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已经去世 65 年了，但爱因斯坦仍

是科学史界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这不，

美国科普作家博达尼斯创作了一部以爱因

斯坦“犯错”为主题的读物——《爱因斯坦

也犯错：天才的一生》，重新梳理、回顾了这

位天才的一生。

当然，读者不能寄希望于这是一本

呈现或罗列爱因斯坦“犯错”的故事集，

它仍可算是一本视角独特的新版爱因斯

坦传记，而且大致也是按照时间脉络展

开的，并不算“另类”。这本传记较派斯

那本著名的爱因斯坦传记《上帝难以捉

摸》要通俗得多，全书几乎不见令人生畏

的物理公式，对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

程也作了简化处理。此外，该传记体量

又小于艾萨克森写的那本丰厚的《爱因

斯坦传》，没那么多枝蔓，因而读起来更

顺畅一些。

书的一半甚至更多一点的体量其实完

全与“犯错”无关，大致可以说是爱因斯坦

的一段成名史，我将之比喻为从“红日初

升”到“如日中天”。

爱因斯坦早年首先是一位叛逆者，这

集中体现在大学时期的表现，他极度抵触

当时一些陈腐的教学模式，以至于多年后

如此讽刺道：“现行的教学方法还没有完全

扼杀神圣的好奇心，这真是一个奇迹。”随

后便是现在读起来催人励志的求职史，算

他幸运，最终在好友格罗斯曼的父亲的帮

助下，得以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谋得了一

个三级技术专家的职位。也正是在专利

局，成就了奇迹年（1905 年）的爱因斯坦，

此可谓“红日初升”。

正是在专利局，他萌发了“一生最得意

的想法”，做出了将惯性力包含进构建新引

力理论的尝试，也即他朝着创建广义相对

论的道路进发了。宏筹壮志映照惨淡现

实，事业刚刚起步的爱因斯坦现实何其窘

迫，“他坐在大椅子上，左手抱着孩子，右手

在一个平板上写方程，同时抽着雪茄，烟雾

从婴儿、方程和访客旁飘过”。

十年攻坚、大功告成。1915 年底，爱

因斯坦完成了广义相对论的重大突破，他

致信给好友贝索“我最大胆的梦想已经成

真”。接着，便是广义相对论曲折的验证过

程，终于在 1919 年由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

的团队一锤定乾坤，由此爱因斯坦名扬天

下，此可谓其人生“如日中天”。

接下来便是围绕在引力场方程先是加

入常数Λ、后又删去的故事，因此后来被爱

因斯坦称之为“一生所犯的最大的错误”。

其实现在回头再看，这与其说是一个人的

错误，倒不如说是科学“自净”机制的一种

反映。最初爱因斯坦添加上Λ的原因是为

了满足“准静态分布”宇宙的结果，或者说

是为了符合实际的天文观测。而到 1929

年哈勃和赫马森的天文观测非常明确地表

明宇宙在加速膨胀后，爱因斯坦又果断舍

弃了之前加入的Λ项，方程也再次回归到

他一直深爱的完美形式。

在博达尼斯看来，爱因斯坦对隐匿在

量子力学背后的法则或逻辑的抵触和排

斥才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现在看来，

这不但是爱因斯坦个人的悲剧，也是科学

史上的一个悲剧。想当初（1905 年），他

也是量子论发展史上的一员骁将，光电效

应方程便是其树立的不朽丰碑，但随着以

海森堡为代表的量子力学新生代的成长，

内心固守因果律的爱因斯坦与年轻一代

渐渐格格不入了。书中描写了他与玻尔

的几场论战，包括 1930 年在布鲁塞尔召

开的第六次索尔维会议的那场，爱因斯坦

使出了浑身解数构想了著名的“光子盒”

理想实验，不料经过玻尔彻夜未眠的思索

后还是成功化解了挑战。诚如书中所言，

“玻尔利用相对论击碎了爱因斯坦试图捍

卫因果律的最后努力，这是一个毁灭性的

打击”。

从 1933年到 1955年，爱因斯坦在普林

斯顿度过了余生。他为了建立统一场论孤

寂地跋涉，已经脱离了当时物理发展的洪

流。好友玻恩不无惋惜地说，“这对爱因斯

坦本人，对我们来说都是悲剧，因为他在孤

独地探索他的道路，我们却失去了领袖和

旗手”。在普林斯顿的岁月，是他一生落日

余晖的阶段，绚烂而悲壮。

中译本的封面设计别出心裁，像窗户

一样的圆形镂空处，可以瞥见一幅晚年爱

因斯坦素描头像。他睿智的目光穿越了时

空，洞察着这个他曾经影响了的世界。

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的““最大错误最大错误”，”，科学史上的一个悲剧科学史上的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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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童书的质量成为许多人关注的话

题。从《小熊过生日》里暗示小熊的好朋友

小鸡已经成为烤鸡，到某些儿童读物明确出

现“自杀”等情节，在网络上的讨论热度升温，

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儿童书籍该是什么样，

童书出版要如何规范的深入探讨。

书籍是孩子们获取知识、陶冶情操甚至

认知世界的关键一环，与孩子们人生观、价

值观的形成紧密相关。一本好的儿童读物，

是孩子最好的精神陪伴，有可能影响他（她）

的一生；一本有问题的童书，会误导孩子，甚

至危害身心，同样可能影响他（她）的一生。

正因为如此，童书出版一直都是各方

关注的重点。

过去很多年里，相对其他领域的出版

业，我国的童书出版一直是相对薄弱的环

节，许多家长在亲子阅读时，较多选择国外

的一些经典绘本作为首选。最近一些年，

我国童书市场需求越来越强烈，加上部分

出版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儿童

读物出版也丰富起来。但随着量的蓬勃发

展，质的把控却没能及时跟上。

尽管法律法规对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

出版物有明文要求，但触碰红线的情况仍

大量存在。2013 年五部门曾联合发出通

知，要求加强少儿出版管理和市场整治。

不过，时至今日，许多问题不仅未能得到有

效解决，随着市场的扩大、阅读手段的丰

富，新问题不断涌现。

家长们普遍反应给孩子挑书“简直是

太难了”。

出现这一问题的背后原因是市场爆发

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3.67亿人的儿童阅

读市场太诱人，大为流行的必读书单来钱

太快，让一些所谓的创作者和出版机构迷

了眼睛；激烈的市场竞争又让一些人想要

兵行险招，博眼球为上。

市场无序竞争，行业缺乏规范，带来的

后果是严重的。这些内容存在重大问题的

儿童读物伤害了人们对书籍保有的诚意和

信任，更折损了消费者对国产童书的信心。

希望出版管理部门能重拳出击，严一点、再

严一点——加强审核，增加惩处措施，真正

净化儿童出版市场，让童书“干干净净”。

严把质量关，童书必须“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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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农历

五月暑气上升，疾疫及毒虫（一般指蛇、蜈蚣、

壁虎、蟾蜍、蝎子五毒）滋生。我国民俗中，在

端午节期间除了吃粽子、赛龙舟外，还把端午

看成“毒月恶日”，用采草药、挂艾菖、饮雄黄

酒、系采丝、沐浴兰汤等方式来杀毒辟邪。作

为明清皇宫的紫禁城，其在端午节期间亦有多

种驱瘟防疫的卫生措施，主要包括挂艾虎、饮

药酒、配香袋、用锭子药等。

挂艾虎。所谓艾虎，就是把艾草剪成虎

形，用于佩戴发际或悬挂在门上，以达到避瘟

效果。我国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端午节戴艾

虎的习俗。南朝梁官员宗懔所撰《荆楚岁时

记》载有“今人以艾为虎形，或剪裁为小虎，贴

以艾叶，内人争相戴之”。明清宫廷内端午节

亦有用到艾虎。如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所撰《弇

山堂別集》卷十一载有明嘉靖十五年（1536）端

午节，嘉靖帝在崇智殿赏赐预命侯郭勋、大学

士李时、尚书夏言候艾虎、花绦、百索（长寿

线）、牙扇等物。清乾隆帝著《御制诗初集》卷

八之《端阳日侍皇太后观竞渡》载有“艾虎乍悬

沿户绿，霓旌才飏彻波鲜”；卷九之《午日》载有

“蒲樽屏弗举，艾虎例犹排”。之所以将艾叶裁

剪成虎形，是因为我国古人认为老虎可以驱恶

避邪、保佑安宁。

饮药酒。明代宦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

卷二十之《饮食好尚纪略》载有紫禁城在“初五

日午时，饮朱砂、雄黄、菖蒲酒，吃粽子，吃加蒜

过水面”的传统。清宫皇帝、后妃们在端午节期

间则多将雄黄掺入玉泉酒、太平春酒中饮用。

上述做法与民间端午的饮酒习俗相似。清代

词人朱彝尊所撰《曝书亭集》卷四载有“端午以

菖蒲一寸九节者泛酒以辟瘟气”。《田家五行》明

张师说校订本卷上载有“五月为恶月，五日为恶

日也。揭门符以辟邪，老幼男女皆佩符，饮雄黄

菖蒲酒亦辟瘟也”。清代文人顾禄所撰《清嘉

录》卷五载有“五日用朱砂酒辟邪解毒，馀酒染

额胸手足心，无虺蛇之患”。菖蒲、雄黄、朱砂均

有药用价值。东汉医学著作《神农本草经》认为

雄黄可“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朱砂可“杀精

魅邪恶鬼”，菖蒲可“咳逆上气，开窍下逆”。端

午节饮用少量掺有上述物质的酒，可在一定程

度上起到灭菌防疫的效果。

佩香袋。端午因纪念楚国诗人屈原而生，

而屈原本身就爱佩戴香袋。如屈原所作《离骚》

中载有“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我

国历史上端午时节有佩戴香袋的习俗，如宋代

文人吕原明撰写的《岁时杂记》载有“端午以赤

白彩造如囊，以彩线贯之，搐使如花形”。紫禁

城里亦有此习俗。香袋里面通常装有朱砂、雄

黄等药物；或沉香、咖南、龙涎等香料，用丝布做

成外包，以达到驱邪的效果。其中，香料可驱虫

辟邪，中药可健身防疫。部分香袋做成葫芦的

外形，葫芦与“福禄”谐音，其造型由于“吉”字相

似，因而在古代多用作吉祥的饰物。清朝统治

者为满族，其特色文化即在端午节剪葫芦花，他

们认为葫芦花形状的香袋可以“套住”五毒。满

族剪葫芦花“镇五毒”的传统至今仍有保留。

用锭子药。锭子药为清代宫廷用药，一般

由内务府造办处在端午节前大量制作，然后由

皇帝赏赐给将臣及后妃。锭子药可包括紫金

锭、蟾酥锭、离宫锭、盐水锭、万应锭等种类，主

要成分包括雄黄、朱砂、冰片、麝香、胡连、黄连

等，制作时将它们研磨成粉末状，然后再粘接

在一起。从外形来看，锭子药一般做成蒜头、

葫芦、道教之神张天师等形状，其主要原因在

于古人认为蒜头可以克五毒，葫芦能避邪，张

天师可以驱邪等。从使用方法来看，锭子药既

可以内服以清热通窍，又可以外敷以消毒去

肿，还能够装在香袋、荷包中，或制作成手串、

香珠等佩戴用，达到驱暑防疫的功效。清代自

雍正皇帝起至清末，各代皇帝都有在端午节前

赏赐锭子药的惯例。如《雍正七年各作成做活

计清档 造办处活计库》载有雍正帝于七年

（1729）五月初一对兵部尚书岳钟琪的赏赐：

“紫金锭等香袋十六匣，木樨香罐一对”；又如

《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有嘉庆十六年、十七

年、二十四年等端午节后大臣奏折谢赏锭子药

的记载等。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题图系视
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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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是野草的天下，也是中草药的宝库。

那些走进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诸多草药，不少

都是寻常的野草，譬如艾草。艾草也被人称作

艾蒿，或者直接叫“艾”，名字像极了诸多乡村

女孩的小名，淳朴亲切，带着泥土味。

泼实实的艾草，从春日喧腾的泥土里钻出

地面，一直长到齐人高，很少受到外界的侵袭，

就连牛羊走到它跟前，也只是闻上一闻，便识

趣地走开了。艾草的清苦气息，织就了一张抵

御外侵的防护网，让其在草的江湖纷争中，躲

避惊扰，苟全性命。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是老家一带的习

俗。农历五月，生长在荒野中的艾草，在微醺的

风中走向成熟，那抹似有似无的清冽之香，是这

个季节特有的气息，跟随着农人们的脚步，穿村

入巷，登堂入室，染香了经过的每一寸土地，温

暖一村庄的生灵。端午节那天，地里的活儿再

忙，父亲也总是五更便下到河滩，赶在太阳出来

之前，割回来一捆带着露水的艾草，这是代代相

传的习俗。母亲从中挑出几棵，插在大门和堂

屋的门楣上，有了青艾的搭配，斑驳陈旧的木

门，一下子亮堂了许多，一家人出来进去，便有

丝丝缕缕的暗香在鼻前缭绕，盈袖入怀。

艾草是端阳节的标配，除了家家悬挂艾

草，用艾草煮水洗澡也是代代相传的习俗，民

间的说法是能够辟邪消灾，保一家老小平安

健康。母亲把艾草折成小段，放入铁锅中，用

瓢添满水，在柴禾烈焰的炙烤下，煮成一锅深

褐色的汁水。待水放置半凉，母亲舀出一大

盆，从头到脚，浑身上下给我洗个遍。母亲用

毛巾蘸些艾水，擦拭我的眼，一边擦一边念念

有词，洗眼，眼明；洗到嘴巴时则说，洗嘴，嘴

巧。每洗到身体的一个部位，母亲总有相应的

吉祥语，我嘻嘻哈哈笑着，母亲却一脸虔诚，满

满的仪式感。直到许多年后，我读了不少的

书，才明白端午节用艾草煮水沐浴洗澡的习

俗，不止我的家乡独有，而是古来有之，遍布极

广。《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

节。”《楚辞》也认为：“浴兰汤兮沐芳。”

旧时乡间，门前屋后，杂草丛生，易招惹蚊

虫。乡村夏夜驱蚊，艾草是天然的蚊香。几棵

晒干的艾草，合成一束握在手里，点燃后高高

举起，来回挥舞，一直舞到薄雾青烟上下弥漫，

清苦气息左右缭绕，才将燃尽的艾束掷于地

上，而此时逃脱不及的蚊子大军，纷纷从空中

跌落，命丧于袅袅艾烟之中。

乡谚说：没有烧锅柴，也有两把艾。旧时

乡间哪个村妇身怀六甲，陈年的艾草是家中必

备之物。待婴儿降生人世，艾水礼是必不可少

的。一个生命在啼哭中降临于世，艾草是第一

个拥抱孩子的人间草木，如丝如缕的清苦气

息，顺着肌肤，浸入体内，抵达脏腑，疏通脉

络。老人过世，入殓前，儿女要为其净身，用的

也是艾叶水。艾草，一株再寻常不过的草本植

物，与人结下了一生都扯不清的缘分，血肉相

连，生生不息。

艾草清苦艾草清苦

梁永刚

物种笔记

史晓雷

字里行间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从这句诗里，读出了屈原朝饮的情怀，如木兰之坠

露，高洁中放飞出旷古的清新之气，一尘不染、芳菲弥

漫。他夕餐之趣，在秋菊之落英中纷纷扬扬，让我们想象

黄昏夕阳里缤纷的落霞，还有尽情飞翔的五彩鸟，翩翩起

舞。诗给人的感觉，超然圣洁，让人如醉如痴，也让人如

梦如幻。

颜延之在《祭屈原文》中说：“兰薰而摧，玉缜而折。

物忌坚芳，人讳明洁。”屈原高洁如兰，圣洁如玉，他苏世

独立的风范有目共睹，横而不流，浊而独清。这是屈原

“物忌坚芳”的悲剧，还是“人讳明洁”的伤感？我想，其实

都不是。对于屈原而言，他生命和灵魂奔放的诗意，也正

凭此而独立万古千秋。

韩愈有言：“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流放蛮荒

的屈原，报国无门，在他忧君哀民、痛恨奸佞的悲愤情怀

中，那种悲鸣声，穿透了他早已幻灭了的美政理想。可是

意料之外，那种幻灭是暂时的，如蜻蜓点水，似过往云烟。

真正的复活，却横空出世，那是中华人文精神的不朽辉煌，

也是华夏历史长河的一盏耀眼明灯，生生息息，亘古如歌。

郭沫若历史剧《屈原》中的“雷电颂”，是悲鸣，更是颂

歌。愤怒的诅咒化成雷电，寄托着美好的愿望，突现了屈

原的精神魅力与人格力量。让人想象，大开大阖的奔放

悲鸣中，屈原的愤怒如江河滔滔，似高山仰止，仿佛天地

间的云卷云舒，也像心灵上的风云激荡。

余光中挚爱屈原，他写过众多赞美屈原的诗歌。他

称屈原为“高洁的烈士”与“不朽的汨罗江神”。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博文强志，明

于治乱，娴于辞令”。这种赞誉，正如屈原在汩罗江畔对

渔夫所言：“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虽

有一腔旷世之才，却处在忧思愤懑、茕茕孑立而又怀才不

遇的人生境地。屈原总是超凡脱俗的，就算是在他因遭

遇不公正而耿耿于怀的泄愤情绪中，仍然透露超然的芬

芳之气。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在称颂司马迁之

时，也在讴歌屈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

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屈原正是在沧浪之水中，成就了他

峻洁清奇的风骨品格，也铸就了他澄澈如一江碧水的精

神园圃，万古苍翠，风华不凋。

屈子之歌

随想录
鲍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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