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学 虽 然 没 有

国界，但科学家是有

国界的。我的祖国

正在遭难，我要回去

为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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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国科技馆西大厅，映入眼帘的红

色展板上，6 个金色大字——“我愿以身许

国”格外醒目。这 6 个字是“两弹一星”元

勋、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淦昌在参与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研制前对党和国家许下的无悔承

诺。近日，在王淦昌诞辰 115 周年、我国第

一颗氢弹成功爆炸 55周年之际，“我愿以身

许国”——喜迎二十大·王淦昌生平事迹展

在中国科技馆正式展出，向包括王淦昌在内

的“两弹一星”元勋及众多老一辈科技工作

者献上崇高敬意。

以身许国的后人楷模

本次生平事迹展将“以身许国 后人楷

模”作为展览主题，以王淦昌的成长经历为

主线，共分为“刻苦求学 科学报国”“无尽追

问 勇摘桂冠”“以身许国 两弹元勋”“鞠躬

尽瘁 后人楷模”4 个主题展区。追根溯源，

完整讲述了王淦昌为我国核事业奋斗一生

的伟大经历，并追溯了其卓越成就背后的历

史根源。

1907 年 5 月 28 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

常熟枫塘湾的一户普通人家。在他出生的

那年，中国正处于列强环伺，内外交困之

中。而这也深深影响了王淦昌。1926 年 3

月，王淦昌刚刚考入清华大学不久，为了反

对帝国主义列强借口“大沽口事件”侵犯我

国主权，他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抗议，结果遭

到残酷镇压，造成 47 名爱国学生死亡、150

多人受伤，这其中就有许多王淦昌的同学。

经历过这次事件后，王淦昌愈加明白，只有

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才能真正拥有尊

严和幸福，科学报国的夙愿从此在他心底扎

下了根。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王淦昌赴德国柏林

大学攻读研究生。在德国，王淦昌曾就当时

核物理界最前沿的中子研究提出过新的方

法，但被导师拒绝。后来，英国物理学家詹

姆斯·查德威克运用王淦昌曾提出过的云室

实验法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证实了中子的存

在，并凭此发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

王淦昌则遗憾的与诺奖擦肩而过。

德国留学归来后，王淦昌先后经历了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但在战火中他仍然继续

着他在中微子等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

成果。1956 年，凭借着出色的研究成果，王

淦昌代表中国加入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

研究所，并率先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填

补了反物质粒子家族的空白，震惊国际。

就在该成果发现后不久，王淦昌就回到

了祖国，并许下了“我愿以身许国”的誓言。

从 1961 年接到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任

务，王淦昌便化名王京，告别家人，一头扎进

原子弹研究中，一位顶尖学者从此在国际物

理学界“消失”。核试验基地位于渺无人烟

的青海草原，50 多岁的王淦昌是试验基地

里年纪最大的科学家之一，但却也是最能吃

苦的科学家之一。为了确保试验顺利，王淦

昌经常一干就是一通宵，饮食也只是简单的

1 个馒头 1 杯水，吃完就立刻投入工作。为

了加快工作进度，他还会亲自到炸药浇铸工

号去和工人聊天，为工人鼓劲，工人们都喜

欢开玩笑地叫他“王老头”。在原子弹、氢弹

成功爆炸后，王淦昌依然继续从事地下核试

验研究。直到 1978 年，年逾古稀的王淦昌

才再次公开使用他的真实姓名。大家这时

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研究原子弹的老头王

京就是“消失”了 17年的王淦昌。

心系下一代的科普大师

在核武器研制告一段落后，王淦昌没

有闲下来。他把自己投入到了另一项事

业中——为民用核工业奔走呼吁。彼时，

核工业在民用领域的应用尚不广泛，人们普

遍对核有着一定的恐惧心理。王淦昌大胆

指出：“核确有一定的危害性，但完全可以控

制。火与电，不也能够造成伤亡事故吗？只

要使用得当，控制得好，核能是有益无害

的。”作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在王淦

昌的领导下，中国核学会在全国各地广泛开

展核科普工作。1983 年，全国首届核科学

技术应用展览会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展出，多位国家领导人前往参观。这次大

规模的综合性核科学技术应用展览先后持

续了 4年，在全国 10多个省市和香港地区共

巡回展出了 12次，接待观众达 50万人次，较

系统地介绍了核科学技术在各领域应用的

成果，并向公众普及了核能的和平利用前景

及安全常识，为核电等核能的综合利用发展

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尤其是该展览在香港举办时，大亚湾

核电站正在筹建中，香港市民受到此前切

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影响，对大亚湾核

电站的建设十分紧张。为了消除民众恐慌

心理，专家组和展览团编印、散发了大量的

核电科普资料，举行了多场报告会、专家座

谈会和科普讲座，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当时

的反核情绪。

在科普工作中，王淦昌格外重视对下

一 代 的 培 养 。 他 曾 亲 自 动 笔 ，撰 写 了 科

普读物《大科学家讲的小故事》系列丛书

中 的 一 册——《无尽的追问》，笔触亲切、

朴实，将科普故事讲述得生动有趣、娓娓道

来，引导青少年热爱科学、学习科学。为了

支持青少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王淦

昌将自己因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获得的国

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奖金全部捐献给了原

子能所下属的小学和中学。1986 年，中国

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成立“王淦昌基础教育

奖励基金会”，王淦昌又捐了 4 万元。甚至

在弥留之际，王淦昌都不忘嘱咐子女将 10

万元赠与支塘中学作为奖学金。在他去世

后，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王淦昌还悄悄资

助过多个贫困学子求学，而这些他从未对

旁人讲起。

鲜为人知的边塞诗人

关于王淦昌的科学故事如今大家已耳

熟能详，但鲜有人知的是王淦昌还曾写过不

少诗歌。根据王淦昌家乡的苏州市档案馆

记载，至今仍有人收藏有王淦昌所写的诗

文。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王淦昌于 1963

年所作的两首诗歌《从军行》和《草原礼赞》。

1963 年正是王淦昌离开北京，来到位

于青海草原的核试验基地的年份。在《从军

行》的题记中，王淦昌曾写道：“余初来草原

时，心情充满矛盾。”对家人特别是长期任

劳任怨、无条件支持他的妻子吴月琴的愧疚

和思念时常萦绕着他。但一旦投入到工作

中，所有的儿女情长都会被暂时抛诸脑后。

王淦昌迅速适应了茫茫草原上“战斗”般的

生活，于是他仿照王昌龄的《从军行》，写下

了“一战生擒吐谷浑”“不捧朝阳终不还”的

豪迈诗句。

到 1963 年底，王淦昌已经来到草原 10

月有余，此时的他对草原生活有了更深的感

触。在 1963 年 12 月所作的《草原礼赞》中，

王淦昌笔触细腻地记录了他辞京西行这 10

个多月的心理变化。在诗的前面，他写道：

“余于六三年初春辞京西行，迄今已历十月，

十个月中，草原之变化极为迅速，个人之感

受亦甚为深刻。”

在初到草原时，王淦昌“漏转更深未成

眠，初来日夜盼东还。”茫茫草原不仅自然条

件艰苦，更重要的是远离家乡、亲人，使得王

淦昌在精神上倍感孤寂，他深深牵挂着远在

北京的家人，以至于“日间工作神恍惚，身在

滩头心在京。”但正如他在诗前所写的那样，

短短数月的生活迅速改变了他的情绪，很快

他就将对家人的思念转化为了工作的激

情。笔下的诗句愈加豪情万丈，“起重机下

声鼎沸，碎石机中响雷鸣。昨日郊游黄花

地，今夜灯火若繁星。”

在这期间，王淦昌还感受到了祖国各地

对于奋战在青海草原的他们的热情支援：

“燕都尚恐边疆苦，万方珍馐送边城。申江

美馔建瓯茶，吐番葡萄哈密瓜。佳节‘七一’

香菌酒，醉卧滩头看日华。”上海的珍馐美

味、福建建瓯的茶叶、大名鼎鼎的吐鲁番葡

萄和哈密瓜都被送到了王淦昌和同事们的

身边，甚至还有美酒相伴。在王淦昌的笔

下，本是艰苦荒凉的塞外生活一时充满了壮

美、浪漫的色彩。在诗的最后，王淦昌写下：

“展望明年此时日，一轮红日照金城。”毫无

疑问，这轮红日就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而

结果也正如他所期盼的那样，在此诗写就不

到一年后，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成功，王淦昌用行动践行了他许

下的铮铮誓言。

““两弹元勋两弹元勋””王淦昌王淦昌：：爱科普也爱诗歌爱科普也爱诗歌
杂交水稻、青蒿素、嫦娥工程、天气预报……这些中国人耳熟能

详的东西，看似毫不相关，但是他们的创造者，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是国之脊梁，是我们永远的楷模。

他们，是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

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设立于 2000年，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

荣誉。

近期出版的《大国脊梁》一书收录了 2000 年至 2020 年间，35 位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胸怀祖国、服务人民、艰苦奋斗、科学报

国的感人故事，并精心选配了新华社公开播发的百余幅获奖科学家

的珍贵照片。该书内容权威，图文并茂，已入选 2022 年度国家出版

基金资助项目。

书中提到的师昌绪院士和顾诵芬院士，是我熟识和敬重的老师

和前辈，也是我长期以来学习的榜样和模范。

师昌绪院士不仅是我国高温合金和新型合金钢的重要开拓者，

还是一位能够高瞻远瞩的战略科学家。我国的高性能碳纤维，就是

在他的努力下逐步研发出来的。

顾诵芬院士是我的校友和学长，也是我一生中最钦佩的航空科

学家。他的为人和修养、勤奋和天赋，是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我曾

有幸，配合他完成了歼-8Ⅱ型飞机用涡喷-13 发动机的钛合金关键

件研制工作。

在阅读这本书时，那些奋斗的岁月会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本书不仅能让你领略科学大家的科研风采，知晓他们的科研

事迹，而且还能让你了解这些科学家的有趣人生。读了本书你会感

到科学研究并非是件枯燥的事，科技工作者也不是整日埋头做实验，

毫无生活情趣。

被称作“人民科学家”的数学大师，用中国古代的数学思维解决

现代问题，让未来的数学发展走中国道路，同时也是 70岁坐过山车，

83 岁骑大象，90 岁自己看电影的“老顽童”；穿越于地球三极之间的

刘东生，把科研当成终

身乐趣，这位既没留过

学，也未曾在国外工作

过的专家，出国做一次

报告，100 多人等着跟

他握手；建筑家吴良镛

提出的“人居之道”让

科学、人文、艺术在建筑物中交融，把美从抽象世

界带入真实可见的现实生活；“超导大玩家”赵忠

贤，从实验室回家脱下西服，就踩着三轮车去买

蜂窝煤……

为了增添阅读乐趣，书中还添加了科学家名

言、大科学家小故事等栏目，让大家进一步感受

到科技的魅力和科学家精神的力量。

现在，我们国家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

段。希望这本书可以引发读者热爱知识、尊重科

学的学习热情和科研兴趣，帮助青少年朋友们树

立目标、坚定信心，沿着正确的路，一往无前。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发北京航
空材料研究院研究员）

看
科
学
大
家
的
奋
斗
人
生
、趣
味
人
生

◎曹春晓

字里行间

投稿热线：010－58884102 邮箱：zdd@stdaily.com

◎吴沁彦

◎实习记者 都 芃

孟德尔 1866 年的

论文中就强调了豌豆

实验对杂交育种的实

践价值，但直到 20 世

纪初，随着学界对遗

传、变异的兴趣渐浓，

三位“再发现者”才品

出 35年前孟德尔那篇

论文中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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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些互联网平台纷纷宣布，将对平

台上利用谐音字、变体字等“错别字”发布、传

播不良信息的违规行为开展集中整治。此举

引得网友一片叫好。但在欢欣鼓舞之余，大家

也切不可将其与打击所有新生字词划等号。

对于不规范使用汉语字词的现象我们应

该严厉打击，那么对于新出现的汉语字词，我

们应该秉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让我们回望历史，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

发展史中寻求答案。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包容开放的国

家，以博采众长的胸怀和兼收并蓄的气度闻

名于世。汉魏之际，佛教从南亚传入我国，汉

语吸收了大量的佛教用语。自唐朝起，伴随

着与周边兄弟民族的交流互动，汉语也吸收

了许多民族语言的内容。明代时，以徐光启

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外国传教士交流，

通过翻译西方的经典科学著作，创造出“几

何”等一系列科学词汇。进入近代，鸦片战争

后，中国仁人志士睁眼看世界，从日本引进了

“科学”等词汇。这些“新鲜血液”，为后世提

供了丰富的养料，如今已经成了现代汉语不

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汉语本身在历史的进程中也是不

断发展变化的。若没有了这些发展变化，汉

语也将不能如今天一般丰富多彩且富有旺盛

的生命力。

再让我们放眼现今，从改革开放以来的

历程中探索答案。

自改革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新生汉语字

词便如雨后春笋般争相迸出。“皮肤衣”“车厘

子”“胶囊公寓”“共享单车”……伴随着社会

的发展，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大量

的新生汉语字词。或许对于老年人来说，这

些新生字词有些陌生。但若要问问年轻人，

他们却会对这些新生字词如数家珍。

可见，汉语新生字词的产生，是与社会的

发展相伴相随的。新生汉语字词的出现，从

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反映社会

发展状况的晴雨表。

我们应该对新生字词敞开胸怀，但也不

要不加分辨、没有原则地全盘照收。对于新

文化运动时期部分学者提出的以拉丁字母取

代汉字的“拉丁拼音”、本世纪以来一些年轻

人出于新奇有趣而捏造的“火星文”等不符合

汉语发展规律的新生汉语字词则应该摒弃，

否则只会影响到汉语的生命力。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

有批判地接受新生字词，新时代的汉语才能

有不竭的生命活力，才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坚定文化后盾。

对待新生字词一味喊打不可取

编者：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5月

◎李诏宇

玉渊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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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20 日是格雷戈尔·孟德尔

（1822—1884 年）诞辰 200 周年。提到孟德

尔，我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一位在奥地利

修道院内用豌豆做杂交实验的神父，孟德尔

常被后人想象成遗世的天才，不为人知地在

花园里进行着石破天惊的研究；但他其实曾

经在 1865 年参加了布尔诺自然史协会的月

例会，报告了豌豆实验，引起了激烈讨论，并

于次年在该协会期刊上发表长达 48页的论

文《植物杂交实验》。论文中，孟德尔报告了

他对多种植物进行杂交实验，最终选定豌

豆，并就 7 组性状，例如豌豆形状、豆粒颜

色、花瓣颜色等进行了 4组实验。

而提及以他名字命名的“孟德尔定律”，我

们可能想到的是生物课本上的分离定律——

控制性状的等位基因在生物体形成配子时

相分离，随配子独立遗传给子代；自由组合

定律——控制不同性状的基因在遗传时可

能自由组合。其实基因（gene）一词直到

1909 年才由丹麦植物学家威廉·约翰森提

出，而逝于 1884 年的孟德尔无从知晓，且孟

德尔从未声称发现了遗传定律，今天广为流

传的孟德尔定律是由三位植物学家于 1900

年“再发现”的。

欧洲的三位植物学家——荷兰的霍·德

弗里斯、德国的卡尔·科伦斯和奥地利-匈

牙利籍的埃里克·冯·切马克分别在 1900 年

的 3 月、5 月、6 月于《德国植物学学报》上发

表论文，报告了与孟德尔实验类似的结果。

德弗里斯受达尔文影响，认为生物体内

的遗传物质以颗粒形式出现，称其为泛基因

（pangene）。为支持该理论，德弗里斯进行植

物杂交实验，并于1900年发表了《关于杂交种

的性状分离定律》。在这篇仅有 3页的论文

中，德弗里斯列出11组实验，比如将毛叶剪秋

罗与无毛光果甘草杂交，发现杂交种均有毛，

之后自交的后代以近3∶1的比例出现性状分

离。德弗里斯提出，这是因为花粉与胚珠分

别带有显性或隐性性状并随机组合为子代。

德弗里斯用 D 代表带着显性性状的花

粉、胚珠，R 代表隐性，杂交种自交过程为

（D+R）（D+R）=D2+2DR+R2——四分之

一是呈隐性性状的 R2，德弗里斯称其为杂

交种的性状分离定律。

不过，德弗里斯只字未提孟德尔的研

究，也在后续作品中坚称自己在发现性状分

离定律之前未阅读过孟德尔的论文。科伦

斯是第二位“再发现者”。他曾跟随植物学

家卡尔·奈格利学习，而奈格利曾与孟德尔

通信，科伦斯在 1896 年阅读孟德尔的《植物

杂交实验》后，将实验对象从玉米转向豌豆。

1900 年 4 月 21 日，科伦斯看到了德弗

里斯发表的《关于杂交种的性状分离定律》，

次日便寄出他的论文《有关杂交种子代表现

的孟德尔定律》。在文中，科伦斯自述和德

弗里斯一样，通过杂交实验发现杂交种自交

子代性状分离的规律；科伦斯一开始认为这

是新发现，但最终承认孟德尔的优先权，并

暗示德弗里斯也应如此。科伦斯发现豌豆、

玉米杂交种的自交子代以 3∶1 的比例出现

性状分离；如果观察两对性状，分离比例是

9∶3∶3∶1。科伦斯同样解释为植物生殖细胞

随机组合的结果，并称之为孟德尔定律。可

以说，科伦斯的论文确立了孟德尔定律一

词，其含义虽不等同现今的分离定律、自由

组合定律，但内容已相差无几。

最后一位“再发现者”是切马克。切马

克在 1888 年就着手豌豆杂交实验，与德弗

里斯和科伦斯都曾通信。1900年 6月，切马

克在阅读德弗里斯、科伦斯的论文后，发表

了论文《论人工杂交豌豆》，表明自己也在实

验中发现了杂交种自交子代 3:1的性状分离

比例。切马克在论文中总结道：“十分令我

欣慰的是，德弗里斯、科伦斯和我同时‘再发

现’了孟德尔。”

虽然切马克坚称自己是“再发现者”之

一，但在他去世后，有学者批评其 1900 年的

论文仅仅是实验记录，不足以体现对孟德尔

定律的正确理解，否认切马克是“再发现

者”。最近一次转折出现在2009年夏天——

维也纳奥地利科学院档案馆对外开放切马

克的私人书信，历史学家查阅切马克与其兄

长，同时也是著名的生理学家阿尔敏·冯·切

马克自1898年至1951年的通信，发现切马克

对遗传定律有着深刻理解，最终恢复了切马

克作为孟德尔定律“再发现者”的地位。

著名的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科学

发展并非呈线性积累而是范式更迭。孟德尔

1866年的论文中就强调了豌豆实验对杂交育

种的实践价值，但直到20世纪初，随着学界对

遗传、变异的兴趣渐浓，三位“再发现者”才品

出35年前孟德尔那篇论文中的深意。因为这

三位植物学家的工作，1900年成为生物学史

乃至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一年。孟德尔和他的

定律也迅速在科学界传播开来，遗传学也逐

渐成为生物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范式。

被三位植物学家重新发现的孟德尔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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