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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年，在距离英国伦敦大约 100多英里

的伯明翰，出现了一个由自然哲学家和工业家

组成的学会，它的名称是月光社——这一名

称，源自他们定期在月圆之夜举行会议的习

惯。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 18 世纪的科学或

者技术活动中，很难找到一项活动没有一名以

上的月光社人参与其中。

英国传记作家詹妮·厄格洛的代表作《好

奇心改变世界》，正是从 18世纪中叶的月光社

人这一微观关键群体出发，向读者展示了创造

力在推进人类历史变革方面的积极作用。在

书中，作者深入浅出地重现了工业革命前后英

国乃至欧洲科技进展的“好奇源动力”。可以

说，本书为中文读者耳熟能详的工业革命“祛

魅”，使一个万年人类发展史上难寻先例的“神

话”，落实到了创新的具象个体。

中国上古神话里有“鸿蒙”一说，对应盘古

开天辟地前“浑然一体的自然元气”，在后来也

泛指初始、本性状态。事实上，月光社的成员

们具备一项共通点：即摆脱混乱嘈杂，回归“好

奇”的“鸿蒙”去另眼认识世界，乃至逐步重绘

置身之环境。

其实，《好奇心改变世界》所述一切历史的

背书皆是好奇。若欲读懂本书，以及那段科技

蓬勃、工业剧变的人类发展史，就必须首先厘清

月光社那群好奇者何以因好奇相聚，又如何实

践好奇，以及怎样将内心好奇外化作发展巨流。

东西方传统结社观都讲求一个缘字，但通

观《好奇心改变世界》，月光社最突出的个体特

征却是核心成员出身驳杂，横跨学、商、工诸

界：伊拉斯谟·达尔文，也即《物种起源》作者祖

父，是一位饮誉英格兰的医生、植物学家；马

修·博尔顿痴迷机械设备，成为瓦特蒸汽机推

广的核心人物；约西亚·韦奇伍德属欧洲首屈

一指的瓷器商，开英国传统瓷器制造之先河。

由此看来，联络月光社诸参与者的缘，绝非凡

夫聚凑的浅表联系。书中，作者告诉我们，职

业有别、境况悬殊，甚至科学兴趣都无法定焦

于一的月光社人，能够默契团结的秘密是共同

致力于某一科研题目。

而月光社人“八仙过海”的实践，则发端自

内心对科学本真的好奇。这种科学家的好奇

远高于婴幼儿相对无序的初阶好奇。在《好奇

心改变世界》里，作者如此定位月光社人：“仅

小部分人受过大学教育且大多数不信奉英国

国教，甚至不接受传统宗教信仰”，是一群“自

由思想者”。可见，月光社和它的成员能挣脱

因循守旧的宿命，开始不同凡响地好奇动植

物、金属机械、岩石矿物，终极力量还是来自思

维底色的变换。基于实证原则“实验地观察”、

怀着“爱”亲近宗教禁锢时代乏人问津的自然，

月光社人大开脑洞，在好奇冲动的感召下进军

科学盲区。

单有一腔好奇激情，显然不足以成就月光

社。绝大多数月光社人身上均携带有最能激

发创造力的“好奇天赋”，即那些精英总能于瞬

息万变间准确捕获科学走势。据作者考证，

氢、氧等化学术语甫一面世，达尔文的植物学

笔记几乎是“应声”出现了相关名词，可见月光

社人达尔文对他主要学术领域之外的化学科

学抱持强烈好奇，及时追踪着化学前沿动态。

同样，作者也绘声绘色地再现了威廉·威瑟林

的“好奇怪癖”：他“有笔记的强迫症，有痛苦的

洁癖，还有不能自制的记录和整理的冲动。无

论是在土壤、植物、医学案例还是矿物方面的

研究，他的分类都绝对条分缕析”。假使将对

自然界的处处关心称作胆大，那么威廉苛求完

美的记录、整理习惯辄使其兼具心细。纵览科

学史，似乎那些配得上“胆大心细”称号的实干

家或多或少都有所成就。这点，在月光社人身

上确实应验。

科学史上不乏好奇之人。但是其中不少

人，都因科学理想高过技术理性，最终只能像

明朝时期希望借 47枚火箭上天的万户官陶成

道一般，停留在勇气佳话，无法开辟科学新天

地。因而，月光社人将内心好奇外化作发展巨

流的中间环节，也即科学转入技术实践那一

面，实在是极为关键的。这方面，月光社人的

秘诀是正确处理商业风向与技术谨严二者之

间的关系，以扎实技术改进推动市场良性拓

展。《好奇心改变世界》一书写道，面对“法国洛

可可风格”横行的“花瓶热潮”，本可乘机大赚

一笔的韦奇伍德却拂袖而去。他意识到：附庸

俗趣的低品味生产会消磨发明家，“好生意不

利于创新”。韦奇伍德的这段“反商业”，确实

发人深省。

好奇心是创新的源头，而创新是驱动发展

的新引擎。正因此，可以说，《好奇心改变世

界》一书完整揭示了工业革命背后实践家的

“革命心智”，令科技史读者耳目一新。

于“鸿蒙”处探西学要义

字里行间

岁时记

中秋节是流行于中国各地的传统文化节

日，时间在农历八月十五。因时值秋季七、八、

九3个月正中而故名。亦有些地区过了中秋

兴犹未尽，还要在十六夜狂欢一次，名为“追

月”，即所谓“十五的月亮，十六的最圆”。

吃和喝是节日的永恒主题。除了吃月

饼外，中秋节还有喝桂花酒的习俗。中国

人喝桂花酒的历史，可上溯到 2000 多年前

的东周时期。屈原在《九歌·东皇太一》中

吟道：“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又

在《九歌·东君》中曰：“操余弧兮反沦降，援

北斗兮酌桂浆。”桂酒和桂浆，均是原始的

桂花酒。宋代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

唐代诗人刘禹锡传信方有桂浆法，善造者

暑月极美。凡酒用药，未有不夺其味，沉桂

之烈，楚人所谓桂酒椒浆者，要知其为美

酒。到了明代，酿制桂花酒的技艺已经相

当高了。

酿制桂花酒的桂花，别名丹桂、木犀、

九里香，是木犀科常绿灌木或小乔木上开

的丛状花，常见品种有金桂和银桂，前者花

金黄色后者花白色。清代《北野抱甕录》描

述：“凡花之香者，或清或浓，不能两兼，惟

桂花清可涤尘，浓能透远，一丛开放，邻墙

别院，莫不闻之。”可见桂花之香是多么令

人喜爱。正因为如此，历代诗人有许多吟

咏。如杨万里诗云：“广寒香一点，吹得满

山开”；宋之问诗云：“桂子月中落，天香云

外飘”；邓肃诗云：“清风一日来天阙，世上

龙涎不敢香”；吕声之诗云：“自从兮下月中

种，果若飘来天际香”；洪适诗云：“共道幽

香闻十里，绝如芳誉亘千乡”。

更有“吴刚伐桂”的传说：月亮中有一

棵桂树，高 500丈。西河人吴刚，因学仙时

犯了错误，被罚到月亮中砍掉这棵桂树。

但此树一边砍一边又长起来了，总砍不

倒。万千年来，吴刚每日砍树不停，非常劳

累，只有在中秋节这一天，才能在树下休

息，与人间共度团圆佳节。毛泽东的《蝶恋

花·答李淑一》中有一句“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就源于这一典故。

上溯两千年

同饮桂花酒

桂下漫笔

南宋绍兴三年（1133 年），楼璹任於潜（今

浙江省临安市）县令，跑遍该县治下的乡村，深

入田头地头，走村入户，与农夫蚕妇促膝交谈，

探讨耕作种田、植桑织布的经验技术。经过长

期的观察和体验，他深感农夫、蚕妇之辛苦，于

是绘制《耕织图》45幅，包括耕图 21幅、织图 24

幅，以江南男耕女织为题材，系统地描绘了粮

食生产从浸种到入仓，植桑养蚕从浴蚕到剪帛

的具体操作过程，描绘细致入微又富有艺术感

染力，每幅图上配诗一首。宋高宗御览后，大

加赞赏，专门召见楼璹。一时朝野上下争相传

诵《耕织图》。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第二次

南巡，江南士子进献藏书甚丰，其中就有《耕织

图》。康熙帝看后，认为是研究农耕桑织不可多

得的图像资料，又感慨农民之辛苦，传命内廷供

奉焦秉贞在楼璹的绘画基础上，重新绘制，计有

耕图和织图各 23幅。康熙不仅每图亲题七言

律诗一首，且于图前亲书序文，并于序首，序尾

盖印。后来雍正皇帝又命画师参照楼璹《耕织

图》和《御制耕织图》绘制耕图、织图各23幅，也

亲自各题五律诗一首。乾隆皇帝也命画师摹

绘《耕织图》，亲自作序，并在保留楼璹原诗的同

时，于每幅题七律及五律诗各一首。

《耕织图》采用绘图的形式详实记录耕作

与蚕织的全过程。绘图栩栩如生、细腻传神，

诗文形象生动、富有感情，可谓图文并茂，相得

益彰。此图起到了普及农桑生产知识、推广耕

织技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被

称为“中国最早完整记录男耕女织的画卷”“世

界首部农业科普画册”。

欣赏《耕织图》，更有一种悯农情怀在心

头。在历代题诗中，都感受到了耕作之苦，稼

穑之难。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有《题耕织图

二十四首奉懿旨撰》，将农夫耕种之苦表现得

淋漓尽致，讽喻统治者要知道粮食来之不易，

提出要特别珍惜农民的劳动，珍惜每一粒粮

食。在《耕织图》之《耕》的绘画上康熙和乾隆

两位皇帝分别题有御制诗：“土膏初动正春晴，

野老支筇早课耕，辛苦田家惟穑事，陇边时听

叱牛声。”“宿雨初过晓日晴，乌犍有力促春耕，

田家辛苦哪知倦，更听枝头布谷声。”形象地描

写了农民稼穑之艰辛。

《左传·庄公二十四年》曰：“俭，德之共

也。侈，恶之大也。”人的善行中的大德是节

俭，邪行中的大恶是奢侈。春秋时期鲁国正卿

季文子面对仲孙质疑他因节俭而影响国家形

象时，铿锵有力地回应说：“我只听说国家的形

象和荣誉是通过臣民的高尚品德表现出来的，

没听说过炫耀财富、讲究排场能给国家争光添

彩？”尚俭戒奢，朴素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节俭，不仅是对劳动的尊重，更是一个人

内心的修炼，品格的升华。

唯知稼穑苦方能懂节俭
——读《耕织图》有感

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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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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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手作

今年是紫禁城建城 600 周年。这座始

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 年），建成于永乐十

八年（1420 年）的恢弘宫殿，是中国古代城

市建设和宫殿营造思想的集中体现，更是

中华礼乐文明及其悠久历史的物质载体。

这一点，从故宫建成之后，其实已得到了认

可，600 年来又被不断确认。故宫的历史

和文化价值也主要体现于此。不过，面对

600 岁的故宫，更值得我们思考的，可能是

最近 6年多来故宫所发生的变化。

关心文化热点的人或许记得，2013 年

故宫第一次面向公众征集文化产品创意，

举办了以“把故宫文化带回家”为主题的文

创设计大赛。从那时开始，“奉旨旅行”行

李牌、“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等萌萌哒的

文创产品，渐渐吸引了人们的关注，故宫在

公众眼中的形象悄然改变。此后，故宫又

再接再厉，作出了开设夜场和元宵灯会，设

立地方主题分馆，进驻天猫开网店等一系

列“脑洞大开”的新颖创意之举，《我在故宫

修文物》《谜宫·如意琳琅图籍》《故宫里的大

怪兽》、“千里江山特展”、故宫美妆、“皇帝的

一天”App等爆款文化产品和活动，更让故

宫深度触网，频频刷屏、登上热搜，就这样，

600岁的故宫越活越年轻，以一种前所未有

的年轻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

随着故宫从文化瑰宝变成文化现象，从

厚重的历史符号成为热门的大 IP、大网红，

期待故宫“上新”成了潮流达人们的必修课；

到故宫去，不仅意味着正襟危坐地接受历史

教育，而且是潮范儿十足的休闲活动。今天

的人们说起故宫时，在历史的庄严和文化的

神圣之外，也多了一份日常的亲切。故宫走

下神坛，步入民间，跳出高墙，飞上“云”端，给

新时代的文化生活贡献了全新的景象，也以

其成功的实践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文化建

设和发展的规律：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必然是

与时俱进、充满时代气息的，也必然是贴近

生活、充满亲和力的；任何文化只有吸纳时

代精神，自觉主动地融入时代潮流之中，才

能真正激发活力，延续文脉。故宫的6年和

600 年，还构成了一对启人思考的辩证关

系。一方面，如果没有600年的深厚积淀，今

天的故宫不会散发如此迷人的魅力；另一方

面，如果没有这6年多的“逆生长”，人们对故

宫600年历史的兴趣恐怕也不会这样浓厚。

从中我们又可以得出一条具有普遍性的认

识：在文化的领域里，创新是最好的守护，传

承是最佳的保存，开放是最大的自信，融合

是最快的发展。

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文化璀璨。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故宫是我国

文博界的代表。在祖国各地，还有许许多

多各具特色的博物馆、古建筑，星罗棋布点

缀着神州文化版图，其中不乏像故宫这样

走上了文化创意的阳光大道的，应该坚定

地继续走下去，也有一些还处于沉睡状态，

尚未有机融入当代人的文化生活，则应该

以改革创新的勇气和担当，学习故宫好榜

样，走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路。

文化在本质上是人化。所有文化都是人创

造的，也应该为人所享用。再珍贵的文物，

也应该为人所欣赏和理解。博物院不应是

文物的保管所，更不应是板起面孔的老古

董，古建筑也不应是仅供人发思古之幽情

的遗迹，只有把文化底蕴和流行时尚元素

结合起来，积极回应当代人的文化需求和

审美需求，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

化说话，挖掘文物背后的文化，讲述文化内

蕴的故事，弘扬故事象征的精神，文物的价

值才能得到彰显，文化的生命力才能得到

体现。

故宫的6年与600年

谈宜斌

影壁又称照壁或萧墙，是我国传统建

筑中相对独立的单元，常常位于大门外，与

大门相对而立。紫禁城是明清帝王执政及

生活场所，其建筑数量众多，而影壁则巧妙

地分布在以内廷区域为主的各个院落中。

它们设置巧妙、实用性强、内涵丰富，是汇

聚我国古代工匠建筑智慧与古代社会传统

文化的一个缩影。

紫禁城里影壁的建筑智慧，主要表现

在保护隐私、点缀空间、调节气流等方面。

位于宫门外的影壁可阻断无关人员的

视线，以保护建筑内部空间及人员的隐

私。具有这种功能的影壁多见于东西六宫

区域。如西六宫之一的养心殿，其院落的

入口为东侧的遵义门。而实际上，当宫廷

人员从遵义门进入时，首先看到的是一座

影壁墙。该影壁墙由养心殿内东北值房的

东山墙直接改建而成，因而又称为座山影

壁。该座山影壁一方面阻挡了院落外无关

人员的视线及杂音干扰；另一方面，院落内

的建筑空间与人员的活动不会被偷窥。

紫禁城影壁的布置方式还具有点缀建

筑空间的效果。如位于紫禁城中轴线区域

的乾清门，其前面为广场，东西两侧有影

壁。影壁在平面布置上呈八字形，犹如乾

清门两侧撇开的两道墙，因而这种影壁又

称为撇山影壁。乾清门的撇山影壁形式在

平面上避免了建筑整体布局的呆板，在空

间上又形成凸凹有致的视觉效果。不仅如

此，撇山影壁向外斜向延伸，实际上扩大了

乾清门外的建筑使用空间，有利于宫廷人

员开展活动，因而顺应了建筑的使用功能

需求。

紫禁城里的影壁也可调节外部气流。

如位于南三所大门外的影壁，其特点是平

面呈一字形布置。当风力引起的外部气流

进入建筑内部时，若没有该影壁的阻挡，则

进入的方式为直线式；而大门外的影壁使

得气流的方向发生了改变，变成了 S形，即

气流绕过影壁后再进入建筑区域内部。若

外部气流较强，直线式的输入方式会使人

感到不适。南三所外一字影壁的运用，调

节了外部气流的进入方式，使其强度受到

缓冲，且缓冲后的气流进入建筑内部时，其

流速还能够与建筑内部的气流相互协调，

以提高建筑内人体的舒适感。

紫禁城影壁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为

镇物文化、礼制文化、祈福文化等。

古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程度有限，把

消灾纳福的愿望寄托于某个特定物件，该

物件就是镇物。紫禁城里影壁在造型、材

质等方面包含镇物文化内容。如位于东六

宫的景仁宫大门内有一座石影壁，在影壁

的两侧，各有一尊异兽。异兽头上独角，身

披鳞甲，四爪锋利，造型威猛，起消灾驱邪

的镇物功能。不仅如此，古人认为石质构

件能够驱邪。如我国旧俗中立于道路口的

“泰山石敢当”石碑，是古人认为驱邪的镇

物；又如《敦煌写本宅经》里载有在大门前

放 90斤石头，可以达到镇宅的目的。由上

可知，景仁宫影壁采用石材制作，也是镇物

文化的反映。

紫禁城影壁的礼制文化主要体现为刻

意凸显古代帝王的身份与地位。如位于皇

极门外的九龙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影壁

芯刻有 9条栩栩如生的龙。龙为我国古代

传说中的异兽，具有“上天潜渊、无所不能”

的本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又逐渐被赋于

政治色彩，成为古代帝王权力的专用代

言。不仅如此，数字 9 也有着特殊的文化

含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9 为最大的阳

数，9 条龙寓意龙的数量至多。此外，九龙

壁的屋顶上面刻有 5条龙。九龙壁上数字

9、5 组合，寓意九五之尊，即皇帝的至高无

上地位。

紫禁城影壁芯的纹饰多包含有祥瑞内

容。如位于西六宫区域的太极殿，大门内

为一字型木质影壁。影壁芯四个岔角各有

蝙蝠一只，中部有蝙蝠五只，围绕圆形寿字

飞舞。岔角与中心之间，为三幅云与蝙蝠

组合环绕。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由于蝙

蝠谐音遍福，因此多用于寓意福泽。五只

蝙蝠寓意五福，而我国周朝儒家经典《尚

书》记载，五福包括寿、富、康宁、好德、考终

命（享尽天年）等内容。太极殿前影壁上的

蝙蝠纹像，寓意帝后享有福寿康宁的福分，

体现了我国传统的祈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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