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文化与人经典文丛》（科学普
及出版社），于5年前端倪始现。

2012年8月，《文丛》首批4种图书出
台，是为《叶永烈相约名人——文学与艺
术专辑》、《叶永烈相约名人——科技与科
普专辑》、《叶永烈行走世界》 之第 1 辑和
第2辑。半年以后，《林下书香——金涛书
话》 和 《南极夏至饮茶记——金涛散文》
亮相。2013 年 7 月继而推出 《科学的星空
——郭曰方朗诵诗选》 和 《科学之恋——
郭曰方散文随笔选》。2015 年 1 月，《流光
墨韵——陈芳烈科学文化记忆》 面世。
2015 年 11 月，《巨匠利器——卞毓麟天文
选说》 和 《恬淡悠阅——卞毓麟书事选
录》出版。

《文丛》 的作者群中，叶永烈久为公
众所熟知，自毋庸多言。其他作者的篇章
亦皆有其趣。如《林下书香》正文前有一
篇 《关于“书话”》，谈到书话素来被出
版界视为倡导学术、繁荣文化的重要方
面，并以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近人书话序
列”（包含胡适、梁启超、林语堂、刘半
农、顾颉刚、郁达夫、王国维、蔡元培诸
多大家的书话） 等为例证。文章感慨虽然
文学界很重视“书话”，但由于种种原
因，关于科普作品的书话却几乎见不到，

“这本 《林下书香》 是一次尝试，它在
《科学时报》（今之 《中国科学报》） 的
‘读书’专版上前后坚持了近十年……经
过这个专栏率先评介的许多优秀作品，如
潘家铮院士的科幻小说、卞毓麟的 《追
星》、张开逊的《回望人类发明之路》、尹
传红的《幻想》等，都相继获得国家各种
规格的奖励”。

著名科学诗人郭曰方曾任中国驻索马

里大使馆外交官，方毅副总理的秘书，
《中国科学报》 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副理事长等职。在中宣部、教育部、团
中央、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及有关省市
的支持下，曾在北京及全国重点高校举办

“郭曰方诗歌朗诵演唱会”40 余场，反响
热烈。其诗作写科学之实与抒爱国之情浑
然一体，风采迷人。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原理事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刘嘉麒为《流光墨韵》作序，述
及作者陈芳烈一生工作在电信行业，始终
能把握信息科技的脉搏，以滋润科普创
作。如 《泰坦尼克号与 SOS》 一文，“不
仅使人们重温那场海难惊心动魄的场面，
更能了解无线电技术的知识与应用，令读
者实有屏住呼吸，一气读完之感”。诚哉
斯言！此文尚言及SOS作为国际统一的呼
救 信 号 之 来 历 ， 曾 有 人 猜 测 那 是 Save
Our Souls （救命） 或 Save Our Ship （来
救我们的船啊） 的缩写，实则是在1906年
的首届国际无线电报会议上，东道国德国
提议沿袭他们一直在船上使用的呼救信号
SOE，“但是人们考虑到在莫尔斯电码中E
只是一个点，表现起来不是十分令人满
意，因此经多次争论选中了 SOS （···―
――···）。它不仅好记，还可首尾相接，
连续播发，被认为是一个理想的呼救信
号”。真是好亮点、好看点！

拙著 《恬淡悠阅》，书名直言作者素
来向往的阅读心境，并有“前言”解说如
下。

英国思想家、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先
驱者弗朗西斯·培根的一篇 Of Studies，
400 年来引得世上多少读者竞折腰。数十
年前读王佐良先生的译文 （篇名译为《谈

读书》），惟觉词清句丽，妙不可言，
曰：“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
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
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
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

这 Of Studies，乃是培根存世的 58 篇
论说文 （《论真理》《论死亡》《论恋爱》

《论嫉妒》 等） 之一。曩昔水天同先生着
手翻译 《培根论说文集》 时，“适值敌寇
侵 凌 ， 平 津 沦 陷 ， 学 者 星 散 ， 典 籍 荡
然”，且 1939 年译成之书，到 1950 年才首
次刊行。水译下了不少考证工夫，加了大
量注释，给读者带来诸多便利。另一方
面，鉴于水译用语的时代印记，在今天读
来已难免有点拗口了。其中 Of Studies 译
为《论学问》，开头几句是：“读书为学底
用途是娱乐、装饰和增长才识。在娱乐上
学问底主要的用处是幽居静养；在装饰上
学问底用处是辞令；在长才上学问底用处
是对于事务的判断和处理……”

再者，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版
何 新 译 的 《培 根 论 人 生 —— 培 根 随 笔
选》，从上述58篇文章中选译了26篇。其
中 Of Studies 篇名译为 《论求知》。开篇
译为：“求知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
潢，也可以增长才干。当你孤独寂寞时，
阅读可以消遣。当你高谈阔论时，知识可
以装潢。当你处世行事时，正确运用知识
意味着力量……”

一文多译，各有千秋，读者尽可对照
英文原著细细品味。有人评述，培根的那
些论说文称得上是一种“世界书”，它不
是为了一国而作，而是为万国而作；不是
为了一个时代，而是为一切时代。这话自
有相当的道理。但另一方面，阅历和处境
不同的人，对培根论说文的感悟亦必有所

不同。笔者以为，读这类书须持恬淡之性
情；毋急功近利，方能品出真滋味。读后
有所晤，才是真快活。

笔者尝应多家出版物之邀，撰文介绍
书人书事。本书是作者近十余年来谈论
书事之文章精选，共计 50 篇。它们皆与
科学为伍，又有文化相伴，其笔调当可
传达作者悠然阅读之恬淡心情，全书亦
遂以 《恬淡悠阅》 冠名。书中上篇“悦
读撷菁”，汇集了作者对数十种佳作的评
介；下篇“书外时空”，包含了多篇与书
籍密切相关却并非直接评书的文字。当
然，不分上下篇也可以，盖因诸文虽情
景不同，而旨趣则一：与读者悠阅共享
也！

选这些文章时，考虑了科学与人文的
交 融 。 本 来 ， 科 学 与 人 文 是 密 不 可 分
的。但是，不恰当的教育把它们割裂开
来了。半个多世纪来，无论中外，有识
之士都想力挽这“两种文化”分道扬镳
的颓局。我本人写过一本书，名叫 《追
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
奇》，并在其“尾声”中引用了林语堂的
一句话：“最好的建筑是这样的：我们居
住其中，却感觉不到自然在哪里终了，
艺术在哪里开始。”我想，最好的科学人
文读物，不也应该令人“感觉不到科学
在哪里终了，人文在哪里开始”吗？如
何达到这种境界呢？很值得作者们多多
尝试。

感谢科学普及出版社将 《恬淡悠阅》
纳入“科学、文化与人经典文丛”。“经
典”二字重若千钧，笔者深感惶恐。但谈
谈“科学、文化与人”却永远是一件乐
事，愿与读者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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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社会》
系统生物学家亚奈和莱凯尔在这本

《基因社会》中将重点转移到了基因间的关
系上，即基因在运转它们的生存机器——
人类时，也和人类社会一样，彼此合作或
竞争，联合或敌对，从而解释基因社会中
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影响单个基因成功生存
的。虽然我们是自身基因社会的产物，但
我们并非受基因奴役的机器，仍然拥有决
策和校正的自主权。

《万物文明》
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一本

一翻开就被震撼的图画书，2000多幅手绘漫
画诠释人类400万年的历程。让读者直接从
感官上明白，什么叫恢弘的“万物文明”，
进而反思：人类究竟是怎样的生物？历史如
何勾画了我们的前世？在历史的漫漫长河
中，我们如何经历感动、痛苦、无奈？又如
何面对自身的存活？

《探秘亚马孙》
《探秘亚马孙》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研究员张树义博士对他在亚马逊雨林中
极为独特而有趣的亲身经历的描述。作为
第一位到南美洲热带雨林进行科学考察的
中国人，作者在书中展示了他在亚马逊丛
林生活19个月获得的大量一手资料，具有
很高的科学及观赏价值。

《时间的形状》
本书上部分和大家一起回顾物理学走

过的坎坷历史，这段历史的精彩程度不亚
于任何一段战争史。伽利略、牛顿、爱因
斯坦等巨星将悉数闪亮登场。下部中作者
将细致地剖析时空的真相，带你领略神奇
的四维时空奇景，了解整个宇宙的终极图
景，再回到原子的深处见识不可思议的微
观世界，最后看一看当下物理学的最新进
展——万物理论……

话 说 恬 淡 悠 阅

我的前任院长叫郑欣淼。郑院长当了10
年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是故宫做事最多、最
实、最好的十年。他当院长第三个月就启动
了古建筑保护修缮工程，要用18年的时间把
故宫的古建筑完全修好。第一栋建筑修的是
武英殿，当时是国家文物局文物交流中心使
用的，搬走以后，成为书画馆。西部最大的
宫殿叫慈宁宫，当时也是国家文物局使用
的，搬走以后现在修好是我们的雕塑馆。

郑院长还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用
了10年的时间把盘踞在故宫里面的13个外单
位全部搬出去。搬一个单位很难，其中有7
个是国家文物局下属单位。我在国家文物局
当了10年局长，其中一件工作就是帮助郑院
长搬了我们的7家单位。没有想到最后一家
搬走以后，第二年我当故宫博物院院长了。
所以我体会很深，大家一定要多做好事，最
后可能落到自己头上，现在我就挺轻松地来
发言。

我们纠正了很多历史错误。1923年6月
一把大火，把建福宫花园烧掉了。90年一直
这样。今天，经国务院、国家文物局批准，
把它修复起来，成为故宫学院教学的场所。
当时这把火还烧了中正殿，今天也修起来

了，是我们故宫研究院藏传佛教研究所的地
方，在这里进行展示交流。

文物建筑修缮是一项科学的工作，要最
大限度地保留历史信息，不改变文物的原
状，还要进行传统工艺、技术等非物质遗产
的传承。今天我们修缮的区域开始进入最密
集的区域，东西六宫每年各修一个。比如西
六宫的永寿宫修完了，现在开始修长春宫。
还要修乾隆花园，那是更密集的地方。所以
我们每一道工序都要进行详细记录，要公开
出版修缮报告，每一件文物都要用原工艺、
原技术、原材料进行修复。从墙上摘下来的
牌匾、楹联、槅扇心、贴落都要准确地测
绘，修好以后要丝毫不差地回到原来的地方。

今天一栋栋建筑被修好了。这是大家熟
悉的倦勤斋，乾隆花园最后一栋房子，很不
起眼的一栋房子，修的时候极具挑战。竹篱
笆、竹亭子，一派江南风光，但是在北方竹
子要裂，所以不是真正的竹子，用了6万4千
段金丝楠木拼起来的，上面通景画是紫藤的
架子，郎世宁的学生画的。但是把它落下以
后发现它下面的地仗是用一种植物做的，这
种桑皮当时找了，在安徽的山里。于是到安
徽的山里找这种植物，又找到可以用这种植

物做纸浆的传承人，经过上百次的研
究，研发成功了，把它抬到故宫博物
院，把画重新裱上去。

今天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因为
又重新被画覆盖了，但是这是一笔良心
帐，就是我们说的工匠精神。为的是比
如200年以后、300年以后人们再修倦
勤斋的时候，再打开就知道当年应该使用什
么材料、什么工艺、什么技术，这就是我们
要为未来世代保留今天全部有用的信息。今
天一栋栋建筑修好了，可以开放了。

除了紫禁城里面，我们还修我们在外面
的古建筑。比如说大高玄殿，政协委员、人
大代表做了很多次呼吁，终于还给我们了，
大家很激动。我们的老院长郑欣淼院长讲
话，那天下雨，我给他打伞，我们老老院长
张忠培院长讲话，郑院长给打伞。什么叫传
承？这就叫传承。

《我在故宫修文物》一部片子，影响很
大。特别令人感动的是70%点赞的都是学生
们。原来我们想学生们喜欢蹦蹦跳跳、打打
闹闹、拥拥抱抱的那些片子，没有想到静静
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修文物这样的片子感
动了他们，也使我们这些文物修复人员他们

的价值、他们工作的意义得到呈现。
比如我们古书画修复的单嘉玖教授，青

铜器修复的王有亮，非物质遗产传承人，我
们的瓷器修复、木器修复、漆器修复、乐器
修复、家具、象牙、螺钿、缂丝、唐卡、织
绣、西洋钟表。片子里的那个“男神”王
津，多不容易，一个西洋钟表，上面的表针
要走得准，水要流，鸟要叫，小人得出来，
定时还得打钟，底下还得有音乐，多少套机
芯，18世纪的，他没生活在18世纪，但是一
点一滴地钻研，把它们都能修好，非常不容
易。结果他今年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一个
白金奖。国际电影节演员获奖、导演获奖司
空见惯，文物修复人员获奖，人类有史以来
第一次。他没有表演，他在电影里面就是做
日常的工作获奖了。
（倪瑞锋整理，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供稿）

故宫“掌门人”谈遗产如何重塑生活（3）

扩大开放首先要把古建筑修好
□ 故宫博物院院长 单霁翔

倦勤斋内景

在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名
单公示中，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以
下简称科教社）的《竺可桢全集》喜
获图书奖。而此前不久，科教社一套
针对青少年读者的原创大型科普丛书
——“改变世界的科学”荣获第六届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科教社也成
为为数不多的连续六届获此殊荣的出
版社之一。科普图书能获大奖实属不
易，究其背后，离不开一种科普出版
人应该追求和具备的特质——用心。
若把“用心”二字再提升一下高度，
即工匠精神。

以 24 卷 《竺可桢全集》（以下
简称《全集》） 的14年出版历程为
例。2001年3月1日，《全集》编辑
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宣告了这一国
内迄今为止最大的科学家著作出版

工程正式启动。随后，编委会和编
辑团队就投入了艰苦的持久战。《全
集》所收文献纵亘59年，历经中国
现代史之各个重要发展阶段，不仅
所记述史实弥足珍贵，其文章写作
样式、编辑出版规范、社会流行语
言、术语译名演变等，也都真实地
反映着不同时代的文化样态和流变
趋势，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为此，编委会和出版社坚持力
求如实保存文本原貌，当编辑规范
与保存文本忠于历史面貌发生冲突
时，宁肯冲破现行的编辑规范。例
如，《全集》中占比很大的竺可桢日
记，在竺可桢生前从未示人，在很
大程度上属于私人史料性质的文
字，加上竺可桢的知识面非常广
博，日记的内容涉及各个领域，且

经历了38年的历史变迁，不同时代
人们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变化在日记
中均有明显的体现。从科学的符
号、公式和概念用语，到日常生活
所用的名词、称谓等，都在随着时
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对这些，便
需要编辑用心甄别，不能轻易按现
行的标准作编辑加工。如“侵晨”，
不用改成“清晨”；“雅片”，不用改
成“鸦片”；“乃倩振公所为”，不用
改成“乃请振公所为”。此种实例不
胜枚举。经过14载艰苦努力， 24卷
终告完工。

“改变世界的科学丛书”与《全
集》 相比算是“小书”，含 9 个分
册，覆盖数学、物理学、化学、天
文学、地学、生物学、农学、医
学、计算机科学九大领域，按照时

间先后顺序编排，追寻两万年人类
科学进步的足迹。这套丛书从启动
到出版历时六年，内容经过了细致
入微的编选斟酌和精心打磨。例
如，搭建框架是整个项目的基础，
各学科的编委编制出框架雏形并进
行多轮调整和审核，各卷的主编也
对框架进行多次修订，确定基本框
架便用了整整三年；针对每一篇文
稿，作者团队和编辑团队反复讨
论，碰撞出不少新的认识“点”；由
于书中使用了 3000 余幅精美图片，
为了凸显对图片版权的重视，出版
社还决定一一注明每幅图片的版权
出处。这些图片除了从图片公司和
个人处购得外，还有不少是画师根
据要求专门绘制的。由于对图片的
严格要求，丛书的面世时间大大延

后。
回首科教社的 20 年科普出版

路，从“哲人石丛书”开始，“用
心”二字便贯穿始终： 从理念宗
旨，到每一种书的列选；从约请译
者，到编辑加工；从校对审读，到
付印出版……凡此种种，唯有多用
心，方能少出错。

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要打造科普精品，必得以工匠精神
为之。不过，万事都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且今天的出版环境，与
20年前相比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所
以对于年轻编辑来说，如何沉下心
做高品质的科普图书真是一件非常
考验人的事。

（作者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总
编辑）

打造科普精品离不开工匠精神
□ 王世平

□ 卞毓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