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2--第2期  
一、刊首图  

世界第一家水上苹果商店，即将在新加坡开幕。这是全球第512家苹果商店，它浮在水面上，必须通过
水上走廊才能进入商店，到了晚上亮灯，这个商店就像一个海上的灯笼。官方宣传手册这样介绍：“晚
上，球体散发出温暖的光芒，让人联想起中秋节期间传统灯笼的设计，商店的鸟瞰图则像是凝视着天空
的玻璃虹膜。”

二、时事新闻  
1、Uber 直升机

Uber 公司在纽约向所有用户推出自有品牌的直升机服务。只要你在曼哈顿下城区，就可以网上预约，从
曼哈顿飞向肯尼迪机场。整个行程只需8分钟，费用是每人200至225美元，包括行程两端的地面交通费
用。同样的行程驾车可能需要一到两个小时。

af://n0
af://n2
https://www.theverge.com/2020/8/24/21399749/apple-store-retail-singapore-floating-design-marina-bay-sands
af://n5
https://in.reuters.com/article/uber-copter/uber-makes-jfk-airport-helicopter-taxis-available-to-all-users-idINKBN1WI15X


2、人工智能威士忌

英国一家酿酒公司推出了，世界第一款人工智能创建的威士忌。它通过现有配方，结合销售数据和客户
偏好，在超过7000万个选择之中，创建了一种金黄色的麦芽威士忌。该公司宣称，这种酒带有太妃糖、
奶油香草、梨、苹果、白胡椒和烤橡木桶的清淡口感。

3、人工光合作用

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团队开发出一种设备，可以利用阳光，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燃料，无需任何电力或
其他能源。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尝试实现人工光合作用。这种设备使用一种感光纸，上面有催化剂，可
以利用阳光的能量，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氧气和甲酸，从而当作燃料使用。

4、自然界的二叉树

下面的植物，每个节点都有两个分支。

https://mackmyra.co.uk/products/intelligens
https://techxplore.com/news/2020-08-wireless-device-fuel-sunlight-carbon.html
https://www.reddit.com/r/mildlyinteresting/comments/cnq4zm/this_plant_that_has_exactly_two_branches_at_each/


5、牛脸识别

《华尔街邮报》报道，河北省的奶牛场正在使用“牛脸识别”技术。通过摄像头识别每头奶牛，记录它们
的健康状况、授精日期、妊娠试验结果等。如果一头牛显示出疾病或其他问题的症状，饲养员马上就会
在手机上收到警报。以前对奶牛的监控，都是通过耳朵打孔或戴在脚踝上的电子标签。这些方法不仅很
麻烦，而且奶牛一直在努力清除身上的异物，很多时候都会让标识脱落。

6、谷歌 App 的新图标

谷歌 近将旗下 App 的图标，全部改成统一的色彩风格。很多用户抱怨，新图标的配色完全一样，简直
是一场灾难，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强烈的颜色压倒了其他信息。现在一堆图标里面找一个 App，成了一
件有难度的事情。

7、火星有大量液态水

科学家在火星南极的冰层底下发现了一个大型咸水湖，湖泊面积约为德国的五分之一。如果是真的，就
意味着火星有大量的液态水。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facial-recognition-china-animals-farms-agriculture/2020/08/23/9808c710-d6fb-11ea-b9b2-1ea733b97910_story.html
https://twitter.com/danidonovan/status/132235616706303181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2751-1


8、内装试纸的电子妊娠测试笔

一位推特用户 近购买了电子妊娠测试笔，瑞士精密诊断有限公司的产品。他将电子笔拆开以后，震惊
地发现，里面居然装了试纸。真正起测试作用的是这张试纸，而不是电子设备。

电路的核心是几个光传感器，用来识别试纸显示的条纹，转成电信号，将测试结果显示在液晶屏幕上。
这样做虽然使得测试结果更容易解读，但是复杂性增加了好多倍，价格整整贵了25倍。

9、2024 巴黎奥运会 会徽

2024 巴黎奥运会的会徽公布，既像一团火焰，又像一个女子的头像，象征法兰西共和国。不过，法国网
友称，这个标志更适合约会网站或美发沙龙。

10、智能手杖

一位土耳其盲人工程师发明了智能手杖，集成了传感器、扬声器和谷歌地图。它可以自动导航，一旦发
现前面道路有障碍，就会震动，并且语音报警。

11、粉红菠萝

一家美国水果公司经过15年的研究，终于培育出了粉红色的菠萝。除了果肉的颜色不一样，这种菠萝与
普通菠萝并无差异。

https://threadreaderapp.com/thread/1301708467925741568.html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0135652
https://mypositiveoutlooks.com/blind-engineer-builds-a-smart-cane-that-has-google-maps/
https://www.foodandwine.com/news/pink-pineapples-buy-online


它的售价高达49美元一个，这使它注定只能用来当作装饰品，比如高级宴会或者网红拍照。水果公司解
释说，这种水果在哥斯达黎加生产，每年只能生产一批，所以价格如此之高。

12、《自然》评选 2020 年度十大科学发现

Nature 杂志评出的2020年度10大科学发现，包括压力使得头发变白的机制、首次观察到宇宙中的快速
无线电爆发、大气层的臭氧空洞有修复迹象等等。

13、GitHub 仓库的默认分支不叫“master”了

从 2020 年 10 月 1 日开始，GitHub 所有新库的默认分支都将用中性词“main”命名，取代原来的
“master”。

14、星链计划的火星协议

2020 年 10 月 26 日晚上，SpaceX 公司向参加星链计划（Starlink）的用户发邮件，宣布 Beta 测试开
始，意味着这个卫星上网项目已经可以正式提供服务了。用户必须以499美元购买接收器，然后每月的
上网费是99美元。

三、技术文章  
1、异步操作需要设置超时（英文）

本文是一个提醒，进行异步操作的时候（比如 AJAX 请求），要设置超时。因为 AJAX 默认没有超时限
制，浏览器会一直等下去，极端情况下，可能会耗尽套接字的资源池。

2、10个你可能不知道的 Web API（英文）

Chrome 浏览器提供的 Web API 非常多，本文介绍其中10个。

3、生物识别安全平台的数据泄露（英文）

一个安全团队披露，他们破解了一个广泛使用的用户数据库，获得了100多万条指纹和面部识别信息。
他们认为，生物特征作为密码是不安全的，一旦数据泄露，用户不可能更改指纹和面部特征。

https://mp.weixin.qq.com/s/CVzJjOq87FTYjwRSno04yQ
https://www.jiqizhixin.com/articles/2020-09-21-10
https://www.reddit.com/r/Starlink/comments/jjc270/found_a_gem_in_the_starlink_tos_the_parties/
af://n42
https://robertovitillo.com/default-timeouts/
https://blog.greenroots.info/10-lesser-known-web-apis-you-may-want-to-use-ckejv75cr012y70s158n85yhn
https://www.vpnmentor.com/blog/report-biostar2-leak/


4、别在网页上显示“注册”（英文）

很多网站在页面上有注册按钮或注册链接，作者认为，“注册”这个词大大降低了用户进一步使用的欲
望，因为这要求用户付出操作成本，但没有给出足够的诱因。经过他的实验，只要将“注册”改成“开始使
用”或“免费试用”，就能将转化率提高三倍。

5、如何使用 Canvas 模拟对象碰撞（英文）

本文从头教你在网页上，用 Canvas 做出对象不断碰撞的动画效果。

6、ARM 芯片是如何诞生的（英文）

本文介绍了英国 ARM 公司的由来，以及他们设计的芯片。对于了解 x86 和 ARM 两种 CPU 架构的早期
历史和区别，很有帮助。

https://www.gkogan.co/blog/stop-asking-me-to-sign-up/
https://joshbradley.me/object-collisions-with-canvas/
https://arstechnica.com/features/2020/12/how-an-obscure-british-pc-maker-invented-arm-and-changed-the-world/


7、苹果公司的 M1 芯片（英文）

苹果公司首次发布搭载 ARM 架构 CPU 的 Mac 电脑。本文是著名评论家 John Gruber 对这块 M1 芯片
的评论，可以了解苹果公司对桌面电脑向 ARM 架构转移的安排。

8、gRPC API 是什么？（英文）

gRPC 是远程调用计算机服务的一种方式，所有数据以二进制传送，所以效率极高。

四、开源组件  
1、BeeWare

一个 Python 工具，让你的 Python 代码可以打包成跨平台图形界面应用，尤其是可以打包成手机 
App，支持 iOS、Android、Windows、MacOS、Linux、Web 等平台。

2、instant.page

一个 JS 库，当用户鼠标悬停在链接上面，就开始预加载网页，从而使得用户真正点击的时候，页面瞬间
就能加载。

3、Mdpdf

一个将 Markdown 转为 PDF 文件的 JS 库，底层是谷歌的无头浏览器 Puppeteer。

4、jeecg-boot

JeecgBoot 是一款基于代码生成器的低代码平台。前后端分离架构 SpringBoot2.x，SpringCloud，Ant 
Design&Vue，Mybatis-plus，Shiro，JWT，支持微服务。强大的代码生成器让前后端代码一键生成，
实现低代码开发。

5、HyperFormula

Excel 公式的 JS 版，目前有300多个公式。同时，这个库也提供数据操作功能，可以用作电子表格的后
端。

五、工具软件  
1、Mimestream （免费）

前苹果邮件客户端工程师 Neil Jhaveri 推出的 Gmail macOS 原生客户端，外观简洁大方，十分契合原生
风格。

https://daringfireball.net/2020/11/one_more_thing_the_m1_macs
https://www.programmableweb.com/news/what-grpc-api-and-how-does-it-work/analysis/2020/10/08
af://n62
https://github.com/beeware/beeware
https://instant.page/
https://github.com/BlueHatbRit/mdpdf
https://github.com/jeecgboot/jeecg-boot
https://github.com/handsontable/hyperformula
af://n73
https://mimestream.com/


2、real-live （开源）

一个开源的直播聚合收看平台。采用 Qt 作为前端框架，后端用到 Requests、MySQL、Redis技术等，
目前支持在该平台收看 36 个视频直播、59 个高清电视频道和 74 个广播电台。

3、authpass（开源）

基于 Flutter 开发的适用于所有平台的密码管理器。可通过云服务同步数据，支持自动填充密码。

4、KeeWeb（开源）

一个密码管理器，有桌面版和 Web 版，兼容 Keepass 格式。

https://github.com/parzulpan/real-live
https://github.com/authpass/authpass
https://github.com/keeweb/keeweb


5、Raccoon（免费）

从 Google Play 将安卓 apk 安装包下载到桌面的工具。

6、Twister OS（免费）

一个树莓派的操作系统，可以让桌面变得像 MacOS 或 Windows。

8、Markdown-Here（免费）

浏览器插件，让你可以使用 Markdown 写 Email，然后由这个插件转为富文本格式。

8、 HTTP Cat（免费）

该网站对每个 HTTP 状态码，返回一张不同的猫咪照片。

9、Visual Mind AI（免费）

一个在线工具，可以对网站的 UI 进行美学打分，告诉你百分之多少的人可能会喜欢你的网站。

https://raccoon.onyxbits.de/
https://twisteros.com/
https://markdown-here.com/
https://http.cat/
https://myraah.io/visualmind


10、LinkAce（开源）

一个自托管的网络书签应用。

11、OwnCast（开源）

一个可以自己搭建的开源流媒体服务，用作视频的在线播放。

12、hoppscotch（开源）

一个开源的 Postman 替代品，调试 HTTP 请求的在线工具。

13、BrowserTime（开源）

Chrome 浏览器的插件，显示一个仪表盘，分析你的浏览历史，显示你在哪些网站花费 多时间。

https://github.com/Kovah/LinkAce/
https://github.com/owncast/owncast
https://github.com/hoppscotch/hoppscotch
https://github.com/seanmiller802/BrowserTime


14、tianruoocr（开源）

天若 OCR 5.0 开源版，是另一位作者 AnyListen 对 后一版开源的天若 OCR 简单重构后的版本。

15、chineseocr_lite（开源）

轻量级中文 OCR 项目，提供将图片上的中文转成字符串的功能。

https://github.com/AnyListen/tianruoocr
https://github.com/DayBreak-u/chineseocr_lite


16、Bootstrap图标库（开源）

Bootstrap 的图标库发布1.0正式版，包含1100多个图标，全部都是 SVG 格式，可以插入 img 标签。

17、down_52pojie_cn（开源）

吾爱破解论坛的 爱盘 页面的源代码，基于Vue3实现的，速度极快。

https://github.com/twbs/icons
https://github.com/ganlvtech/down_52pojie_cn
https://down.52pojie.cn/


18、Google-Chinese-Results-Blocklist（开源）

本项目收集了一些垃圾中文网站的屏蔽规则。可借助uBlacklist插件或Google Hit Hider by Domain脚本
对其进行屏蔽。

六、学习资源  
1、在线工具秘籍（中文）

这个中文仓库收集各种好用的在线小工具。

2、Git Exercises（英文）

Git 学习网站，通过示例仓库，提供一系列 Git 的小练习，帮助用户掌握这个版本管理工具。

3、《自然语言处理 NLP 的基本概念》（中文）

中文的59页 PDF 小册子，通过可视化图形，通俗地向非技术人员解释什么是自然语言处理。

4、Maven 手册（中文）

Maven 是 Java 项目的管理和构建工具，这是国人原创的针对新手的中文入门教程。

5、volute（中文）

一个语音工具的集成软件，本文档教你如何在树莓派上使用 Node.js，搭建自己的语音助手，可以识别
语音，也可以将文本转为语音。

七、生活经验  
1、1GB 手机流量的价格

该网站收集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 1GB 手机流量的价格。中国大陆的平均价格是0.61美元，排在第12
位，属于手机上网很便宜的地方。美国平均需要8美元，排在第188位，是非常贵的地方。

https://github.com/cobaltdisco/Google-Chinese-Results-Blocklist
af://n116
https://github.com/zhaoolee/OnlineToolsBook
https://gitexercises.fracz.com/
https://easyai.tech/blog/59pdf-nlp-all-in-one/
https://www.yuque.com/inuter/bc7ikc/ngeqot
https://github.com/webfansplz/vo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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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ble.co.uk/mobiles/worldwide-data-pricing/


2、太阳系 高的火山

火星上面的奥林匹斯山（Olympus Mons）高达21公里，它是目前已知太阳系 大的火山，也是 高的
山峰之一。

3、世界 长的火车路线

目前，世界 长的火车路线是从葡萄牙波尔图开始，一直到达越南南部，全长17000公里。你可以全程
乘坐火车，但需要经过多次换车。

整个路程 快也要耗时327小时，相当于13天半，总票价2000美元以上。

4、中国巨型摩天高楼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

世界 高的100座建筑物，44座在中国。但是，国外媒体报道，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近禁止建造超
过500米的高层建筑，同时要求严控建造250米以上的建筑物。大家终于意识到了，摩天大楼并不宜居，
不仅成本高，而且带来很大的环境压力。

https://designyoutrust.com/2020/09/olympus-mons-the-largest-volcano-in-the-solar-system/
https://basementgeographer.com/the-longest-train-ride-in-the-world/
https://www.inkstonenews.com/society/days-chinese-mega-skyscraper-appear-be-over/article/3114834


5、Strml.net

一个很有意思的网站，会一行行显示自己的源码，页面跟着代码实时变化。

6、5G 无线电波会损害健康吗？

5G 引入了毫米波，比 4G 频率高10倍多，理论上会携带更多的能量。本文讨论它对人体会不会有影响。

7、暴力破解密码所需的时间

下表列出了暴力破解各种密码所需的时间。标题行的各栏依次为，纯数字密码、小写字母密码、字母密
码、数字字母密码、数字字母符号密码。

8、芯片国产化的三大障碍

中国想要摆脱芯片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必须克服三大障碍：光刻机、芯片设计软件、高纯度硅材料，每
一项的难度都极高。

9、赔率是怎么回事？

新闻媒体经常报道各种赔率，这到底有什么含义？本文用美国这次总统选举来解释赔率。

10、一天的毫秒数

https://www.strml.net/
http://backreaction.blogspot.com/2020/12/all-you-need-to-know-about-5g.html
https://digg.com/2020/password-difficulty-hacking
http://tech.sina.com.cn/csj/2020-08-10/doc-iivhuipn7797138.shtml
https://computersciencealgorithms.wordpress.com/2020/11/22/exploiting-arbitrage-opportunities-in-betting-markets/
https://twitter.com/3blue1brown/status/1282480577036251136


11、中国大周期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的长文，以一个美国人的角度，谈了他对中国历史和经济政策的
理解。

12、2020年设计师工具调查报告

UXtools 对设计师的年度调查，各种工具的使用情况，上图是使用 多的 UI 设计软件，前五名依次是 
Figma、Sketch、Adobe XD、Illustrator、Photoshop。

13、忘记业余项目，专注于工作

很多年轻程序员喜欢在工作之余，做一些自己的业余项目。作者建议，不要漫无目的做业余项目，尤其
不要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而要做那些跟你的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业余项目。

14、婆罗洲雨林的声音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资助了 SAFE Acoustics 项目，在印尼婆罗洲雨林里面放置收音头。用户可以
在项目网站上收听雨林的实时声音或者录音，比如黎明日出的声音（上图）。收音头通过太阳能板供
电，收录的声音由一个树莓派编码，然后通过 3G 网络发给服务器。

15、海底机房

2018年5月，微软公司做了一个实验，将机房放到了海底。这样有很多好处（比如有利于散热），微软
还申请了利用潮汐能供电的专利，使得机房变得更绿色。两年过去了，微软将机房打捞起来，进行评
估。

两年里面，海底的855台服务器中有八台发生故障，大大好于传统机房。微软认为这是由于没有工作人
员，机房里面充了氮气，而不是氧气，从而降低了故障率。在对结果进行评估以后，微软计划扩大实验
规模，在海底放置更多的机房。

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0-09-21/doc-iivhvpwy8038347.shtml
https://uxtools.co/survey-2020/
https://manuel.darcemont.fr/posts/focus-on-jour-job/
https://www.raspberrypi.org/blog/raspberry-pi-listening-posts-hear-the-borneo-rainforest/
http://acoustics.safeproject.net/06:00/10/51503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54146718


16、《自然》杂志：2020年十佳科学照片

《自然》杂志评选出的2020年十佳科学照片。上图是沙特阿拉伯的科学家发明的太阳能电池，又轻又
薄，可以放在肥皂泡上。

17、世界生育率变化

下面是1900年～2016年世界各国生育率的变化情况，中间的那条横线是平衡生育率（2.05），只要低于
这条线，总人口就将萎缩。

可以看到，过去100年全世界的生育率都在下降。所以，未来的世界总人口可能根本不会出现膨胀。

1900年的生育率：

https://www.nature.com/immersive/d41586-020-03436-5/index.html
https://www.reddit.com/r/dataisbeautiful/comments/gl6f35/oc_falling_fertility_around_the_world_100_years/fqvir2k/


2016年的生育率：

18、地球的另一端 Antipodes Map

这个地图工具可以显示任意地点在地球另一边的对应地点，比如在上海打一个洞穿越地心，就会来到阿
根廷的恩特雷里奥斯省。

19、虫洞是什么——摘自何香涛的《追逐类星体》

要解释虫洞，先要从黑洞说起。天文学上，黑洞是一个很热门的概念，指的是一个具有巨大引力的星
体，可以吸收周围的物质，连光也可以吸收。由于不会产生光，所以无法被看到，因此称为黑洞。下图
是历史上第一张黑洞照片。

https://www.antipodesmap.com/


此外，还有一种星体叫做白洞，正好与黑洞相反。黑洞是将物质吸进去，由外向内；白洞则是将物质排
斥出来，由内向外，所有的物质都向外喷发。有人认为，许多X射线暴和γ射线暴正是由白洞造成的。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个黑洞的对面正好有一个白洞，它们连在一起。周围的物质被不停地吸入黑洞，由
于黑洞的背后是一个白洞，白洞会不停地从黑洞中把物质抽出来，再喷发出去。这里 关键的部位是黑
洞和白洞之间的衔接口，给黑洞命名的约翰·惠勒想出了一个新名词，把它叫作“虫洞”，像蛀虫在黑洞和
白洞之间蛀的洞。所以，虫洞只是一个通道而已，那里并不存放任何物质。

进一步探究虫洞的物理性质，科学家发现了虫洞还有更大的潜在功能。它不仅能够衔接黑洞和白洞，而
且还可以把两个毫无关联的宇宙世界连起来。广而言之，我们的宇宙就是一个大黑洞，外界看不到我
们，我们也看不到外界。现在，可以用虫洞来沟通，相当于在两个宇宙之间搭了一条隧道。这个隧道把
两个宇宙的时空连接起来，因此又被称为“时空隧道”。

我们不能认为地球上的人类是宇宙中唯一的高等智慧生命。同样，我们的宇宙也不应该是唯一的宇宙。
在我们的宇宙之外，应该存在着一个超级大宇宙。如果把每个宇宙比作一个球泡，会有无数球泡飘浮在
超级大宇宙中。根据以往的理论，一个个宇宙泡之间完全隔绝。而现在，只要通过时空隧道，一个宇宙
中的人类就可以到另一个宇宙中去访问。

20、一个人可以有多少个朋友

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过著名的“邓巴数”的概念。他认为，由于人类大脑的容
量，一个人能够保持的友谊关系是有限的，平均大约为150人。大脑认知功能比较强的人，会有更多一
点的朋友。下图就是他的理论。

https://kottke.org/21/06/the-circles-of-friendship


（1）你 贴心的朋友，平均是1.5个，很可能是你的伴侣。

（2）你的亲密朋友大约是5个，如果你遇到困难，他们会放下一切来支持你。

（3）你的至交平均是15个，他们是你的主要社交伙伴，你足够信任他们，会想着跟他们一起吃饭、旅
行，交流生活经验。

（4）你熟悉的朋友是50个，如果你在家里举办周末大烧烤，会邀请他们。

（5）你的普通朋友是150个，你举行婚宴的时候，他们会参加。

（6）你认识的人大约是500个，路上见到，会打招呼。

（7）你记得住名字的人是1500个。

（8）你对脸有印象的人是5000个。

之所以会有这些层，是因为一个人的社交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你不得不选择，如何分配这些时间，与
哪些人共度。

他还有其他一些推论。

（1）一般来说，内向的人在每一层的朋友数，都比外向的人少。

（2）与一个陌生人成为好朋友，大约需要相处200个小时。

（3）随着年龄的增长，朋友关系变得越来越难以建立，每一层的朋友数字都会下降。

（4）坠入爱河会让你减少两个好朋友。

八、闲情逸趣  
电影《信条》影评及部分细节解析

af://n202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7506227/


“We live in a twilight world, and there are no friends at dusk.”（“这是个混沌的世界，黄昏时分无故
人。”）

剧情大意：

一个从头到尾只有个代号“男主角”的CIA特工男主角混在乌克兰特警中，进行一场表面上是歌剧院人质解
救行动，实际上是为了取得核原料钚241。男主在行动中被一个神秘人用逆向子弹所救，接着男主由于
被乌克兰人方面识破，被严刑逼供却宁死不招，直接吞了“毒药”自杀。可那“毒药”是假的，男主醒来后发
现这“毒药”只是一个名为“信条”的神秘组织的测试，随后就正式加入“信条”去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拯救世界。

在“信条”里男主了解到这些逆向子弹是从印度来的。于是和男二尼尔一起通过潜入与印度军火商普莱亚
取得联系，并得知此次买家为大Boss萨托。

为了联系上萨托，男主与尼尔通过假画与女主凯特，即萨托的妻子接触。而凯特合作要求是毁掉那幅假
画以脱离萨特尔的控制。随后为了达成这个条件，男主一行人策划了行动去毁画。在毁画过程中，却无
意中发现了一台能使人或物在正逆向世界交换的装置（下文简称逆换装置），并遭遇了逆向事件与“两
个”蒙面人的袭击。虽然做出了行动，但那幅画并未销毁。

但男主依旧和萨托牵上了线，并在之后的行动中夺取到了钚241。可萨托以凯特性命要挟，迫使男主交
出那钚241。期间车戏追逐战中也有发生逆向事件。接着把剧情点引入到一个仓库中的逆换装置，由于
凯特腹部中枪，伤口只会越来越恶化所以在逆向世界使伤口恢复。而男主也为了夺取钚241也在逆向世
界展开行动。



随后故事开始在逆向世界以那个世界走向流动（即正向世界的倒流），男主回到机场并得知其实那“两
个”神秘人只有一个，且都是自己。“随前”，男主得知萨托拥有能毁灭世界的九个算法。紧接着逆向世界
时间继续流动，为了阻止世界毁灭，男主一行到三个事件发生的当天，即在仓库使用逆换装置的那天前
14天。

三个事件即凯特与萨托对峙、废城爆炸与歌剧院爆炸。正向世界凯特伪装成逆向世界的凯特与通过逆换
装置来到逆向世界的正向世界的萨托交锋，与此同时“信条”组织派出正向世界红队与逆向世界“蓝队”去废
城完成切断算法运行的行动。由于信号装置，无法直接击杀萨托。但凯特还是由于自身的怒火而杀死了
萨托，幸亏在十几秒前，算法被切断。

而在废城爆炸事件中，男主与尼尔分别属于红蓝队，在发现男主有危险的情况后，尼尔紧急使用在废城
的逆换装置，使自己到正向世界帮助男主。而男主在将被击杀前，又被那个歌剧院里的神秘人帮忙解锁
所救。事件顺利解决，男主与尼尔和一个红队队长汇合，然后男主接过尼尔那份的三个算法并通过背
包，得知那在歌剧院以及帮忙解锁的神秘人便是尼尔后，并得知自己与尼尔未来相处时间很长，以此意
识到尼尔至始至终都是从未来而来。男主相遇尼尔的起点，尼尔相遇男主的终点时分作为废城爆炸的结
束。

后在普莱亚试图根据“信条”组织原则刺杀凯特却被男主枪杀的时候故事结束。

细节概述：

1.片名《Tenet》。Tenet一词在电影中是男主的组织的名字。意思即为信条、教义和原则。而Tenet一
词 早来源于庞贝古城的Sator Square中。这几个字母排列顺序如下：

无论横竖斜着读，都是回文。其中横竖 中心的单词便是Tenet。其他几个单词在片中也有出现。Sator
即反派Boss萨托尔，Arepo即画家名字，Opera指电影开头歌剧院爆炸案，Rotas则是机场安保公司罗塔
斯。这种回文结构也暗示了片中剧情。另外一点大多数的解析也都有提到，红蓝两队都设定10分钟，那
么就是Ten和Ten。把一个Ten倒转并与另一个Ten组合便是Tenet。

2.背景音乐。本片配乐是由路德维希·格兰森负责。全片中大量的BGM皆为倒放，在预告片中便有呈现。
也是暗示了本片剧情的一环。至于音乐的分析，由于本人并非音乐专业，能力有限，只能听出BGM为倒
放，因此便不深入探讨了。

3.向未来传递信息。印度军火商普莱亚在和男主交流时提到了向未来传递消息很容易，现在所做的任何
事都是给未来传递消息，重要的是能否回复。在片尾从未来而到现在的男主用自己手机在提前几秒钟听
到了后几秒凯特所传达的情报，枪杀了普莱亚。正是普莱亚所说的向未来传递消息能否回应的回答。

4.红与蓝。片中的红与蓝大多数是以逆换装置交换的房间灯光展示的，红色为正向世界，蓝色为逆向世
界。而后来也有了红蓝队之分。要是把时间这个概念引来代入红色和蓝色呢？那便是红移与蓝移。刘慈
欣短篇小说《坍塌》就有这样的描写，宇宙红移到达奇点后触发蓝移开始时间反演，宇宙开始坍塌，熵
值开始减小。

5.男主与尼尔。从男主的视角看，与尼尔真正相识时间起点应该是废城爆炸行动后。而从尼尔视角看，
他是从未来而来，未来男主招募了自己。相识时间十分漫长，因此知道男主习惯是喝可乐，而废楼爆炸
行动后，他知道自己得按照时间的安排去回到行动中帮助男主解锁，并英勇赴死。与男主的见面便是他
们相识的终点。起点和终点衔接到一起，又是个回环。衔尾蛇或者莫比乌斯环都可以用来形容。



6.这是个混沌的世界，黄昏时分无故人。是男主的接头暗号以及在后来剧情中也有提及。来源是美国诗
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句。原句为“We live in a twilight world, and there are no friends at dusk.”，前一
句“这是个混沌的世界”，应该指向是被未来人类传送逆换装置后导致世界变得混沌，或者是未来世界是
混沌的。后一句“黄昏时分无故人”也对应了影片末尾黄昏，去执行解锁任务的尼尔与男主的相见便无法
再见了的剧情，就算相见，也只是男主在未来见到的年轻尼尔。尼尔生命定格在废城交战解锁的那里
了。有说法诗句中的“Twilight”也是个彩蛋照应着尼尔演员帕丁森出演的电影《暮光之城》，即
《Twilight》。

7.既定事实。从影片开篇，便是现在和未来相互交缠所创造出的结果，影片传达出既定事实无法改变的
概念。试图改变因而达到果，但却发现改变因的同时就是创造出了果，却无法撤销。逆向世界中要做的
便是顺着这个果，完成因。木已成舟，覆水难收，皆是这个道理。

九、数字与言论  
1、有一种说法，年龄在35岁以上的人，建立学术影响力的唯一机会是编写一本教科书。——Mark 
Seemann

2、技术的快速进步，尽管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后果，但是它让人类站到了更高的地方。——时代变化中的
技术隐喻

3、军队为什么要实行军衔制度？这是为了部队被打散，临时拼建时，能够迅速确定指挥关系。——维基
百科

4、苹果公司不允许恶棍在电影中使用 iPhone。因此，如果您正在看一部新电影并且角色拥有 iPhone，
那么他们就不是坏人，这算是剧透吗？——苹果和流行文化

5、你始终被锁定在你的基础架构中。一旦达到一定规模，人们就不会轻易改变基础架构。——Hacker 
News

6、如果你已经富裕，2％的收入增长速度就很不错了，可以让你保持并变得更加富裕。但是，对于几乎
没有收入的人来说，2％的收入增长速度，基本上就代表他们将永远贫穷。——HN 读者评论中国经济增
长速度降到6%

7、拥有个人网站，就好像拥有了互联网的一小部分。——写给个人网站的一封情书

8、食品应该标注两个日期： 佳质量日期和丢弃日期。——华尔街日报

10、人类正在充分利用元素周期表。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代手机，包含25到30种化学元素。今天的手
机包含大约75种化学元素，几乎是周期表的四分之三，其中可能包括卢旺达的钽、白俄罗斯的钾、墨西
哥的银、缅甸的锡、印度的碳和中国的锗。——元素周期表150周年

11、2010年3月，一个比特币的价格是0.003美元，2017年12月17日是19,783.06美元。——《投资比
特币之前要考虑的事情》

12、这是 好的时代，这是 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
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
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狄更斯

13、一个程序员，应该花80%的时间做代码设计、画UML图、画时序图，20%的时间写code和debug；
菜鸟程序员的这个比例恰好是反的。一句话，不论这个需求有多紧急，你都一定要“想好再动手”；“想好”
的标志就是设计文档写好了；文档一旦写好，写代码就是纯粹的工作。——知乎

14、要有分享精神，不要担心你知道的东西告诉了别人你就没价值了。你 大的价值在于你知道那些东
西的过程，而不是那些东西本身。你愿意和别人分享别人自然也会愿意和你分享， 终达到1+1大于2的
效果。不分享，就像一个失去了互联网的程序员，试问他还能创造多少价值？恐怕他连日常工作都无法
展开了。持有“我把别人知道的都学会、我把自己知道的都藏起来别让别人学去”想法的人，其实是默认
全世界只有你聪明别人都是傻瓜，这样的人，在信息传输成本高的时代，可以活下去，但是在今天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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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他们的路会越走越窄 后会自己走入死胡同。当然，如果你真的知道了了不得的黑科技，那就请
你保护好自己的知识产权然后自己开公司玩吧。——知乎

15、自律是靠着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错的薪水才能支撑的。——知乎

16、永远不要相信苦难是值得的，苦难就是苦难，苦难不会带来成功，苦难不值得追求，磨练意志是因
为苦难无法躲开 ——余华《活着》

17、一旦你将结婚生子这两项从人生规划中删除之后，会发现年龄根本无法对你形成任何束缚和恐惧，
人生也不用那么紧赶慢赶，一生都可以用来逐梦，以及体验各种未知。——Bilibili网友

18、切勿购买需要连接互联网的家电产品。它们不仅不安全，而且还会收集你的信息，并试图向你播放
广告。——Hacker News

19、氢气不是能源，因为它不存在于自然界，必须通过消耗其他能源才能生产出来。因此，氢气燃料电
池更恰当的描述是能量存储系统，而不是能源。——Hacker News

20、根据研究，一个 JavaScript 项目平均有377个依赖关系，而 Java 项目有43个，Python 项目只有16
个。你使用的依赖项越多，就隐含着必须信任的外部开发者也越多。——NPM 的信任网

21、有的人翻译文章，就像哈希函数。经过他的翻译，就认不出原文了。——Hacker News

22、现在，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约为1.1％，科学家的年增长率超过4％，科学研究（论文、书籍、数据
集等）的年增长率约为8-9％。

这就是说，科学知识的增长速度，几乎比人口增长高一个数量级。——再次提高科学生产力

23、自动驾驶比人们想象的困难得多。即使到今天，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依然只能在美国南部的凤凰城
进行实验，因为那里少雨、道路宽阔、街道都是直线的，这些因素大大简化了计算机视觉系统的工程难
度。——《鹦鹉螺》杂志

24、4G 上网的二氧化碳排放比 WIFI 上网高4～7倍。——程序员的碳意识

25、我们的 Covid-19 疫苗研究，没有要政府的钱。因为那些钱是附带条件的，你必须不断报告进展。
政府想听报告，而我根本不想做任何报告。我让科学家放手去做，专注于生产疫苗而不是提供进度报
告，只担心科学挑战，而不必担心其他任何事情。——辉瑞公司 CEO

26、亚马逊云服务开始提供 macOS 实例，底层是 M1 芯片的 Mac mini。价格不便宜，每小时1.083美
元，相当于每天25.99美元。这意味着，如果你的使用时间多于77天，那就不如自己买一台 Mac mini 了
（价格1999美元）——亚马逊提供云 Mac 服务

27、83.6％的浏览器具有唯一的指纹，可以被追踪。如果启用了 Flash 或 Java，这个比例可以上升到
94.2％。——Mozilla

28、人工智能 AI 迄今所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都不过是曲线拟合，并不是真正的智能。——Judea 
Pearl（图灵奖获得者）

29、读各种资料、书籍、文章，只是让你懂得更多，并不会让你提高技能。只有通过练习才能提高技
能。如果你想变得更好，那就去动手做。——Jason Fried（Basecamp 的创始人）

30、优秀的人讨论思想，普通的人讨论事件，狭隘的人讨论人。——埃莉诺·罗斯福，罗斯福总统夫人

https://news.ycombinator.com/item?id=24625626
https://news.ycombinator.com/item?id=24568930
https://www.btao.org/2020/10/02/npm-trust.html
https://news.ycombinator.com/item?id=24696385
https://lelon.io/blog/boosting-scientific-productivity-again
http://nautil.us/issue/92/frontiers/the-self_driving-car-is-a-red-herring
https://devblogs.microsoft.com/sustainable-software/carbon-aware-vs-carbon-efficient-applications/?WT.mc_id=green-8661-cxa
https://www.theregister.com/2020/12/02/aws_ec2_mac_pricing/
https://wiki.mozilla.org/Fingerprinting
https://mindmatters.ai/2020/12/ai-still-just-curve-fitting-not-finding-a-theory-of-everything/
https://twitter.com/jasonfried/status/1338626702264582146

	2020.10-12--第2期
	一、刊首图
	二、时事新闻
	三、技术文章
	四、开源组件
	五、工具软件
	六、学习资源
	七、生活经验
	八、闲情逸趣
	九、数字与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