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奈的文字之中有许多关于拉普兰风俗、他采集的植物、他看到的鸟类
和其他动物的信息。他提到，拉普兰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芬兰殖民者，他的
船夫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定居在此并且同当地居民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林奈
还绘制了一种拉普兰人居所。他还注意到，拉普兰人“睡觉的时候一丝不
挂，只盖鹿皮被。无论男女，人们裸身穿衣的时候并不尴尬”。

“消化不良”是这里最常见的病症，这是因为他们常常饮用污染过的水引
起剧烈腹痛所致。“他们靠烟灰、烟草、盐和其他办法治疗。腹部的疼痛常常
如此剧烈，以至于痛苦得倒地爬行”。哮喘、癫痫、胸膜炎和风湿病也很常
见。“头痛的时候，他们把一小片蘑菇放在痛得最厉害的地方，然后以火烧
之，直至表皮脱落”。

林奈的日记中还提到另外一种真菌，很可能是牛肝菌属的菌类，拉普兰
的年轻人常用它来求爱。在他的《拉普兰植物志》中，他用最浪漫的格调浓
墨重彩地描述了这个主题：当年轻的拉普兰人发现这种真菌的时候，他会小心
翼翼地将它装在一个小袋子里，悬挂在腰间，它令人愉快的味道会使约会的姑
娘更容易接受这个年轻人。噢，神奇的维纳斯 ！在世界别的地方，求爱的时
候，你必须准备咖啡和巧克力、蜜饯和糖果、美酒和佳肴、宝石和珍珠、黄金
和白银、丝绸和饰品、舞会和集会、音乐会和戏剧。在这里，你只需要一个小
小的干枯的真菌 ！

青诗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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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对自然界的一切奥
秘都非常着迷：宇宙从何处开始、
地球为何拥有生命、花儿何以争
艳、生灵因何演化、人类如何起源
……这些问题吸引着我不断探求，
最终幸运地走进了科学的殿堂。在
我们年幼的时候，每个小孩都会有
很 “崇高”的理想，都说想做工
程师、宇航员、科学家……

那个时候，我也曾经天真地认
为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我的理想是
做一个植物学家，研究各种植物是
如何演化的，这可能源于我出生在
一个中医世家。这个理想一直坚持
到了我就读本科，并且让我对进化
学有着不改的特殊兴趣。因为这一
份特殊的兴趣，我参加了师兄组织
的云南资源调查小组，然后又“不
小心”进入了金力教授的人类进化
实验室，走进了精彩纷呈的人类学

研究的殿堂。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迷

眼。一晃已近20年了，这些年里，
我跑遍了东亚的千山万水，去采集
各种部落的基因样本，其中艰辛和
乐趣，真是不可胜言。今天看到张
振老师这本《人类六万年》中那么
多有趣的故事，尤为感同身受。我
经历的、探索的、发现的，在我脑
海里再次生动起来，和那些国外同
行的故事连接在一起，形成了美妙
的交响。

这是如此好的一本科普作品，
它使用的是深入浅出的语言，配上
的是精美独到、信息量丰富的图
片，呈现的却是最复杂深奥的人类
基因组中记录的人类进化的知识。
我相信，大众可以特别流畅地阅读
这部书，并且得到这个领域内的前
沿知识。

用基因组信息解读人类进化的
科普介绍，在国内是那么稀缺而可
贵。可能是因为宣传不够，我们的
研究竟然遭受了大量的误会，对

“分子人类学”一知半解甚至一无
所知的人都来质疑我们的研究结
果。因为很多人把“中国人本地起
源说”与“爱国主义”绑架在一
起，而基因的研究毫无疑问地支持
了全世界人群的非洲起源说。一个
科学问题，在某些人眼中变成了一
个所谓的政治问题。

其实，不管是基因、化石还是
语言文化的研究，现代人起源的学
术争议都已经尘埃落定。现代人的
基因组差异不超过20万年，最大差
异在东非；而最早的现代人化石奥
莫人也距今约20万年，也同样发现
于东非。所以，现代人约20万年前
起源于东非，早已成为全世界公认

的事实。在非洲之外的人群中，基
因组的差异不超过 6.4 万年，也就
是说，6.4 万年前的那个冰峰期，
现代人开始走出非洲，移民其他大
陆。这就是《人类六万年》精彩故
事的开幕。

中国部分的人类自然史，是一
部特别复杂的历史。中国最早的人类
是直立人物种，约170万年前就来到
了这块土地上，包括元谋人、蓝田
人、北京人、南京人等。但是直立人
与我们智人是完全不同的物种，没有
任何基因交流的迹象。大约30万年
前，智人的第一个亚种——丹尼索
瓦人来到了中国，成为东亚的早期智
人。从大约五万多年前开始，智人的
现代人亚种的各个族群开始陆续来到
中国，而我们现代中国人的主体，大
约是两三万年前才来到的。不过，这
些都是旧石器时代的事情，与国家和

文明没有关系。国家和文明是新石器
时代开始萌发的，那起码是一万年之
内的事情。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近几年做的
研究，正是用基因重构中国人群和
中华文明的演化历史。我们的研究
成果渐渐吹散了中华上古文明的迷
雾。在基因谱系的线索中，不仅曹
操的身世可正视听，上古帝王的血
脉也历历在目。中华文明古国的历
史，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宣称的上下
五千年，更不是西方片面认定的三
千年，而是可以推测到的七千年。
分子人类学的新视角，或已推动我
们重新进入了信古时代。我期待着
张振老师用我们中国的故事，为

《人类六万年》续写更精彩的篇章。
（作者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用基因重构中国人群和中华文明的演化历史
□□ 李 辉

这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林奈的第一
部中文传记。卡尔·林奈 （1707-1778）
因发明“双名法”，用拉丁语组成的属种
名作为动植物学名而闻名于世，双名法成
为现代动植物命名的基础。在瑞典，人们
称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为“花之王子”。

林奈一生经历了几个多姿多彩的时
期：从早期游学考察的穷学生，到乌普萨
拉有名的医药学教授，再到瑞典皇家科学
院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一位敏锐的旅行
家、科学家、采集者、画家和地理学家，
他将其一生的热情投入到植物学中。《林
奈传》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鲜活再现了林
奈的一生。

林奈在吕克瑟勒短暂的停留，
那里似乎平日里也有宗教仪式，他
是在周三的“祭礼结束”之后离开
的。林奈再次选择乘船出发，目的
地定在索舍勒。

林奈和同伴沿河而上，历经了
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后，决定放弃
去索舍勒的想法。之后，林奈开始
启程返回吕克瑟勒。

两天后，林奈抵达吕克瑟勒，
此时，他早已筋疲力尽、又累又
饿，牧师夫妇很贴心地照顾了他。6
月8日下午，林奈安全返回于默奥。
在经历了两周的内陆旅途后，他给
了自己4天时间恢复。此后，他继续
沿海岸线北上，目的直指吕勒奥。

经常，一个特别的植物便能燃
起林奈的兴趣，让他意兴横飞。在
离于默奥不远的沼泽地里，林奈碰
到一种开粉红小花的灌木，正值

“它最美的时候”。在此之前，这种
植物是地桂属的一种，但林奈决定
将它单独划为一个属，并且为其取
名青姬木属。

我注意到：开花之前，她是血红
色的，但开花的时候，她的花瓣变成
肉色。我怀疑是否有画家能够在年轻
女孩的肖像画中将这些迷人之处表现
出来，或者用这些美去装点女孩的脸

颊，其效果是化妆品所无法比拟的。
当我凝视她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诗人
笔下的仙女，我愈是深思，就愈发觉
她们之间关系如此密切。事实上，即
使让罗马诗人奥维德来描述植物神秘
的美，他也不可能想出一个更好的比
喻……她的美只存在于纯洁之时（对
女人而言亦复如是）。受精不久，她
很快就成为新娘。她矗立于远方的水
面上，总是在沼泽之中成簇生长，就
好像扎根在海洋中某块石头之上。水
面盖过她的根部，涨至她的膝处。她
总是被毒龙和野兽环绕，比如邪恶的
蟾蜍和青蛙在春天交配的时候总是用
水淋湿她。她站立于彼处，低头哀
伤。然后，那些长有美好脸颊的成簇
的小花开始枯萎，日渐苍白……

林奈并未满足于文字描述，他还
用自己笨拙的笔勾绘了一个牵强附会
的寓言，将一只蝾螈比作恶龙。菲力
克斯·布莱克曾从艺术家的角度点评
过林奈的绘画作品，他在一篇文章中
写道：这幅画总让我想到“英国前拉
斐尔派，比如罗塞蒂……他们竟然对
此毫不知情！”相比人物和风景画，
林奈可能更擅长画蚊蝇，他对后者的
结构也更为了解。即便如此，我也不
能同意斯特恩的一些观点，比如，他
（指林奈）“在处理微型对象方面是个
制图专家”，或者他将他的研究和图
片贴在墙上证明“他对绘画有着强烈
的兴趣”。马蒂斯曾说过，他最大的
志向就是像他五岁的小女儿一样画

画；如此来说，林奈轻松地做到了这
点。

旅途后期的某天，林奈给一个
拉普兰人看了他的绘画。那人“立
马惊呆了，摘掉帽子、鞠躬、低
头，将手恭敬地放在胸前，喃喃自
语，并且不住颤抖，似乎要晕倒的
样子……”。但这并非是一个审美反
应：很清楚，他认为林奈是个法
师，林奈的画如同他家乡的鼓，具

有某种魔力。
选自《林奈传》第一部分第四

章（有删节）
（作者维尔弗里德·布兰特是伊

顿公学资深的绘画老师，皇家艺术
大学和伦敦林奈协会的会员，著有
多部传记作品和关于欧洲艺术与植
物学的著作。他的《植物学插图艺
术》已经成为植物科学画的标准的
参考读物。）

拉 普 兰 的 奇 异 风 俗

2018年1月8日，2017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
最高奖获得者王泽山、侯云德两位
老院士亲自颁奖，表示祝贺和敬意。

我大学和研究生都是在北京理
工大学学的火工烟火技术专业，毕
业后曾长期留校工作，与同为兄弟
院校的南京理工大学来往密切，对
该校火炸药专业著名专家教授可谓
耳熟能详。王泽山是南京理工大学
教授，为我国著名火炸药学家、发
射装药理论体系奠基人。他长期从
事火药性能、燃烧、装药设计和理
论与实验方法研究，发明的低温感
技术显著提升了发射效率，使发射
威力超过国外同类装备水平。他还
研究解决了废火炸药再利用的有关
理论和综合处理技术，实现了变废
为宝，获得显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由此一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两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等
重大奖励。

今年已 83 岁高龄的王泽山自诩
为“80后”，依然奋战在国防科研事
业第一线。欣闻王院士荣膺国家最
高科技奖，不禁喜出望外，特赋诗
一首，以表由衷祝贺：“王者从来自
刚强，泽被军工卫国防。山岳丰碑

耸科技，赞誉攻关八零郎。”
与王泽山同获殊荣的是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侯云德。89
岁的侯云德院士是我国分子病毒
学、现代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和现代
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主要奠基人。
他曾率先研发出中国首个基因工程
药物——重组人干扰素α1b，并应
用于上千万名患者的临床治疗；率
领团队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外
发生的多起重大传染病疫情，目前
还担任“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
大传染病防治”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总师。诗赞侯云德院士，我自然责
无旁贷：“侯牧疾控重预防，云被苍
生却毒顽，德技双馨科苑范，强国
健民屹东方。”

国 家 最 高 科 学 技 术 奖 设 立 于
2000 年，是中国五个国家科学技术
奖中最高等级奖项，每年评审一
次，每次授予不超过两名科技成就
卓著、社会贡献巨大的科技工作者
个人，至今已有 29 位科学家获奖，
而我至少和其中的六七位科技魁首
打过交道。

2012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获得者王小谟院士长期致力于雷达
技术研究与工程应用，曾主持研制
成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中国第

一部中低空兼顾雷达，并均达国际
先进水平，为国产雷达赢得世界声
誉。他还在国内率先力主发展国产
预警机装备，主持研制成中国第一
代机载预警系统，引领中国预警机
事业实现跨越式、系列化发展，被
誉为“中国预警机之父”。

王小谟院士 1961 年毕业于北京
工业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前身） 雷
达专业，是我的同校学长。1995 年
学校筹备成立董事会时，我曾陪同
党委书记、校长拜访过他，得到了
他的大力支持；当时会见场景，至
今仍历历在目。他主持研制的国产
预警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
的 9 个第一，突破 100 余项关键技
术，累计获得重大专利近30项。中国
的预警机由此也成为世界上看得最
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机
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仰望学长，
山高水长，谨作小诗，以表敬意：“献
身雷达织天网，碧海红波筑铜墙。创
新争先夺第一，预警战机卫国防。”

谢家麟院士是 2011 年度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作为国际著名
加速器物理及技术专家，他曾领导建
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使中国高能
物理研究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
我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并跻身世界

前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被誉为
“中国粒子加速器之父”。

我任中国科协学术会刊 《科技
导报》 副主编时，谢家麟院士曾为

“卷首语”栏目亲笔撰文“自主创新,
路在何方——兼谈高层次科技人员
的培养”。他强调，“倡导自主创
新，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倡实事求
是的精神”；同时呼吁，“为了保证
科学研究的质量，应该设立审核各
培养单位博士生质量的专门机构”。
这篇文章观点新颖，文字犀利、切
中时弊，但思维跳跃，行文过于简
洁，缺乏连贯性，我在编辑时对文
字作了必要的润色。谢先生审阅
后，专门回信对我表示感谢，谦逊
作风、长者风范，令人感动。

2016年2月20日，谢家麟院士因
病在京逝世,享年96岁。就在去世前
一个多月，国际天文联合会刚把一颗
国际编号为32928号的小行星正式命
名为“谢家麟星”。惊闻噩耗，不胜
悲伤，作诗一首，以示哀悼：“殚精
竭虑事高能，加速对撞觅粒踪。微观
世界探规律，不朽精神耀太空。”

这个世界非常有趣，
其中最有趣的就是人类拥
有的大脑。探索大脑的奥
秘是人类的不懈追求，然
而，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讲述脑科学研究的成果是
件困难的事。我非常欣喜
地看到，王欣女士用 36
部经典电影作为切入点，
将脑科学的知识讲得绘声
绘色，令人兴趣盎然。相
信读完这本书的读者会对
大脑有一个崭新的认识，
并且受到启迪，更好地使
用自己的大脑。

我是在武汉科学家科
普团的交流会上认识王欣
女士的，她对于科普创作
的热忱令我印象深刻。她
从来不愿意简单重复地讲
授知识，而是把严谨的知
识、新颖的创意、内心的
情感、浓厚的人文精神融入到科普书籍的创作之中。在这本《打开黑箱
——通过36部经典电影解读脑科学》中，亦体现出她清新独特的文风和
广博的知识底蕴。

这本书以科幻电影或剧情电影为切入点，向读者介绍了脑的基本功
能、脑的相关疾病、脑的潜能开发这三大部分的内容。其中穿插有脑科
学的研究历史，真实的病例以及很多和脑科学相关的趣闻。值得一提的
是，书中贯穿了不少医学、心理学知识，从各个角度对章节中的具体知
识点进行解读。书的内容详尽、讲述生动，不仅能培养青年读者的科学
素质和人文素质，也能够作为广大中学老师乃至大学老师教学中的参
考。

新时代的背景下，科普书籍的功能不是单纯地讲授科学知识，更应
该让读者享受阅读的快乐，增进身心的健康。书中所涉及到的知识，都
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关系的，从脑科学的角度出发对事业、爱情、
疾病、人生意义的探讨，令人耳目一新，也增添了不少生活的正能量。
书中所选取的经典电影，堪称艺术佳作，有兴趣的读者不妨通过这些影
片获得更多的感悟。

王欣女士在华中师范大学讲授生理学、神经生物学等课程，从事听
中枢相关的科研工作近二十年，这些都为她的科普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
础。在紧张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她致力于科学传播事业，迄今为止
已经出版科普作品6种，深受读者欢迎。希望她在科普的道路上走得更
远。

（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馆长）

打开黑箱

探索大脑的奥秘
□□ 徐世球

林奈林奈：：才华横溢的才华横溢的““花之王子花之王子””

科普时报讯（通讯员 王建兰 王树凤 记者 胡利娟）由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陈益泰、王树凤、孙
海菁、赵锦年编著的《弗吉尼亚栎引种研究与应用》日前由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弗吉尼亚栎 （Quercus virginiana） 于2001年由中国林科
院亚林所生态树种研究组首次引种，作为一种常绿型抗风、
耐盐、耐湿、耐污染乔木树种，目前在长三角沿海防护林建
设及城镇绿化工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书阐述了弗吉尼亚
栎在原产地的分布、生境引种十多年来的研究进展，包括弗
吉尼亚栎引种后的生物学特性及其抗逆性的研究成果、弗吉
尼亚栎的繁殖和栽培技术、弗吉尼亚栎遗传改良策略以及主
要害虫种类及其防治措施等。

该书不仅可作为林业种苗企业以及园林设计、管理部门
的参考用书，还可供从事林木引种驯化相关领域的教学、科
研人员及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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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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