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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新世界：等待方舟子

向徐建新（波涛浩淼）认错

道歉 

·杨支柱：方舟子疯了 

·于建嵘：致《新语丝》的

公开信 

·方的狡辩只能去骗骗那些

本科生

·方舟子应该就

hematopoietin,向贺福初等

人叩头道歉

·方舟子还要在转基因农作

物上欺骗国人多久？

·【立此存照】又见方舟子

在北京电视台兜售“伪科

普”

·方舟子告状记

·【立此存照】方舟子为泄

私愤报复网友

·【立此存照】看方舟子是

(亦明：我和方舟子分手、决裂的前前后后（十八）)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摆了这个乌龙的John Kennedy已在其blog做了更正。他在给我回信中也说

不清楚怎么会犯这个错误。  

     http://www.globalvoicesonline.org/2007/05/23/china-splitting-

hairs-over-stem-cells/  

     [nov. 12, 2007 update: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that mr. fang has 

never worked for the d'trends corporation, and a correct introduction 

would describe mr. fang as “an independent consulting scientist for an 

american bioinformatics company.”] 

(http://www.xys.org/forum/db/2/204/4.html)。  

     这个帖子，也没有任何跟贴。再过一天，方舟子在新语丝新到资料上发表

了一个声明，全文如下：  

     一点声明：我和D'Trends公司毫无关系  

     方舟子  

     这几天有好几个人来问我是否曾经为一家叫D'Trends Bioinformatics的

美国公司工作过，据说还有人为此在调查这家公司，以为抓住了我什么把柄，搞

得我莫名其妙，因为此前我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查了一下，才发现原来是一位

在广州工作的美国人John Kennedy在其网站Global Voices Online把今年5月份我

和柴静有关干细胞问题争论的文章翻译成英文时，把凤凰网盗版方舟子博客上对

我的简介也翻译成英文，结果出现错误，不知怎么在英文翻译中冒出了这家公司

的名字。在我去信指出该错误之后，John Kennedy已来函道歉（他也不知道为何

会出现这个错误），并已在其网站做了公开澄清、更正，请大家不要再以讹传讹

了：  

      [Nov. 12, 2007 update: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that Mr. Fang 

has never worked for the D'Trends corporation, and a correct 

introduction would describe Mr. Fang as “an independent consulting 

scientist for an American bioinformatics company.”]  

     http://www.globalvoicesonline.org/2007/05/23/china-splitting-

hairs-over-stem-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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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欺骗美国政府的 

·【立此存照】新语丝造谣

诬蔑潘知常

·【立此存照】信誉死网站

的蠢人就是多 

·张耀杰：方舟子导演的伪

道德

·【立此存照】方舟子造假

欺骗美国移民局的铁证！

·【立此存照】新语丝喽啰

的弱智思维又一例

·【立此存照】“打假大

师”方舟子涉嫌作假移民定

居美国

·“伪造与篡改”是方舟子

集团的常用伎俩 

·何祚庥老矣，尚能饭否？

·方舟子，这次你还能如何

狡辩？！ 

·拙劣的考古研究，弱智的

严谨结论

·对方舟子“学术打假”的

反思及批评

·资料：中国科技大学状告

方舟子

·周春生、方舟子和十大联

盟名校论

·给方舟子看相

·警惕有人以科学之名，行

反科学精神之实 

·方弱智对科学没概念

·【立此存照】方舟子算哪

门子的“科学家”？

·方舟子造假欺骗中国政府

·潘知常：方舟子、新语丝

与学术恐怖主义 

·梅毒神父方舟子

·【立此存照】新语丝弱智

文又一例 

·新闻自由和人权理念--评

科大BBS封杀新语丝

·且看“打假干将”方舟子

的流氓嘴脸

·言论自由和人权的界限：

方舟子诉《探索与争鸣》案

背后深刻的社会意义

·纵横“新语丝”之必备马

     (XYS20071112)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log/dtrends.txt)。  

     假如方舟子在我们的心目中还有一点点儿信誉的话，我们大家或许真的要

满足他的苦苦哀求，“不要再以讹传讹了”。但问题是，这个方舟子根本就是一

个不说谎话就无法存在下去的人，所以他越是辟谣，就越让人心疑：假如他与

D'Trends Bioinformatics没有关系，他那么着急忙慌地、接二连三地表演双簧

戏、单口相声、最后还要发个“严正声明”干什么？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

鬼叫门。你方舟子如果心中没鬼，你慌个什么？况且，留下这个谣言当陷阱，坐

等亦明兄冒冒失失地杀将进来，你方舟子岂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生擒活捉

了？方舟子的惊慌失措，说明他心中有鬼。把这个鬼捉出来，公开示众，正是笔

者这篇《“生物信息学家方舟子”考》的最终目的。  

     所以说，方舟子的第三次反击，不过是他自己指天划地也似地跳大神，但

在“惊慌失措”之间，恰恰露出了自己的马脚。亦明兄不仅毫发无伤，还坐看了

一幕滑稽戏，并且在笔记本中，悄悄记下了关键的情节。  

     四、 第四击：来势汹汹，自取其辱  

     12月4日凌晨（北京时间），我的《“生物信息学家方舟子”考》第三部

分（《方舟子论转基因：伪“科普”，真“科唬”》）第一节（《 “科唬”：唬

弄人之“唬”》）的第三分节，《无知得让天下学人蒙羞》，被我贴出。在文章

的最后一部分，我根据方舟子对于玉米花粉传播问题的文字，说他抄袭了贾士荣

一年多前的文章，《国际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争论——几个事件的剖析》。而贾

士荣在那篇文章的所说，很可能是对一篇美国科学论文的误读。在文章的结尾，

我写道：“贾研究员如果稍微能够读懂英文，方博士如果稍微地象一个真正的学

者那样搞学问，他们就不会闹出这么一个丢尽全世界学者脸面的大笑话了。”  

     就在文章贴出之后不到三个小时，方舟子在关天茶舍的铁杆跟班“大虫

二”【有人怀疑“大虫二”的真实身份就是方舟子，但似乎不象。不过这个人肯

定和方舟子关系十分密切，几年前他曾多次充当方舟子在关天茶舍的传声筒和代

理人，把方舟子从未公开的文字，公布在关天茶舍】，接连发了四贴，针对我关

于玉米花粉的文字进行攻击，说什么“亦明自己傻，还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傻，

找不到别人的原始资料，也不好好找找，就一口要定别人是和你一样傻，文革时

候写大字报是个好手。”“亦明，你自杀吧，”“亦明，你才是无知得让天下学

人蒙羞！”“亦明你还有脸教训别人如何做学问！”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72145.shtml）。  

     几乎是与此同时，在万维读者网的学术与教育论坛，有个叫做“亦不明”

的人，连发三贴，内容与“大虫二”的四贴几乎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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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大全

·评方舟子对清华大学经管

学院的污蔑造谣

·驳方舟子：学术应该如何

打假

·攻略秘籍：方舟子横行各

大论坛必备法宝

·【立此存照】有其父，必

有其子：方氏父子丑行录 

·方舟子会随时会成为我的

提款机 

·【立此存照】中英文对

照，方舟子剽窃铁证如山 

·杨玉圣：《北京科技报》

是如何造谣惑重的？——评

方舟子《岂能如此宽容学术

腐败》

·苏三和方舟子谁在“胡说

八道” 

·方舟子又在信口开河

·【立此存照】看新语丝马

仔如此为何祚庥辩护

·【立此存照】看看何做秀

不打自招的供诉！！

·【立此存照】看看新语丝

一伙人是怎样评论矿难的！

·何做秀笑话四则

·【立此存照】新语丝马屁

精的无耻献媚又一例

·方舟子这回真当上了教授 

·方总舵的牛马走们听了 

·翻一翻方舟子的历史 

·方氏训诂之笑柄 

·【立此存照】张冠李戴的

方是民科普 

·【立此存照】方舟子“最

聪明”“非常适合作科研” 

·关于方舟子新语丝社触犯

美国税法再答网友问

·【立此存照】方市民的

“普里朊”不输“阿米诺

酸” 

·方舟子对着鲁迅叫春 

·【立此存照】流氓文人李

继宏得到方舟子宠爱的真实

原因

     亦明才是无知得让天下学人蒙羞。随便一google  

     送交者: 亦不明 2007年12月03日13:35:08 于 [教育与学术]

http://www.bbsland.com  

     回 答: 亦明:方舟子无知得让天下学人蒙羞 由 kirk 于 2007年12月03日

11:07:42:  

     就能证实方舟子的说法，用的着亦明替方舟子胡想吗，亦明还有脸贴再大

字报吗？  

     下面就是方舟子说的“在五米之外，平均每平方厘米的草叶上只有一粒玉

米花粉”的出处。  

     Analyses of controversial cases  

     According to a report from the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the lethal dose (LD50) was not reached on the average at any distance 

from the field and during the peaks of pollen shed.  

     Beyond a 5m distance, almost one grain pollen per cm2 was found. 

Milkweed plant distribution was found predominantly in conservation 

areas compared with cultivated areas excluding roadsides.  

        research.cip.xar.org/confluence/exportword?research.cip.xar.org/confluence/exportword?research.cip.xar.org/confluence/exportword?research.cip.xar.org/confluence/exportword?

pageId=2995 pageId=2995 pageId=2995 pageId=2995  

     （http://bbs1.creaders.net/education/messages/356387.html）。  

     亦明如果稍微能够读懂英文  

     送交者: 亦不明 2007年12月03日13:37:50 于 [教育与学术]

http://www.bbsland.com  

     回 答: 亦明:方舟子无知得让天下学人蒙羞 由 kirk 于 2007年12月03日

11:07:42:  

     如果稍微地象一个真正的学者那样搞学问，就不会闹出这么一个丢尽全世

界学者脸面的大笑话了。希望亦明能看的懂下面的英文！  

     Analyses of controversial cases  

     According to a report from the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the lethal dose (LD50) was not reached on the average at any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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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新语丝马仔

愚蠢无耻的狂言

·科研学术应该严禁方舟子

的“打砸抢” 

·圆舟子:就草庵事件警告

方舟子 

·方舟子市民，把你的臭嘴

从谈家祯先生身上挪开 

·【讨新语丝檄文】

·绝交--吴虹飞

·科学水平和道德标准低如

方舟子者，有什么资格做中

国的学术警察和法官?

·我们为什么不和方舟子玩 

----田松

·庚子水木：从方舟子到王

珢――论新语丝的邪教本质 

·宋正海：学术打假切忌无

知和野蛮

·鄢烈山：警惕方舟子，理

解方舟子 

·笑 蜀：“私人打假”亟

待规范——从于建嵘和方舟

子的混战说起

·笑 蜀：不要学术腐败，

也不要麦卡锡——对方舟子

与于建嵘之争的反思

·笑蜀:严晋拉屎，方舟子

买单 

·雷霆印:评方舟子的又一

次当众撒谎

·雷霆印：搞笑、造谣以及

弱智

·赵若舟：方舟子污蔑了哪

些学者？

·赵若舟:当学者遇上了

“职业泼妇”－－方舟子现

象小议

·赵若舟：驳方舟子《中国

需要“科学警察”》

·老刘:舆论专制和舆论独

裁，是更坏的腐败――写于

方舟子网站被封之后

·laogan:方舟子的狰狞面

目

·germo:方舟子的心理分析

以及我们怎样对待之

·探戈:方舟子本身就是假

from the field and during the peaks of pollen shed.  

     Beyond a 5m distance, almost one grain pollen per cm2 was found. 

Milkweed plant distribution was found predominantly in conservation 

areas compared with cultivated areas excluding roadsides.  

        research.cip.xar.org/confluence/exportword?research.cip.xar.org/confluence/exportword?research.cip.xar.org/confluence/exportword?research.cip.xar.org/confluence/exportword?

pageId=2995pageId=2995pageId=2995pageId=2995 

     （http://bbs1.creaders.net/education/messages/356390.html）  

     亦明的信用彻底破产！  

     送交者: 亦不明 2007年12月03日14:12:49 于 [教育与学术]

http://www.bbsland.com  

      回 答: 亦明:方舟子无知得让天下学人蒙羞 由 kirk 于 2007年12月03

日11:07:42:  

     再google到“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扩散不远”的英文出处，来自USDA网

站。  

     Many factors contribute to keeping pollen density low. Corn 

pollen is relatively heavy, so it doesn't blow far;  

     http://www.ars.usda.gov/is/AR/archive/feb02/corn0202.htm  

     （http://bbs1.creaders.net/education/messages/356392.html）。  

     这三个帖子，被新语丝的那个神秘的USTC3综合到了一起(当然要把“骗子

论坛”的标记用陈进打造汉芯的那把老锉磨去)，加上一个“哈哈，亦明这回露大

窃了，还有脸再贴大字报吗”的标题，转贴到了新语丝读书论坛，并且附上了我

的原文。这是我那八万多字的文章，第一次在新语丝读书论坛上露面。尽管这个

标题是如此的吸引眼球，但在那个论坛，竟然只有YUSH一个人的跟贴：“文-革一

余孽。这儿有慷慨激昂深入揭批方舟子的一段，估计当年大字报就是这个样

子……”(这个跟贴下面，有17个跟贴。

http://www.xys.org/forum/db/2/231/133.html)。  

     第二天，12月4日，方舟子在新语丝的新到资料上发表《玉米花粉的妄想

狂笑话》，这是方舟子自那个“九一八说明”以来，对我的第一次“正式的”、

“直接的”反击。全文附后，链接在此：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log/transgenic1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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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刘先志:造假的方舟子为

何不对自己的造假文字进行

勘误？ 

·基甸:方舟子到底反的是

哪门子基督教？

·赵若舟：驳方舟子《 就

这样被慢慢毒死》

·赵若舟：驳方舟子《揭露

违背科学原理的骗局无需举

证》

·赵若舟：驳方舟子《从反

伪科学走向反科学》 

·赵若舟：驳方舟子《生物

技术的是是非非》 

·赵若舟：不在现场也知其

假－－方舟子、司马南的反

伪可靠吗？

·赵若舟：基督教的“睁眼

瞎”和方舟子的“睁眼瞎”

·赵若舟：驳方舟子对我国

学者的中伤 

·赵若舟：驳方舟子《不是

要转你的基因》

·刘洪波：“科卫兵”方舟

子 

[列出本列出本列出本列出本栏栏栏栏目所有目所有目所有目所有内内内内容容容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细读这篇让我苦等了两个多月的文章，我不由得再次为自己高估方舟子的

学问而懊悔。(我在分析方舟子的学问时，曾本着“疑罪从轻”的原则，多次高估

了他。如在估计方舟子对那篇Nature论文的贡献时，我曾说“当时方舟子尚是入

学刚刚一年有余的研究生。”实际上，从方舟子入学到论文投稿，只有不到九个

月的时间。在估计方舟子对那篇Cell论文的贡献时，我根据论文的投稿日期来判

断他对那篇论文的贡献是半年时间。其实，那个基因的专利申请，是在1997年7月

底，方舟子对那个基因的贡献，最多只有两三个月。) 不过，看到方舟子那张牙

舞爪、虚张声势的嘴脸，我又不得不在心中暗自赞叹，好样的，脸皮就是够厚！  

     《玉米花粉的妄想狂笑话》全文一千七百余字(标点符号计算在内) 。第

一段的五百多字，几乎全部都是他的谩骂，好象那积蓄了七八十天的怨恨，终於

找到了发泄的渠道。如他骂我是什么“受虐妄想狂患者，幻想曾经与我有过什么

交情”，说我因为被他拒稿，“恼羞成怒，从此落下病根”，说我写文章批他是

“一名妄想狂患者的受虐需求”，更说我是“连‘核酸’是什么东西都没搞清楚

的‘方学家’”。  

     在方舟子的四十年人生历程中，过去的这两个多月可能是他最受憋屈的时

光，所以他找一个机会如此地发泄发泄，达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用赵忠祥老

师的话说，“对身体有好处”。(按照赵老师的说法，应该每个月来这么一次。)

而我呢，也要遵照北京市高级法院的“最高指示”，“对此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和容忍义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7)高民终字第1146

号》）。当然，我这么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我安慰。方舟子耍得起无赖，亦

明兄可丢不起这个人——我总不能和方舟子一样，也满地打滚儿撒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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