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杰明·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
lin，1706-1790），美国建国之父之一。同
时也是著名学者、著名作家、政治理论家、
政治家、科学家、音乐家、发明家、讽刺作
家、公民活动家、外交家和邮局局长。作为
科学家，他在美国启蒙运动中担当了重要角
色。他的发明和与电学有关的理论在物理学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发明了避雷针、远视
近视两用眼镜、富兰克林壁炉、汽车里程表
以及玻璃口琴。他还协助促进了许多公民团
体，包括消防队和大学。

富兰克林于1740年创办了宾夕法尼亚
大学；1743年成立了美国哲学学会并担任
第一任会长。他率先促使国会废除了不受
欢迎的印花税法。他还曾经担任驻巴黎的
美国外交官，在法国民众中受到广泛欢
迎，同时建立了良好的法美关系。

在北美英属统治时期，他曾担任邮政局
长，借助这个职位，他建立了第一个国家通
讯网络。他还是社团活动、殖民政治和政府
政治活动和国际活动的积极分子。1785年至
1788年，他担任宾夕法尼亚州长。在他生命
的最后阶段，他废除了奴隶制并成为著名的
废奴主义者。他在科学与政治成就方面精彩
的人生和遗产以及美国最重要的建国领袖的
形象，成为美国货币上的形象，战舰的命
名，许多城市、镇、教育机构的名字，也成
为许多公司的名字和崇拜者的名字。在他死
后的200多年时间内，他的名字在无数的文

献中被无数次提及。
世界上大概所有的老师在讲到电的时

候，都会提及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风筝实
验。1752年，富兰克林也许真的在雷雨天
气中放风筝，以证明“雷电”是由电力造
成。1753年的《宾夕法尼亚公报》报道了
富兰克林的风筝试验。这个报道对于激励
学生进行科学实验具有一定的意义。富兰
克林还发明了避雷针。除了电以外，富兰
克林对气象学亦有所贡献。为了替他的报
章寻找新闻，他经常到农夫市场去收集消
息。他发现风暴经常在某地出现，然后在
别的地方亦有风暴。他相信两者可能其实
是同一个风暴，因此提出风暴会移动，最
后衍生了日后出现的天气分析、天气图，
改变了单纯依靠目测预报的方法。据说他
还发明了双焦点眼镜、蛙鞋等。1753 年，
英国皇家学会吸收他为会员。

与赫胥黎最初因为自己的出身和学历
而不愿意参加科学传播活动，后来为传播
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而奋斗，成为进化论
的“斗犬”不同，富兰克林为自己是工人
阶级出身而自豪，这也是他能够成功地成
为殖民地主要城市费城的报纸编辑和出版
人的原因。他与其他两个人共同创办和出
版了《宾夕法尼亚编年史报》。这份报纸以
其对美洲殖民地的英国君主政体持批评态
度，并具有鲜明的革命倾向而著称。他还
出版了《穷理查德历书》和《宾夕法尼亚
公报》。 （上）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国际
科学素养促进中心研究员）

在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应急管理部的
成立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应急管理部是
将原多个涉应急、安全、消防等职能部门
整合，其成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化多部
门资源优化配置与协同。该部门组建对我
国高等院校应急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机遇，
也提出了挑战，应急教育将会被提上日
程，应急教育包括两个方面：即应急知识
生产和应急知识传播，前者主要指应急科
学研究；后者主要指应急科普，高校应急
科普不仅是对专业教育的补充，而且随着
学校安全受到重视，高校应急科普教育愈
发显得重要。而高校应急科普推广的重要
性、困境、内容及其策略等则是应急管理
部成立背景下亟需思考的。

第一，高校应急科普的重要性。我
国高校在校生、毕业生规模数量都很可
观，每名大学生在接受了系统的应急科
普知识学习和实践后，能够迅速地将这
些知识内化。在高校推广应急科普内容
后，可以将高校闲置的人力资源利用起
来，在很大程度上壮大应急科普工作者

的队伍。此外，高校的学习环境是最接
近社会的一个学习场所，其具有开放
性、包容性等特征。这些都为开展应急
科普提供了可能。

第二，高校推广应急科普困境。应急
尚未作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学科体系，这对
高校应急科普推广师资培养及知识传播都
是不利的。其次，相关鼓励性配套政策及
资金的缺失，致使高校应急科普工作的开
展举步维艰。再次，一方面传统教育的填
鸭式思维一直延续到高校，一方面高校在
开展应急科普方面应付居多，造成高校应
急科普教育效果很难达到理想目标。

第三，高校应急科普内容设置。高校
应急科普内容可以综合考虑应急生命教
育、应急生存教育、应急心理教育、应急
思想政治教育、应急社会教育等五位一体
方式。其中，应急生命教育是应急科普教
育的敲门砖，可以依托高校大学生新生军
训和体育课来开展，这是培养大学生安全
意识的发端期；应急生存教育是应急科普
教育的重头戏，可以依托《灾难求生技
能》课程来开展，该课程囊括理论学习和

实训学习；应急心理教育
是应急科普教育的板上
钉，可以依托《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 课程来开
展，该课程包括消除学生
的心理负担、引导学生因外界事件而遭受
的心理冲击向平稳健康发展两方面内容；
应急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应急科普教育的
定海针，可以依托《军事理论教育》和

《思想政治教育》两门课程来开展，《军事
理论教育》课程以爱国教育理论与实地考
察学习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侧
重指导学生科学应急的思想政治教育观
念；应急社会教育是应急科普教育的锦上
花，主要依托一些社会活动来进行，社会
活动的获得，可以是与校内外相关部门对
接。

第四，高校应急科普推广策略。高
校应急科普工作可以分为理论部分和实
践部分，是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转移。
首先，理论学习要趋于多学科融合，这
样会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点，也会促使
他们主动地去靠近各个学科的知识，多

学科交融的认知系统会使他们对问题的
基本认知变得更加清晰，会让他们养成
习惯于多种不同科学的思考方式。其
次，在高校里面，学生系统学习应急科
普内容的同时，学校要引导学生做好做
精做实每一场演习演练活动，使实战化
演练情景化、标准化、预见化，关注每
一场活动中的每一个细节。

（本文第一作者系河南理工大学应急救
援研究所所长、应急志愿者管理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安全防护与应急管
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工信部应急产业联盟
专家；第二作者系河南理工大学在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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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公认1818年是科幻元年，但恐怕
并非人人都知道，这个元年背后藏着近乎
八竿子打不着的偶然因素。那就是3年之
前的春天，远在印尼的一座火山强烈爆
发，因而影响了全球的气候。

一座火山竟然能影响全球气候？没
错，一旦火山灰升到平流层，就再也不会
落下来，只要数量充足，粉尘就能逐渐在
全世界产生遮天蔽日的效果。因此在欧洲
历史上，1816年是著名的“无夏之年”。

由于没有任何科学家预测到这件事，

当年5月，几个年轻人兴冲冲前往瑞士日
内瓦湖畔度假，结果几乎天天困在乡间别
墅中，眼巴巴望着湖水兴叹。

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更没有网
络的时代，这几位英国文艺青年只好发挥
自娱娱人的创意，举办一场说故事比赛，
而且限定要说恐怖故事，才配得上凄风苦
雨的气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位名叫
玛丽的妙龄女子构思出《科学怪人》（即

《弗兰肯斯坦》）这个故事──主人公试图
凭空创造生命，而他所使用的材料，竟然
是拼拼凑凑、缝缝补补的许多尸块！

这种情节够恐怖吧？可是话说回来，
恐怖不一定要涉及妖魔鬼怪。为了让故事
更有说服力，玛丽决定舍弃灵异手法，改
用当时十分热门的科学知识“生物电”为
关键情节背书。

生物电的研究可追溯至意大利解剖学家
伽伐尼，他在1780年发现青蛙即使被大卸八
块，蛙腿仍有可能抖动，因而认为这是动物
体内普遍有电的证据。此后数十年，这类研
究吸引了欧洲许多科学家，包括电池的发明
人伏打，以及达尔文的祖父等人。

必须强调的是，玛丽借用生物电是为

了求新求变，并未刻意创造一种新的文
体，但由于她的叙事方式恰好符合科幻创
作的基本精神──结合当时当代的科技再
加以延伸──因此在后人眼中《科学怪
人》成了地道的科幻小说。

所谓“当时当代的科技”自然是指生物
电的研究，另一方面，“生命源自于电”则
属于玛丽的大胆延伸。在科幻小说中，延伸
的部分不需要对科学百分之百负责，只要本
身言之成理、足以说服读者即可（否则就是
科学论文，不是科幻小说了）。正因为如
此，科学家至今还不能用《科学怪人》的方
法制造生命，而且恐怕永远不可能。

不过，如果我们放宽标准，允许比较
广义的解释，就不得不佩服玛丽的远见。
因为从20世纪起，凡是与生命起源相关的
实验，“电”大多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例如1996年诞生的克隆羊多利，在它还是
一个细胞的时候，就曾经接受过适度的电
击，才得以启动细胞分裂的机制。所以，
如果你觉得多利这个名字不够响亮，不妨
称它为科学怪羊。

在结束本文前，我们再做几点补充：
一、1816年在瑞士度假的文艺青年，

除了玛丽之外，还有两位名诗人拜伦与雪
莱，以及拜伦的私人医生波里道利等人。
当时玛丽还是雪莱的情妇，后来两人正式
成婚，从此她以玛丽·雪莱（Mary Shel-
ley）这个名字被载入文学史册。

虽然他们都讲述了自己的恐怖故事，但
正式写成小说的只有玛丽的《科学怪人》
（1818年出版）以及波里道利的《吸血鬼》
（1819年出版），后者正是吸血鬼文学的始
祖。

二、如果你以为科学怪人诞生于一片
火花闪电之中，很抱歉，那是后来好莱坞
添油加醋的结果。玛丽并不是科学家，她
在小说里对生物电的描写仅仅点到为止。

三、去年底成功诞生的克隆猴“中
中”和“华华”，虽然大致沿用多利的克隆
流程，但在关键步骤上未曾使用电击，改
采较温和的化学方法诱发细胞分裂。

（作者系台湾著名科幻作家、翻译家）

科 幻 元 年 与 科 学 怪 人
□ 叶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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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创新圆桌会议顺利召开
2018年3月8日，由中国科学院管理创新与

评估研究中心、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中国
科技财富》 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中关村创新圆
桌会议 （总第一期） ”在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
研究院顺利召开。

会议邀请日本樱美林大学华人学者任云教授
做了“乡村振兴、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来
自日本的启示”主题报告。来自中科院、中国农
科院、科技部战略院及相关涉农企业和研究单位
的16位高层次专家学者参加会议讨论。

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加大力度实施城镇化
和公共服务战略的实践，包括基础建设 （如道
路交通桥梁、公民住宅）、教育、福利社会保
险、儿童福祉等方面。这些工作对日本后期国
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比中日
两国发展情况，与会专家认为，我国已到了必
须更加重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阶段，
我国正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日本在乡村
治理、产业经济等方面，特别是公共服务方面
的政策措施值得借鉴。

与会专家对圆桌会议高度评价，一致认为应
将圆桌会议形成机制、形成制度、形成平台，办
成科技创新、军民融合、乡村振兴等领域高层次
专家学者、企业家、创业者交流创新思想、服务
创新创业的“中间体、互联网、孵化器”。

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 19-26日举行
为充分宣传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取得的重大成果和
突出成就，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加
快提升公民科学文化素质，为新时代全面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科技部、中央宣
传部、中国科协决定2018年继续举办全国科技
活动周。

2018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时间为 5 月 19-26
日。主题是“科技创新 强国富民”。

全国科技活动周的主场地点设在北京，主
场将组织开展“2018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
式”以及“强国富民科普博览”、“美好生活体
验活动”、“全国优秀科普展教品展示”、“全国
优秀科普作品展示”等活动。同时，组委会将
组织开展一批贯穿全年的重大科普示范活动。
请于2018年3月30日前，填报《2018年科技活动
周重点项目备案表》、《2018年参与开放活动的科
研机构和大学备案表》。

联系方式：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人才与
科 普 处 ； 电 话 ： 010-58881772， 58881781，
58881767，58881720；信箱：kjhdz@most.cn；传
真：010-58881766；地址：北京市复兴路乙 15
号；邮编:100862。

青年科普创作者，尤其是从事科研
工作或即将从事科研工作的青年创作
者，越来越成为科普创作的重要生力
军，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的科普创作环
境下。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科普创作的
行列，是科普创作繁荣、持续发展的一
个重要方面。令人欣喜的是，近来，我
们看到了一些新的举措和尝试。

一个是2017年4月以来，由中国科
协支持，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组织实施的

“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该计划以“支
持科普科幻元创作、培育科学文化新人
才”为宗旨，面向社会征集科普科幻创作
选题，组织专家团队遴选具有潜力的青年
科普写作者并提供指导、支持及相关培
训。自实施以来，该计划吸引了449位
18-39岁之间的青年科普科幻爱好者们的
547篇投稿，经过多期培训、专家点评及
二期创作后，有100位创作者各自提交了
3万字的作品。

同时，为了拓展科普创作视野，该
计划还面向18岁以上的插画作者们开展
了“科普科幻青年之星作品插画大赛”，
要求插画作者们选取青年写作者们创作的
一篇文字作品开展插画创作，对其主题进
行诠释。大赛征集到了130多幅作品，其
中很多作品得到了文字作品创作者的认同
和赞赏。2018年，“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
划”还将继续推进，可望吸引更多的青年
人加入到科普科幻创作的队伍中来。

另一个是2017年12月中国科学院印发
的《关于在我院研究生教育中实施科普活
动学分制的通知》。《通知》指出，研究生是
开展科研工作的重要力量，也是科普工作
的重要参加者、践行者，在中国科学院内
试行设立科普活动实践课并实行学分制。
而科普活动实践课程形式之一即为“开展
科普创作，组织科普活动”，对于科普创
作，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完成4篇能够
达到发表水平的原创科普文章，或制作2部3-5分钟的科普微视
频。这是促进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并行发展的一项开创性举
措，很可能会在全国的研究生培养中形成示范效应，从而对科
普创作乃至科普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2018年2月，我们与十多位青年科研工作者、科普作
家以及科学编辑，围绕如何增加科普创作的新鲜血液进行
了一场讨论。讨论中，令我印象深刻且颇为感动的是，这
些年轻的博士、硕士科普创作者们，并不是出于稿费来投
入科普创作，他们的初心或是“希望把自己的爱好和专业
结合起来，以破解大众的误解”、或是“希望把专业领域的
知识用恰当的方式传递给其他人的一种身为科研工作者的
责任感”、或是“希望让本科生听到我们的声音，服务招
生，同时增进大众对我们的了解，也让我们看到民众需要
什么”、或是“用科普创作来倒逼自己更好地丰富自己的研
究和学识”，满满的正能量。

这使我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对于科普事业发展
来说，也同样如此。有科研机构、科普及科普创作机构的
多方协同和青年科普创作者们的热情和努力，科普创作乃
至科普事业的未来发展，我们充满期待，也充满信心。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秘书处研究与交流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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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40年代美国的一幅科幻插画描绘的
是，一个腿和手臂都十分灵活的小脑袋机器人，
因对国家声称像它那样的机器人是无生命体感到
不满，而使出自己的绝招蹂躏身边的人们。

“不寒而栗！又一个大消息突袭，全世
界惊呆了！”几天前，科普界老前辈、著名
科幻作家金涛先生从微信给我转来一篇文
章，标题煞是吓人。先生还专门附言：特别
请科幻作家关注此事！科普时报对此不能沉
默啊！建议找几位人工智能专家笔谈，也可
介绍目前世界研究的新动态。

这篇文章披露了两件事情：一是，最近
很多国外用户反映，他们使用的亚马逊 Al-
exa 智能音箱，半夜里居然经常会莫名其妙
地发出巫婆般的恐怖笑声；二是，Facebook
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的两个AI聊天机器人
互相对话时，竟然逐渐发出了人类无法理解
的独特语言。

据称，身临其“境”的工程师们，都被
“吓毛了”。

对于这两个“事件”的真实性，我暂时
持怀疑态度，但愿那几位工程师不是风声鹤
唳、疑神疑鬼吧。说起来，打小喜爱科幻作
品的我没少被幻想中的奇事吓唬。印象最深
的，是大约40年前上映的科幻电影《未来
世界》所展现的场景：一个个重要人物被栩
栩如生、跟其本人一模一样的智能机器人

“替换”，身边之人根本看不出来。最近一两
年，包括霍金、盖茨、马斯克在内的业界大
腕，都频频对人工智能表达出深深的忧虑，
让我不免也胡乱联想：这几位“爷”是不是
还记得那部电影，也担心被替换啊？

还想起将近100年前，捷克斯洛伐克有
位叫做卡雷尔·恰佩克（Karel Capek,1890—
1938）的作家，于1920年创作了一部著名的

剧作《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该剧讲述的是
在23世纪初期，机器人不愿再受人类统治，
发动叛乱并屠杀人类的故事。剧中首次使用
了“robot”（机器人）这个词。它源于捷克
语中的robota，意为奴隶或被压迫的劳工。
作者借唯一幸存的人物阿尔奎斯特之口表达
了忏悔：“为了我们的自私自利，为了利润，
为了所谓的进步，我们把全人类都葬送了！”

认真说来，恰佩克塑造的机器人，类同
于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 《弗兰肯斯坦》
（又名《科学怪人》）中在实验室里用化学
方法制造出来的玩意儿，应该称作“人造
人”或“复制人”（英文为“Audroid”）。
而“Robot”则应是由电脑和机器零件组装
制造的“机械人”或“机器人”。不过，如
今科幻作家们已经习惯用“Robot”来表示
（用机械制造的）“机器人”了。

下面就聊聊目前人工智能研究的新动态。
美国科普及解密类纪录片导演詹姆斯·巴

拉特基于多年采访撰写的一本书《我们最后
的发明：人工智能与人类时代的终结》出版
后反响颇大，该书最近有了中译本。书中探
讨了一味追求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带
来的危险，以及未来失控的可能性。他提
出，人工智能是一种双刃剑式的技术，就像
核裂变一样。核裂变能为城市提供照明，也
能焚毁城市。1945年之前，大多数人根本无
法想象它的力量有多可怕。“对于先进的人
工智能，如今我们所处的位置一如20世纪
30年代之于核裂变。如果我们像贸然引入核
裂变那样引入人工智能，恐怕全人类都无法

存活下去。”
在巴拉特看来，21世纪的

核心挑战便是如何与智能机器
既安全又合乎道德伦理地共
存。他还说：“我深信，知识渊
博的专家们要是从未怀疑过人
工智能的安全性，一定是患上
了妄想症。”

当然，对于人工智能的未
来所抱持的，并不都是忧心忡
忡。美国未来学家约翰·C·黑
文斯就提议，我们要以好奇
心、笑声与欢乐去迎接未来，
而不是恐惧、忧郁和害怕。前
不久，李开复在为郝景芳的科
幻小说集《人心彼岸》所作的
推荐序中也表示，他反对任何
关于人工智能终将毁灭人类的说法。“基于
我在人工智能领域37年的经验，我可以很
有信心地说，这类耸人听闻的预言并没有切
实的工程基础。科幻小说主要是幻想，而不
是‘科’学。”

李开复认为，在未来数十年，人工智能
还不能独立进行“类人”的常识性推理、跨
领域的理解、充满创造性和策划性的工作，
它们也不会拥有自我意识、情感及人类的欲
望。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人工智能距离拥有
自我意志、能够对自身进行设计改造，进而
奴役或征服人类，眼下尚有天地之遥。

然而，不管怎么说，当我们能够制造的
东西可以摧毁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身时，我

们的进步就过了头。难道，进步的陷阱只是
被视作个别偏离正轨的现象而已？我们就算
能够预测到那些“邪恶”力量可能带来的影
响，也无法对之实施监管并规避可怕的后果
吗？

两千多年前，古罗马作家奥维德在《爱
的艺术》第三卷中，写下了如是耐人寻味的
诗句：

许久以前……/没有人用犁撕裂土地/或
把土地分封出去/或以船桨横扫大海——/海
岸线就是世界的尽头。/聪明的人性，沦为
自己发明的受害者，/具有灾难性的创造
力，/为什么用带有瞭望塔的城墙把城市围
起？/又为什么要为了战争而武装？

相关话题，下期再聊。

它 的 力 量 究 竟 有 多 可 怕 ？
□ 尹传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