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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话

最近，越南出了个“李子柒”，引起广泛

的关注。这个“李子柒”“一丝不苟”地复刻

了那个李子柒，据网友的比对，连“奶奶”

“狗”以及摘白菜的手法，都照搬不误，真如

《西游记》里六耳猕猴化作孙悟空的模样。

六耳猕猴变成悟空的目的，是为了骗得取

经人身份，盗取真经。模仿“李子柒”大概

也是为了博得网红身份，获取流量，换成

“真金”。

这些年，文艺作品抄袭现象屡有所

闻。同时，随着版权保护法规不断健全，相

关措施逐渐落地并产生实效，尊重原创、保

护版权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抄袭越来越

受到舆论的批评与抵制。但是，文艺作品

的形成包含了从创意到生产、从题材到内

容、从形式到体裁的复杂创作过程，与科技

发明、学术作品等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

性。由此也衍生出了与抄袭相似又不完全

相同的一些现象，比如洗稿、融梗就是近年

来受关注较多的两种。把一篇小说中的人

物形象、主要情节等元素进行拆解，“洗刷”

之后重新组装，改头换面就成了一篇“新

作”；或者，把别人的创意融解套用在一个

新的故事之中，变成“新作品”粉墨登场，这

些行为看似多了一层遮羞布，和赤裸裸的

复刻式抄袭不同，但依然带有抄袭的影子，

不妨称为类抄袭现象。

特别是近年来网络文艺繁盛，其用户

生产内容的特性推动素人创作蓬勃发展，

而网络平台又提供了便捷高效的传播和分

享方式。于是，我们经常看到，一段舞蹈、

一种情境表演甚至一种表演风格在短视频

平台出现后，只要有足够的热度，很快就会

有严重的“人传人”现象，出现大量仿效者，

创作出相同或相似的“作品”，有时反而使

原创者和其作品湮没无闻。或许其中的大

部分仿效者并无恶意，也无借此牟利的行

为，只是为了娱乐，但过度模仿也是不良风

气之一。

艺术的本质在于创新，也只有在崇尚

原创的环境下，创新精神才能蔚然成风，优

秀的作品才会不断涌现。否则不但对于作

品的原创者是一种从利益到心灵的双重伤

害，而且会破坏文艺创作生态，遏制甚至打

消创新的动力。因此，不论是抄袭、类抄袭

或过度模仿，都不宜“大度”宽容，而应给予

有效抵制。

应 该 说 ，从 抄 袭 、类 抄 袭 到 过 度 模

仿，对原创伤害的程度，仿佛一条渐变的

光谱。客观地看，证据确凿的抄袭比较

容易通过法律手段得到解决，原创者的

权益也容易得到捍卫。类抄袭和过度模

仿，则处于一种“模糊地带”，举证困难且

成本较高。

笔者认为，对于此类现象，除了法律

手段之外，还应辅之以行业约束的力量。

一方面，加强行业道德建设，大兴保护原

创之风，积极扶持和宣传原创精品，提升

受众的欣赏能力和品味，驱逐洗稿、融梗、

过度模仿之作，压缩其生存空间特别是牟

利可能，促使这种行为加速萎缩；另一方

面，还应发挥专业批评的力量，鼓励专业

人士多撰写分析说理、评论评价的文章，

以鉴宝的态度和手法，从细节入手，晓畅

透彻地向公众指出洗稿、融梗或过度模仿

之处，并将其与“真身”进行有说服力的对

比，发挥文艺评论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

作用。

保护文化原创应更关注“模糊地带”

爱丽丝·鲍尔（Alice Augusta Ball，1892—

1916年）是美国黑人化学家，她用大风子油的萃

取物——大风子油酸乙酯治疗麻风病，该药被认

为是1940年代中期之前治疗麻风病的最有效药

物。但是，迄今为止，知道她的人并不多。

20 年前的一天，夏威夷大学图书馆馆长

被一位教授问道：“本校校园里有大风子树

吗？”馆长不知道，就打电话询问植物学系的老

师，对方回答说，校园里确实有一株大风子树，

是 1930年代暹罗王国（现泰国）国王赠送的礼

物，以感谢夏威夷大学为治疗泰国的麻风病人

做出的贡献。

为这项治疗方法做出关键贡献的就是鲍

尔。她是在 1910 年代开展的相关研究，取得

突破性成果后不久就去世了，年仅 24岁，死因

不明。但由于她的硕士论文导师亚瑟·迪安

（Arthur Dean）在她去世后发表关于大风子油

酸乙酯治疗麻风病的论文时，没有署鲍尔的名

字，于是，鲍尔去世后很快就被淡忘了。

鲍尔出生于西雅图的一个中产阶级黑人

家庭。她爷爷是采用盖达尔银版摄影术进行

摄影的著名摄影师，在美国各地开了很多家照

相馆，鲍尔小时候看爷爷洗印照片，开始萌生

对化学的兴趣。

20 岁时鲍尔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拿到

药物化学的学士学位，22 岁时又拿到药剂学

学士学位。拿到学士学位后，鲍尔来到夏威夷

大学攻读化学硕士学位，成为该校第一位黑人

毕业生，同时，她也成为该校第一位获得化学

硕士学位的女性。她的硕士论文是研究从卡

瓦胡椒根中萃取活性成分。毕业后，她留校成

为化学系的讲师，也是该系第一位黑人女性讲

师，1915年，23岁的鲍尔成为化学系主任。

应檀香山麻风病医院外科助理医师哈

里· 霍尔曼（Harry Hollmann）的请求，鲍尔转

而研究大风子油。在 20 世纪初年，麻风病在

夏威夷群岛上肆虐，霍尔曼所在的麻风病医院

只收治轻症患者，重症患者则送到卡劳帕帕半

岛(Kalaupapa)的卡拉瓦奥村进行隔离。据估

计，这个隔离场所在 1969年关闭之前，总共接

纳了约 8000名麻风病人。

麻风病的早期疗法之一是给病人注射大

风子油。粘稠的大风子油注射进人体，病人感

到非常疼，注射后还会发生脓肿。于是，鲍尔做

了大量的实验，终于从大风子油的脂肪酸中提

取出大风子油酸乙酯，用这个透明的、不粘稠的

提取物给病人注射，大大减轻了病人的痛苦。

基于自己的科研成果，她撰写了两篇论文

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志》上，一篇发表于 1914

年，另一篇发表于她去世后的 1917年。当时，

女性或黑人发表科学论文的皆属凤毛麟角，黑

人女性发表论文则更为罕见。

她的导师迪安在其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开

展研究，最后实现了大风子油酸乙酯的量产。

他 将 鲍 尔 未 发 表 的 论 文 稿 稍 微 改 了 改 ，于

1920 年和 1921 年发表了两篇文章，均未署鲍

尔的名字。不过在当时，不管学生做了多大贡

献，导师发表论文时不署学生的名字是司空见

惯的。

为鲍尔主持公道的是霍尔曼。1922年，霍

尔曼在《皮肤病和梅毒学档案杂志》发表文章，

介绍了鲍尔的贡献。他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写

道，他看不出迪安的论文所述方法与鲍尔采用

的方法相比有任何改进。霍尔曼介绍说，自从

采用大风子油酸乙酯治疗麻风病以来，他的病

人中有84名在麻风病细菌检测中呈阴性，未发

生任何新的皮肤病变，从隔离区解放了出来。

大风子油酸乙酯很快成为麻风病的标准疗法，

该疗法通行了约20年。直到1940年代中期，它

才被氨苯砜所取代。但是，霍尔曼的拨乱反正

文章并未引起多大反响。至今，麻风病治疗的

相关教材中仍然未提鲍尔的历史性贡献。

令人欣慰的是，世界闻名的伦敦卫生与热

带医学院宣布，要在其主楼正面刻上 3位为医

学健康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女性的名字：法

国的居里夫人、英国的南丁格尔和美国的鲍

尔。在此之前的 90 年间，已经刻上去 23 位为

医学健康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男性科学家

的名字，女性名字被镌刻上还是首次。

（图片来源：美国夏威夷大学官网）

她的名字她的名字

与居里夫人与居里夫人、、南丁格尔并列南丁格尔并列

武夷山

园内一隅，一架架蔷薇绽发出蓬勃的

嫩枝嫩叶，油绿油绿的，在微风细雨中顿显

精神，待到谷雨前后，那些带刺的枝丫间，

就会簇生出一个个小酒盏似的花蕾，在春

日最后的光阴里葳蕤盛开，红的、粉的、黄

的、白的，“千树万树压枝低”，挤挤挨挨，密

密匝匝，开得狂野恣意，红火热烈。

蔷薇是一类蔓藤落叶灌木，善攀援丛

生，栽培历史悠久，品种繁多，达 40 多个。

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曰：“蔷薇有朱蔷

薇、荷花蔷薇、刺梅堆、五色蔷薇、黄蔷薇、

鹅黄蔷薇、白蔷薇……”真是琳琅满目，美

不胜收。

《群芳谱》里还说：“（蔷薇）开时连春接

夏，清馥可人，结屏甚佳。别有野蔷薇，号

野客、雪白、粉红，香更郁烈。”可见蔷薇属

于山野，属于农家，属于木栅栏、篱笆墙。

李时珍称之为“墙蘼”“蔷蘼”，认为“此草蔓

柔蘼，依墙而生，故名蔷蘼”。宋代的倪龙

辅说，“莫嫌村巷蔷薇野，春晚犹堪取次

看。”秦观也说，“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

薇卧晓枝。”

古往今来，爱蔷薇者，爱出了许多风流

故事。汉武帝爱它，上林苑里遍植蔷薇。

一日，与会唱《回风曲》的情人丽娟在蔷薇

花园里嬉戏，汉武帝叹曰：“此花绝胜佳人

笑也！”丽娟戏问：“笑可买乎？”武帝说：

“可！”丽娟便取黄金百斤，作为买笑钱。“买

笑花”从此便成了蔷薇的别称。

杜甫也爱蔷薇，据说他寓居成都草堂

时，其《江畔独步寻花》之六，即是写邻人黄

四娘家里的蔷薇花，“黄四娘家花满蹊，千

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

莺恰恰啼。”其实在杜甫自己的草堂，也种

了大量的蔷薇，翘首以待好友前来赏花品

酒，其《客至》一诗云：“舍南舍北皆春水，但

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

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

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

杯。”杜甫久经离乱，终于安居草堂，那份

诚挚率真的待客之情跃然纸上。

晚唐文武双全的高骈也深爱着蔷薇。

我以为，写蔷薇写得最好的古诗词，当数他

的《山亭夏日》，“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

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

院香。”蔷薇水晶帘的形状、明快的色彩、特

有的韵味，全出来了。

蔷薇之美还在于它那狂荡不羁的“野

性”，它和“带刺的玫瑰”实属亲姐妹，其

“辣”和“野”轻易是沾不得的。对此，古代

文人体会最深。唐代诗人齐已早就知道蔷

薇和玫瑰是一家，“根本似玫瑰，繁美刺外

开。”陆龟蒙感触道：“外布芳菲虽笑日，中

含芒刺欲伤人。清香往往生遥夜，狂蔓看

看及四邻。”蔷薇花虽然外表美艳芳香，嫣

然一笑骄阳下，可是它的刺儿确是很厉害

的很，它的“狂野”不光是在寂静无人的暗

夜里展现，还要肆无忌惮地蔓延至左邻右

舍。元朝诗人方回写诗警告曰：“月桂金沙

各斗春，蔷薇红透更精神。虽然面似佳人

笑，满体锋铓解刺人。”

蔷薇也是一剂良药，花、果、根、茎皆供

药用。尤其蔷薇花药用价值更高。记得母

亲年轻时爱植蔷薇，她那方青石小院里，东

墙蔓了一架红蔷薇，西墙爬了一架白蔷薇，

整个夏天，她的小院里花香袭人。每到盛

夏，不思饮食时，母亲常用蔷薇花加了粳米、

绿豆、冰糖熬粥，品之清甜糯香，还有一缕缕

淡淡的蔷薇花香，可清暑热、增食欲、健脾

胃。一瓯蔷薇花粥，是那年月乡间最美的食

物，一直到现在，令我齿颊生香，清梦酣甜。

蔷薇开时

刘琪瑞

龙木摄

《格致·考工·源流——中国古代科技发明

创造》是“国图名家讲座集”中的一部。策划者

试图通过十二讲将传统科技文明的方方面面

呈现在读者面前。本书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

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研究员的报告开篇，他

从“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名单的推选

说起，着重谈了如何以全球史和创新的双重视

角重新评估我国传统科技文明对世界的贡献，

即要综合考虑科技发明创造的原创性、先进性

和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如果说 5G 通信是当代的高科技，那 5000

年前的“琢玉技术”可以说是当时的高科技。众

所周知，玉文化是中华文明早期礼制和宗教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一件件精美的玉器身上如何

凝聚着高科技呢？这是因为玉石的硬度很高，

而先民尚未掌握金属工具，玉器的加工制作非

常困难。比如一些玉器中间有细到毫米级的狭

长钻孔，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目前仍无法解

释。上古玉器、商周青铜器、瓷器和丝织物是世

界各大博物馆里代表传统“中国制造”的豪华品

牌。你也许没想到先民还曾创造了辉煌的钢铁

文明，使得两千年来，在北半球农牧分界线南侧

的汉文明得以一次次击退北方游牧文明的侵

扰，引弓弩而北面，控长城之内外。

当前美国成为大豆生产大国，事实上大豆

是由中华先民驯化栽培的。西方科学家一直

赞叹中国作物种类的丰富，早在 19 世纪美国

政府就通过外交渠道请求和清政府互换书籍

和植物种子，后来美农业部还派人到中国收集

相关典籍。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中国栽培植

物的发展与传播”一讲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

待读者去发现。

除了技术，书中对于科学方面的讲解也不

乏精彩之处。古希腊运用数学模型揭示物质

世界规律的观念成为近代科学革命的重要思

想源泉之一。相比之下，我国传统数学没有诞

生古希腊几何学那种演绎体系，而是在天文历

算需求的推动下沿着一种算法体系的道路在

不断发展。古代天学和王权密不可分，所谓皇

权天授。古人相信世间万物的治理与天上星

辰的运行有种神秘的联系，天学乃是探索和掌

握这种神秘联系的伟力。正是这种观念推动

着传统历算之学的不断发展。这揭示了一个

道理，科学的发展往往背后有一种观念支撑和

推动。我们听了太多古希腊雅典学园的故事，

似乎科学的发展靠的是人们无功利的好奇心，

这可能是一个误会。在工业革命以前，科学与

技术并没有紧密结合，技术因为实用性被不断

推动向前发展，而科学探索因为实用性不强，

一直依赖神权或者王权的资助和推动。中世

纪的经院哲学孕育出探索真理即是理解上帝

的神学思想，才最终为科学革命注入持久而强

大的推力。

从几千年前开始，在亚洲大陆东西之间

就存在一条文明交流之路，与后世的丝绸之

路重合。丝绸之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开辟依赖于牵星术、指南针等一系列科学技

术，同时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科技知

识的交流和传播。此外，书中还包括法医宋

慈的事迹以及复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

锦等精彩内容。这部讲座集是根据实况整

理的，与同类书比起来，行文有一种娓娓道

来的亲切感，同时图文并茂，让读者尽得开

卷之乐。

李约瑟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现代科技像

是大海，世界各民族文化自古以来发展出的科

学技术则像众多河流，最终百川归海。而中华

科技文明正是其中的黄河长江，她从远古走

来，巨浪荡涤着尘埃；她向未来奔去，涛声回荡

在天外。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
长助理、研究馆员）

重估传统，再造文明
——《国图名家讲座集：格致·考工·源流》评介

孙显斌

初 闻“ 翠 山 ”之 名 ，是 在 研 读《山 海

经·西山经》之时，经曰，“又西二百里，曰

翠山，其上多棕枬，其下多竹箭，其阳多

黄金、玉，其多鸓，其状如鹊，赤黑而两四

足，可以御火。”在云南省曲靖经济技术

开发区原西山乡，亦巍峨矗立着一座名

为“翠山”的名胜山脉，此翠山，也许不像

《西山经》之翠山“山向阳的南坡遍布着

黄金、美玉”，但其层峦叠嶂之奇、孕爨文

明之悠、纳佛典禅宗之圣却是无与伦比、

引人入胜的。

清嘉庆年间诗人戴泽浦在其《游翠峰

山》一诗中写道：“千重古木常含雨，绝顶孤

峰可住仙；试倚石栏一长啸，此身已在白云

间。”翠山海拔 2245 米，其千里驰连乌蒙

山，逶迤脉接金马山，东瞰百里沃野，南俯

群山拱翠，西临层峦叠嶂，北眺远山如画，

宛如镶嵌在云岭山脉中一颗璀璨夺目的绿

宝石，为曲靖历史上“三峰耸翠”之一，乃有

史可据的“上一层翠一层，绿荫蔽日清风

来，密林五门别有天。”翠山之奇，奇在四季

之景。暖春之际登临翠山，极目远眺，西山

坝子沃野千里；夏临翠山，万物葱茏；秋高

气爽，登高而望，则金黄满川，果坠枝头，落

叶纷飞；待到雪漫山野，登临翠峰，不禁神

思飞越，尘念全消，顿生“人到绝顶我为峰”

之豪迈。

自然绮丽之山，常因文化源流而盛。

东岳泰山、仙境黄山、中岳嵩山、仙骨五台

山便因“秦皇祭祀”“孔子游记”“孟子寓

言”及“汉武三呼”而盛名于世。翠山之

伟，还源于其为爨文化之发祥地。西汉元

封二年，汉武帝派大将郭昌征讨当时生活

在翠山一带的劳浸、靡莫等部族，并开疆

设置，在翠山之下三岔坝子建立曲靖历史

上第一个建置——味县。诸葛亮南征“七

擒孟获”之后，看中此地，始改益州郡为建

宁郡，将郡治设置于味县，成为云南历史

上第一个首府。东晋咸康五年（公元 339

年），在吞并诸大姓之后，爨氏成为独霸南

中的霸主，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仍在味

县，从而造就了“自东晋经南北朝至唐天

宝七年，爨氏统治南中 400 余年间的历史

文明”，一种包含礼乐、诗歌、习俗、典祀、

医药、建筑等为一体的爨文化。如今耳熟

能详的松子酒，便是爨乡古酒之一，保存

至今的爨龙颜碑、爨宝子碑成为历史的见

证。由翠山而发源的爨文化，以其博大精

深的内涵和历久弥新的内蕴，不断滋养着

爨乡大地。

“翠微积善竟修崇，庄严宝殿作焚宫；

佛光惠施斋舜日，皇风清处接慈风”，此为

一首题护国寺之诗，翠山的护国寺为云南

最早的寺庙之一。据史书记载，隋开皇五

年（公元 585 年），隋文帝命韦世冲为南宁

州总管，持节管理爨氏地区，后因韦部士卒

鱼肉百姓，以刺史爨玩为首的地方贵族举

兵反抗，公元 598 年隋文帝命将军杨武通

率兵征讨，爨玩被擒，次年殒命，其子爨弘

达被囚禁京都。公元 617 年李渊起兵灭隋

建唐，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唐太宗李世

民考虑到爨氏在云南各族民众中的影响，

为缓和民族矛盾，实行民族平等政策，遂释

放爨弘达，复其南宁州刺史之职，重新在味

县设置南宁州。爨弘达为感激唐王朝恩

德，在翠山主峰始建护国寺，又名“旧寺”、

翠峰庵。

翠山之形，巍峨古朴、苍茏郁翠；翠

山 之 意 ，古 而 悠 远 ，钟 灵 毓 秀 。 以 千 余

言之笔墨，难书翠山之宏博，它的美，或

许 只 有 亲 临 咀 嚼 、反 复 研 琢 ，方 能 窥 见

一二吧。

翠山写意

摄手作
（（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苦夏劳作
——铺柏油的师傅

行者无疆
施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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