予牛津大學的錢恩和弗洛里。

1940年，敗血症的盛行使抗生素的研究掀起一股熱潮，在錢
恩、弗洛里、弗萊明的共同努力下，青霉素也在當時開始進入臨牀
試驗階段。由於青霉素極不穩定，提純很困難，直到 1944年在美國
完成商業化生產後才正式進入臨牀治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青
霉素成功地拯救了許多瀕臨死亡的盟軍將士，就連當時英國首相丘
吉爾的肺炎，也是靠青霉素才得以康復。人們把它同原子彈、雷達
並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三大發明。為了表彰這一造福人類的貢
獻，弗萊明、錢恩、弗洛里在 1945年共享了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
( 張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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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素能殺死大多數的細菌，拯救受這些細菌感染

的人，所以說它是 20 世紀最重要的藥物。

亞歷山大•弗萊明

青霉菌

微博士
抑菌圈

抑菌圈的概念由弗萊明提出。接

種了青霉菌的培養皿中，青霉菌

的周圍不生長細菌，遠離青霉的

地方有細菌生長。不生長細菌的

地方，是一個以青霉菌落為圓心

的規則的圓，這個圓圈被弗萊明

稱為抑菌圈。這個

抑菌圈的出現與

青霉菌分泌的

青霉素有關。



84 十萬個為甚麼（新視野版）  生命 I

獅子是數量金字塔頂端的捕食者，

所以它的數量比羚羊少得多。

055

科學偉人
林德曼（R.L. Lindeman)

在發現「1/10定律 」之前，林德
曼對賽達伯格湖進行了 3年的研
究，積累了大量的資料，就是沒

有理出一個科學的頭緒。無意中

一位中國同學說了一句最普通的

諺語——「大魚吃小魚，小魚吃

蝦米，蝦米吃稀泥」，這使他茅

塞頓開，於是從食物鏈的角度揭

開了生態系統的奧祕。

為甚麼草原上的獅子數量比
羚羊少得多？

在一望無際的非洲大草原上，生活着各種動物：鹿、斑馬、
羚羊、獵豹和獅子等。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成羣結隊的鹿、斑馬、
羚羊在草原上悠閑地啃食着鮮美多汁的青草，獅子和獵豹則成羣
或獨自埋伏在草叢中，隨時準備對這些獵物發動進攻。看到這，
我們不禁要問，為甚麼草原上的獅子數量遠比羚羊少，這些不同
物種之間的數量有甚麼關係嗎？ 

1942年，美國耶魯大學的生態學家林德曼為我們揭開了這其中
的奧祕。不過，他研究的不是草原上的生物，而是位於美國明尼蘇
達州一個四周被沼澤環繞的湖泊—賽達伯格湖中的生物。他根據
食物鏈的原理把生物劃分為好幾個等級：植物進行光合作用生產有
機物，屬於第一營養級；草食動物以吃草為生，屬於第二營養級；
肉食動物捕食草食動物，屬於第三營養級。他發現相鄰的營養級之
間存在着令人驚奇的數量關係，即後一個營養級的生物總量總是前
一個營養級生物總量的 1/10左右！林德曼稱之為「1/10定律」。如
果把這種關係按照食物鏈的順序自下而上表現在圖上，我們會發現
位於最底層的植物數量最多，然後是草食動物，再是肉食動物，位
於頂層的大型肉食動物數量最少，看起來就像一個下面大、上面小
的「金字塔」，稱為羣落中的「數目塔」。

類似的規律同樣也存在於非洲大草原上，即植物的數量是最
多的，食草的鹿、斑馬和羚羊其次，而獅子、獵豹這些金字塔頂
端的捕食者數量最少。（鄧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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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水螅既能做「爸爸」又
能做「媽媽」？

1740年，日內瓦的某伯爵家中，家庭教師亞伯拉罕 ·權伯利
正在給孩子們上課。伯爵家附近有條小水溝，清澈見底，佈滿了
青苔。權伯利對這裏非常感興趣，每次上完課都會採集點水生動
植物帶回家觀察。有一天，他發現了一種很小、很奇特的生物。
它的身體細長，外形看起來像根小管子，立在石頭上，頂上還伸
出許多枝條，隨着水流不停地搖擺。權伯利最初認為這是一種植
物，就帶回家養在玻璃缸裏，想看看它長大後是甚麼樣。可是經
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他發現這種「植物」竟然會移動，還能夠捕
食水裏的小蟲子！原來這是一種名叫水螅的動物，那些「枝條」
其實是它的觸手。

後來權伯利還發現，有時候水螅可以像植物一樣，從身體上
長出許多「嫩芽」，「嫩芽」長大後就從母體上脫落下來，成為許
多一模一樣的小水螅。水螅這種直接通過母體出芽生出小水螅的
繁殖方式，稱為無性繁殖。其實水螅也會像大多數動物一樣進行
有性繁殖，就是兩條水螅靠在一起，其中一條產生精子，另一條
則產生卵子，精子和卵子結合形成受精卵，最終發育成新的水螅
個體。

既然水螅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繁殖後代，那它們有甚麼不同
呢？簡單說來，無性繁殖產生的後代只有雌性，並且繼承了母體
全部的基因；而有性繁殖產生的後代既有雌性又有雄性，體內的
基因分別來自父母雙方。就像我們人類，你的鼻子可能看起來像
爸爸，嘴巴卻可能像媽媽。這兩種繁殖方式哪種更好呢？科學家
經過研究發現，水螅在營養充足的時候以無性繁殖為主，而在條
件惡劣的時候，如春秋時節温差比較大，食物缺乏時，則進行有
性繁殖。這說明，有性繁殖可以使後代有更強的生存能力。因為
進行有性繁殖時，來自父親和母親的基因需要進行重新組合，這
樣就能產生更多的變異，使後代能夠適應多種不利的環境，就是
所謂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對生物提高生存競爭力來說是非
常有意義的。自然界中能進行無性繁殖的大多是簡單的低等生
物，例如細菌、草履蟲、水螅等。高等動物，包括人類則採用有
性繁殖的方式來繁殖後代。（鄧泓）

水螅既能無性繁殖，也能進行有性繁殖，

所以能做「爸爸」又能做「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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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螅

科學探究場
植物的無性繁殖

「無心插柳柳成蔭」，其實就是植

物無性繁殖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春天的時候，取一根鮮活的柳

條（如果沒有柳條，也可用月季

花），把頂端削去，插在花盆裏，

定期澆水，看柳條能否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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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發現細胞是生物體的基本單位？

地球上棲息着種類繁多的飛禽走獸、魚鳥蟲藻、樹木花草，真
是色彩繽紛，斑駁陸離。它們中大的如象、鯨，小的如蚊蠅、細菌，
大小懸殊，形態各異。表面看來，不同生物相互之間沒有任何相似
之處。可是在 1838年的一天，德國植物學家施萊登和他的同胞、
動物學家施旺在同一家餐館就餐，他們漫不經心地閑聊，在交流對
植物細胞和動物細胞的研究進展時不謀而合，一致認為，對植物和
動物的研究結果都顯示它們的基本結構單位是細胞。兩個人茅塞頓
開！在隨後的歲月裏，他們的思路越來越清晰，最終形成了系統的
觀點：每個細胞是相對獨立的有生命的單位，也是生物體的基本結
構單位；細胞是動物、植物等所有生物體發揮功能的最小單位，即
生物體的新陳代謝都在細胞內進行；細胞能產生細胞，細胞的增多
靠細胞，生物體的傳宗接代也靠細胞，即細胞是任何生物體的繁殖
單位。這三方面的內容後來被稱為細胞學說。

細胞學說的建立開啓了一個嶄新而寬廣的領域，極大地幫助
人類認識自己和發現自然。恩格斯更是把細胞學說、能量轉化與
守恆定律，以及進化論並稱為 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
（涂皘）

由德國植物學家施萊登和動物學家施旺發現

細胞是生物體（植物及動物）的基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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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個頭相差很大，但是象的體細胞和蚊子的

體細胞大小卻沒那麼大差別

細胞像小房間，內裏裝着膠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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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核是英國植物學家布朗在 1831年發現的。細胞核是一個物質較為緻密的小球，一般位於
細胞中央，呈圓形或卵圓形。細胞核外有一層膜，稱核膜，核膜上有小孔，可與核外的細胞質發生
聯繫。 1879年，德國細胞學家弗來明用某些紅染料使細胞核內散佈着的微小顆粒染色時，終於使細
胞核內的那些微小顆粒物質染上了顏色，他就把細胞核內的這些物質稱為染色質。 1882年，弗來明
又看到在細胞分裂時染色質會形成一條條細絲。 1888年，弗來明的同胞、解剖學家瓦爾德爾乾脆把
濃縮成棒狀的染色質稱為染色體，原來染色體是折疊濃縮後的染色質。（涂皘）

微博士
染色質

染色質是細胞核內能被鹼性染料

着色的物質。細胞不分裂時，染

色質的形態為細絲纏繞成的網

狀；細胞分裂時，染色質高度捲

曲和螺旋化成為染色體。不同的

生物具有不同形態和數目的染色

體，每個染色體都有一個 DNA
分子貫穿其中，正因為細胞核中

的 DNA 貯存着生物體的全部遺

傳信息，並且每個 DNA 分子能

進行精確的自我複製，因而保證

了遺傳信息的世代傳遞。另一

方面， DNA 中的基因通過信使

RNA 的轉錄而間接地指導着蛋白

質的合成，進而控制着整個細胞

的活動。

細胞長甚麼樣？

在顯微鏡發明之前，人們從來沒聽說過「細胞」，更不用說
親眼目睹細胞了。直到 300多年前，英國人羅伯特 •胡克成功製
造出了能看到微小物體的顯微鏡，當他用這台顯微鏡觀察用鋒利
刀片削成的很薄很薄的軟木片時，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住了。軟木
片上密密麻麻地排滿了小小的「空房間」，如同一個製作精良的
蜂巢。他給這些「小房間」起名「Cell」，中文譯名就是「細胞」。

胡克看到的「小房間」都只是植物細胞壁圍成的空洞，裏面的細
胞質早已缺失。同是英國人的格魯進一步用顯微鏡對植物薄片進行了
潛心觀察，繪製了 100多幅細胞觀察圖。也正是他，發現了細胞可不
是空無一物的小房間，裏面充滿着汁液；細胞之間也不是毫無聯繫的
鬆散個體，它們相互緊貼，結構精密。可惜，在羅伯特 •胡克看到細
胞後長達 150年的時間裏，由於顯微鏡的製作工藝實在是太落後了，
人們始終沒能對細胞取得更多的了解。

直到 1839年，捷克斯洛伐克組織學家浦肯野把填滿細胞的膠
狀液取名為原生質。不過，這個名詞並未被他的同時代人所認同，
直到 19世紀中葉以後，德國的一位植物學家莫爾採納了這個詞，
並用原生質來概括各種不同細胞的內容物。從此
以後，細胞壁內的物質就統稱為原生質。

儘管細胞大小不同，形態各異，可在特
殊之中又包含着一般。只要是真核細胞，都
有大體相同的結構，最外層是細胞膜（植物
細胞在細胞膜外面還有一層細胞壁），細胞
膜裏面是細胞質，細胞的中心是細胞核。在
細胞質裏還分佈着許多有特殊功能的細胞器，
這些細胞器分別執行着養料的分解、合成、吸收、
排洩等職能。

動物細胞（左）和植物細胞（右）大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