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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架的社科类图书《巨变——中国科

技 70年的历史跨越》，追溯了新中国成立 70年

科技发展的脉络，通过选取 70 年中最值得记

忆的人与事，在历史的浪花中呈现波澜壮阔、

激荡涌动的科技创新巨变，致敬一路走来克服

艰辛的“追梦人”，为解读科技创新的中国密码

提供了重要参考。

全书分为“人口大国‘吃饱了’”“中华医学

新荣耀”“生死竞速中国芯”“生命蓝图的追寻”

“探梦‘三深’极限”“超级工程的跨越”“新高地

的竞逐”等七章。分别从农业、医药、基因工

程、移动通信、现代核电、载人航天、量子科学、

深海探测、超级计算等不同行业领域，全面展

示了新中国 70年，以科技为先导，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兼容并取勇于创新，在发展进步中所

取得的辉煌历史成就。热情讴歌了袁隆平、华

罗庚、顾方舟、任正非、南仁东、吴仲华……等

一大批引领科技进步的跋涉者、奋斗者，生动

描绘了一幅中国科技的闪光画卷。

曾经风雨飘摇的旧中国，科学技术十分落

后，连日常生活的火柴、铁钉都需要从国外进

口，科技创新更是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技工作，充分发挥广大科

技工作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紧随世界科技步

伐，先后取得“两弹一星”横空出世、人工合成

牛胰岛素、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对撞成功、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神舟

五号”飞船成功升空、射电望远镜落成启用、光

量子计算机诞生、港珠澳大桥通车运营、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投运等一系列科技成果，大大振

奋了国人的士气。

如今，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科

技创新的动能也越来越强，不仅一跃为世界制

造业第一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明专利

申请数也连续 8 年居世界第一。这一系列科

技成就表明，科技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

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列列高铁、动车的

开通，让人们快捷出行的同时，更是让中国经

济迈上了中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此外扫码支

付的运用、共享单车和网购的兴起，不但提高

了人们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也有力促进

了全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了

不竭的动力。

作为新中国 70 年的一本科技传记，本书

很好地把科技成果的展示，重大科技事件的解

读，优秀科技工作者先锋事迹的介绍，有机穿

插结合在一起。通过领略中国科技的风雨路

程，回顾现当代科技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感受

科技精英一心报国的满腔赤诚，读者情不自禁

对中国科技的光明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值得称道的是，全书既注重历史的宏观呈现，

也不忘人物精神境界的细微刻画。作者对顾

方舟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记叙，令人难忘。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国部分地区流行脊

髓灰质炎，在外国专家撤走、粮食供应短缺的

双重打击下，病毒学专家顾方舟不畏艰辛，在

异常艰苦的环境下，经不懈努力，研制出了脊

髓灰质炎活疫苗。为了验证医效，顾方舟毫不

犹豫拿自己做实验，受其感召，他的团队成员

也纷纷效仿。为了进一步论证其安全性，他们

又 相 继 把 各 自 的 孩 子 纳 入 到 实 验 中 ，最 终

100%的成功率让“一向坚强的顾方舟哭了，和

同事们抱在一起哭了”。书中，类似细节化的

描写，几乎俯拾皆是，虽然着墨不多，却胜过千

言万语，把一代代中国科技工作者“有国才有

家”的大爱情怀，诠释得格外生动。

从《巨变——中国科技 70 年的历史跨越》

里，已然清晰洞悉到新中国 70 年科技发展的

坚实步履。“蘑菇云”的惊天一爆，国产航母的

逐一入列，嫦娥四号探测器月球背面的成功着

陆，以及此次疫情中，十多天时间内“火神山”

和“雷神山”医院的相继建成……无一不彰显

了中国科技的“硬核”实力。回眸这些闪光的

征程，既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境界的提升，亦是

一次难得的科技史和家国史的鲜活教育。

硬核实力是这样炼成的
——读《巨变——中国科技 70年的历史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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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农业大国。2019 年底新冠病

毒在我国肆虐，全国人民采取了多种有效

防疫措施，并从今年 3月初开始，逐步分级

恢复春耕生产秩序。从历史角度而言，我

国具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在古代，农业的

丰歉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因而帝王对春耕

尤为重视。

每年立春后，他们都会在一块特定范

围内的耕田里亲自示范扶犁耕田，以号召

全国民众积极耕田劳作，这块特定的耕田

可称为“演耕地”，而皇帝做的示范活动可

称为“亲耕礼”或“耕藉礼”。根据我国考古

学者对甲骨卜辞的研究，发现早在商代就

出现了皇帝亲耕礼；通过对西周早期令鼎

的铭文研究，发现当时皇帝的亲耕礼就已

经比较完备了。据战国儒家经典《穀梁传·
桓公十四年》记载，皇帝在春耕时期会亲自

耕田以供奉农神；据汉代散文《礼·月令·孟

春之月》记载，在正月，皇帝会选择吉日祭

祀农神，并亲自扶犁耕田，在农田里来回犁

田三次，而王公犁田五次，九卿官员犁田九

次。在这里，农神即发明农具、教会先民种

植五谷的神农氏。皇帝亲耕礼在历朝历代

一直延传下来，并在明清时期表现得更加

具体化和丰富化。

据《大明会典》卷九十二记载，洪武帝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于洪武二年二月在南

京南郊建造先农坛，每年祭祀农神并亲自

耕田。永乐帝朱棣在北京营建紫禁城的

同时，仿造南京先农坛的规制，于永乐十

八年在正阳门南端西侧建造了山川坛，包

含皇帝更换祭服的具服殿、面积为一亩三

分的演耕地、演耕地北面的观耕台、储藏

皇帝亲耕田所产粮食的神仓等，并规定后

世皇帝在登基时应来此处行亲耕礼。明

万历四年山川坛更名为先农坛，并为清代

所沿用。

在先农坛行亲耕礼是明代皇帝礼仪活

动的重要内容。《明史》卷四十九记载了弘

治元年皇帝亲耕礼的具体规定。其中，参

加亲耕活动的百官需提前斋戒。京城官员

提前进宫将耕田用的耒耜和种子呈给皇帝

检阅。亲耕礼开始时，由户部尚书和顺天

府官员分别跪向皇帝，敬上耒耜和鞭子。

皇帝一手持鞭、一手扶耒耜，在地里来回耕

田三次，顺天府官员跟在后面播种子。随

后，皇帝把耒耜和鞭子还给官员，然后登上

演耕地北面的观耕台，观看官员耕田。亲

耕礼完成后，百官行向皇帝庆贺礼，皇帝亦

对参加礼仪的人员进行赏赐。上述记载可

反映明代帝王行亲耕礼的一般流程。

清代皇帝亦重视亲耕礼，甚至规定在

先农坛行亲耕礼之前，要在丰泽园预演。

丰泽园位于西苑（今中南海）内，为康熙皇

帝所建，其主要目的是勉励、督促农桑活

动，康熙帝亦亲自扶犁耕作。“丰泽”的含义

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据《清会典》记载，

丰泽园有稻田十亩一分，有演耕地一亩三

分。乾隆帝在《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八

《丰泽园记》中解读了此处一亩三分地的用

途，即他的父亲雍正继承祖业，虔诚地敬奉

上天和祭拜祖先，数年来多次在这里做亲

耕礼的预演。由此可知，丰泽园的亲耕礼

预演源于雍正年间。

晚清政治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

在《翁同龢日记》里记录了光绪十四年农历

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皇帝的亲耕礼活

动行程，包括第一天在丰泽园预演、第二天

在紫禁城内检查农具、第三天在先农坛亲

耕的具体过程。据日记记载，二十七日上

午天气晴朗，光绪帝于上午十点一刻左右

来到丰泽园预演亲耕礼。他在耕田外帐篷

休息片刻后，脱下外套，整理好衣服。然后

由户部侍郎嵩申准备耕犁，顺天府尹高万

鹏准备鞭子，跪着进献给皇帝。皇帝手持

耒耜在最前面，翁同龢本人和孙诏经播种，

侍郎孙诒经拿着筐，顺天府丞何桂芳拿着

装种子的青箱跟着，御前侍卫扶着犁，两位

老农牵着牛。在皇帝带领下，众人来回耕

了四次。随后，皇帝在最前面，大家跟着，

在耕完的田里播种子。

以上活动相当于预演。二十八日，天

气阴有小雨，早上六点光绪帝就到了中和

殿，翁同龢等人已提前恭候，举行亲耕礼所

用的犁、鞭、装种子的箱子已在紫禁城内备

好。光绪帝审阅了祭祀农神的祭文，然后

检查了各种农具。二十九日，天气晴转阴，

光绪帝去先农坛正式行亲耕礼，凌晨五点

半就到了先农坛。光绪帝首先上坛行礼，

然后在太岁殿烧香，在具服殿更衣，更衣后

用膳。约六点一刻，光绪帝下令开始行耕

田礼，王公大臣就位站好，皇帝穿着龙袍亲

自扶犁，官员们跟在后面，按照预演的模式

来回耕田四次。

明清皇帝亲耕礼所用的演耕地面积

均为一亩三分。那么，为什么会选这个尺

寸作为皇帝的专用演耕地的面积呢？分

析认为，一亩三分地其实就是十三分地（1

亩=10 分）。古代，十三是个吉祥数字，多

为帝王专用。“十三”可寓意国土，如我国

明代在全国就有十三布政司。“十三”也可

寓意皇帝专用，如古代多个帝王所配腰带

包括十三个玉环；又如明朝十六位皇帝，

葬在昌平天寿山麓的有十三位等。皇帝

在一亩三分地示范春耕，不仅仅寓意该演

耕地为皇帝专用，更寓意皇帝号召自己统

治国土范围内的全民，在春天到来之际及

时开展耕作活动，以利于来年五谷丰登、

国泰民安。

此外，古人把农业当作万物之本，通过

祭祀农神来表达对农业丰收的祈愿，是古

人朴素哲学观的表现。而古代帝王在春耕

时分，亲自下地耕田扶犁，为天下做示范，

以劝诫全民课农，鼓励农业发展，体现了一

种表率精神。由此可以认为，亲耕礼为我

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一亩三分地”：古代农业发展的朴素哲学观

《御制耕织图》局部（清焦秉贞绘，康熙诗）

也许你从未听说过他和他的作品。

12 年前的 3 月 19 日，英国著名科幻小说

家亚瑟·查理斯·克拉克停下了他的笔，也停下

了他对于未来世界的全部幻想。

1917 年 12 月 16 日，克拉克出生在英格

兰。他从小就喜欢阅读旧的科幻杂志，用纸板

和透镜搭成望远镜来观察月球。17 岁时，克

拉 克 加 入 刚 刚 成 立 十 年 的 英 国 星 际 协 会

（BIS），在这个组织里，所有的成员都梦想能乘

坐火箭飞向太空，他们甚至已经提出派 3名飞

行员登月并返回地球的可行计划。

但计划很快被二战中断。“月球男孩”克拉

克参军了，他在英国皇家空军中担任雷达技

师，参与预警雷达防御系统的研制工作，并在

1943年被提拔为空军中尉。

战争结束，克拉克又回到星际梦想之中。

退役后，他进入伦敦国王学院学习数学和物

理。1948 年圣诞节，英国 BBC 正在举办一场

小说比赛。克拉克写了一篇 4000 字的短篇小

说寄给组委会。那是一个关于月球和外星人

的故事，人类登上月球，在此发现一座外星文

明在百万年前放置于此的小型金字塔，它被用

来观察地球生物的发展和崛起，就这样，月球

成了其他高层次文明的一个“前哨”。

科幻小说《前哨》并未引起 BBC 的重视，

但克拉克的才华却注定要得到赏识。1964 年

春天，刚刚完成《奇爱博士》的导演斯坦利·库

布里克找到克拉克，向他征求科幻电影的意

见，克拉克想起了自己曾经投稿 BBC 的那篇

《前哨》。两人意识到，他们可以把这个月球上

的文明守望者的故事作为切入点，设计更宏大

的叙事。经过反复讨论，一个太空漫游故事逐

渐成形。四年后，科幻史上里程碑意义的小说

与电影同时问世——《2001 太空漫游》更像是

一部宇宙和人类文明的史诗，一块来自更高级

文明的黑色石板将它们串联起来：史前时期，

这块黑色石板启发了濒临灭绝的人猿，让他们

开始进化之旅；最终的宇宙航行中，它又给了

宇航员大卫更高层次的意识，让他成了主宰宇

宙的“星孩”。

《 2001 太空漫游》彻底改变了科幻作品

的地位。影片充满了各类隐喻和象征，无数影

迷、科幻迷和研究者曾对这部经典中的经典进

行阐释，他们挖掘到的元素也各不相同：上帝

和神灵、尼采哲学、民主制度、技术反动……而

克 拉 克 曾 说 ，“ 如 果 有 人 觉 得 完 全 弄 懂 了

《2001 太空漫游》在讲些什么，那一定是我和

库布里克弄错了”。

由于强烈的现实性和技术性，克拉克的小

说也成了所谓“硬科幻”的代名词。科幻研究

者认为，他继承了凡尔纳技术科幻的传统，长

于科学技术构想和搭建宏大时空背景。历史

学家亚当·罗伯兹认为，“‘黄金时代’这个名词

所形容的小说类型，主要就是硬派科幻小说，

直叙体，英雄在太空中或科技场景里解决问题

或是对抗威胁”。

另外，和以往的科幻小说不同，克拉克更

愿意以“近未来”作为主题，探讨人类在宇宙中

的位置。从《2001 太空漫游》中的“前哨”起，

他就有意识地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史

和宇宙史，宏大的时空尺度是他的科幻作品最

动人的部分。他的哲学科幻风格受奥拉夫·斯

塔普雷顿影响，在后者的小说《造星者》中，一

名无名叙述者脱离肉体，开始了星际旅行，并

创造了一种平行宇宙空间。

最可贵的是，克拉克的作品有一种致命的

乐观精神。受昂扬的社会气氛影响，他的技术

小说如同“蔷薇色的乌托邦”，无论是四本《太

空漫游》还是《拉玛》系列，阅读他的作品，可能

过程中不免压抑低落，最终却一定会导向一种

充满希望的未来。面对二战和冷战的冲击，克

拉克也试图在作品中寻找“和平之路”，他想象

在不远的未来，人类可以团结一致共同探索太

阳系，用太空探索代替对立和战争。他在小说

《童年的终结》里设想，外星智慧和人类文明的

共同努力，人类所面临的技术和道德困境都将

得到妥善解决。

90 岁那年，克拉克在斯里兰卡病逝，他给

自己撰写的墓志铭是：“他从未长大，但他从未

停止成长。”

克拉克：“月球男孩”的科幻梦

去年的这个时候，有一份《关于在全

国中小学进行繁体字识读教育的提案》

引发关注。教育部前不久在官网公开相

关答复，提出“学校教学应依法使用规范

汉字，但在中小学经典阅读和书法教育

中，会涉及繁体字教育有关内容”。

其实关于汉字的简化，自古有之，甚

至历朝历代都做过相关工作，民间更为流

行。众所周知，在汉字自身的演变中，最

明显的就是“隶变”，即由篆书变为隶书，

使得字体更趋于简单、规范、方正，因此隶

书也被称为“篆之捷”。总的来讲，文字的

简化主要是为了实用，方便学习、辨识、普

及、推广、交流之需，并且要清楚，简体字

并非随意简化的，也具有它很强的历史继

承性、体系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不过对此有人会说，汉字简化破坏

了传统，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会出现

“因简害义”“有损汉字的艺术美和规律

性”等问题。不可否认，的确存在这些情

况，毕竟一些繁体字比其简体字在音形

义等方面都表现得更加丰富，更具内涵，

而且古代也有“汉字六书”之说，其中包

括了造字法和用字法。就是说在汉字自

身发展体系中，存在着创造汉字与使用

汉字的相关规律及法则，我们应该予以

尊重，甚至很好地继承与发扬。但倘若

放在全球一体化的当下大文化、大交流

体系中，从时代背景以及传播学等的角

度来看，过分强调繁体字的这部分意义

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很多人总爱用“爱无心，乡无郎”等说

辞来予以反驳，甚至将现代社会某些不良

风气直接归咎为汉字简化的后果，不免太

过牵强。我们不能过分夸大繁体字的某

些功能，放大它们的部分作用和意义，更

不能做出一厢情愿的理解，否则这也是对

传统文化肤浅认识的体现。

古人在创造这些汉字时，有着特殊

的历史背景，更多是根据当时所处的生

活环境、语言表达习惯等而得来的，也是

为了易于交流、记录、传播和理解，但社

会在发展，尤其当下，历史背景、生活环

境、交流方式等都发生极大改变。首先，

如果我们仅从会意字方向去理解汉字，

势必会背离汉字的构形事实，因为有很

多简体字是从形声甚至草书等其他方面

转化过来的。

其次，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看重一些

繁体字原有的、表面的字形意义，不能用

发展的眼光更灵活、深入、深刻地解读真

正需要我们传承和发扬的更为重要的那

部分文化，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悲哀，也

是对传统的误读。

文字尤其是繁体字，不等同于文化，

这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文字只是记

录、传递文化信息的工具，不是说掌握了

文字，掌握了繁体字，就等于掌握了文化，

了解了传统精髓。现实中有很多认识，乃

至经常书写、使用繁体字的人，可能对传

统文化知之甚少。另外也需明白，正如教

育部在答复中所说的，即便认识了繁体

字，如果不经过专门的古汉语、古代文化

知识等的学习，也一样读不懂古典诗文，

不能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知晓中国文化的

由来。因此一定不要过度放大繁体字的

文化承载，如同不能像五四时期一些“激

进派”人士草率否定它一样，不能从一个

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对于全国中小学是否有必要进行繁

体字识读教育，笔者的观点是，在日常学

校教学中没有识读必要，可以将其作为选

修课、兴趣课供学生自主选择。如果强行

进行识读、普及，将会有很大难度，尤其对

于中小学生来讲，也势必会增加他们的学

业负担。而在书法教育和经典阅读中，不

应对学生进行强迫式学习、填鸭式教学，

而应把主动权更多交给学生，尊重他们的

爱好、意愿，同时注重点拨，引导和激发他

们的兴趣。

繁体字的文化承载不应被过度放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