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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一颗敬畏植物的心，用一双懂得草木的眼睛，一颗善解花意的心灵，悉心聆听花言草语，运用
细腻、生动的文笔，富有哲理的漫画去解读这些鲜活而灵动的植物，思考人与植物、人与环境的关系，
唤起人们对身边一草一木和生存环境的热爱……”这是作者的初衷，亦是对这本书中肯的解读。

祁 云 枝: 在 花 与 草 之 间 修 行
□ 王朝群

《漫画植物的智慧》 是祁云枝
女士最新出版的由她既画又写的关
于植物方面的漫画美文图书，漂亮
别致的封面，形象生动的插图，精
致的文字，是我对这本书最深的印
象。

这书的漫画与文字是沾染了花
草之香的。每种植物都由一幅漫画
加一篇精美的短文阐释，画作和文
章相得益彰，有着独特的韵味。或
故事引入，或开门见山，或联系生
活，或启发哲思，智言妙语中，传
播了知识和情怀。

秋雨连绵的课堂上，我会把书
中精美的漫画和美文展示给孩子
们，与孩子们分享雪莲的小小温
室、颜值与智慧并存的耧斗菜、长
瓣兜兰的产房、春羽的加热棒、开
黑店的杓兰、石竹的盾牌，等等，
那些卑微的花花草草，居然蕴藏了
太多的生存智慧。

在慨然一叹或捧腹一笑之间，
花花草草的生长规律、生活习性便
了然在心，花草原有着这样千差万
别的性格与脾气。左右逢源的番木
瓜，自静其心的卷心菜，有仇必报
的荨麻、厚积薄发的紫薇、左边天
使右边魔鬼的曼陀罗……一颗颗活
灵活现的植物，就像一个个生动活
泼的人，让我无数次掩卷沉思，在
看那些娓娓道来的植物知识时，更

是反观境遇，反思人生。
印象中对植物知识的学习是枯

燥的，因为太抽象，有太多知识需
要记忆，所以常常抵触。在翻开这
本书时，心情是愉悦的，收获是丰
厚的。人世间美好的事物中读书是
一桩，更何况常常被充沛的情感所

感染，被别致细腻又有智趣幽默的
文字点燃，和作者共鸣：描写杨树
时的多情与难舍的乡土情愫。沙漠
植物锁阳、随遇而安的蒲公英、卓
尔不群的蜡梅花……篇篇都是经
典，美文美图，让人赏心悦目。

读一本书改变一种心绪，那种

共鸣是悄悄发生的，是在不知不觉
间甘愿沦陷的。忍不住闭上眼睛觉
知自我，不经意间也像作者一样有
了一颗忧虑世间万物的柔软之心。
为人类的强取豪夺而愤慨，为那些
消失在大自然中的众多物种而叹
息。“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万物原是那样纯良美善、智慧，只
是我们没有懂它而已。借着这本
书，净化自己，更是学会了与自然
坦诚相处。今天起开始拥有一颗恬
淡之心，朝着文明的方向迈进——
这是此书的功劳，又何尝不是作者
的功劳呢！

作者拥有一支神奇之笔，花花
草草，水果药材凡属植物者，盖能行
文。植物和哲学，植物和数学，植物
和美学，植物和化学，植物和医学，
植物和养生学，林林总总，包罗万
象，不禁赞叹作者的学识渊博，也仰
慕作者平和开阔的生活境界。

从 《漫画疯情》 到 《植物哲
学》《枝言草语》到《漫画植物的
智慧》，是一种飞跃，更是一个有
责任感、有使命感的植物人给人类
写下的箴言。很有幸我从她这些年
出版的新书中感受了作者的勤奋善
思和对生活的热爱，对植物的爱
怜，对文学的执着，我愿意做她忠
诚的“枝粉”，接受来自植物们的
启迪和思考。

兰花的外形已经大大超出了
我对于花朵的认知，我甚至很难
在一朵陌生的兰花上分清萼片、
花瓣、唇瓣、雌蕊、雄蕊等等花
朵的部件。说它们是花吧，这些
家伙可以把小昆虫骗得团团转。
不动声色的花朵，居然能给昆虫

“上套”，让一些不明就里的昆虫
“愣头青”按照自己的心思，在既
定的模式和时间里帮它传粉，末
了，还是“铁公鸡”一只，不付
给干活者一厘工钱！

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兰花，
会使出模拟昆虫、扮演昆虫的情
敌、使用“美食”诱惑、进行性
欺骗等等五花八门的“绝技”，来

诱惑那些常常犯懵的小虫子免费
为自己干活，壮大兰花家族。

兰花的IQ，在植物世界里是
数一数二的，这真是一种让人着
迷的植物。也就是说，我们眼前
的兰花，从原产地南方热带雨
林，一步步走向世界，走进千家
万户，不仅凭借美丽的外表，还
要仰仗智慧，甚至是不怎么厚道
的生存计谋。像是“挂羊头卖狗
肉”的蕙兰、玩仿真的长瓣兜
兰、变身“胡蜂小姐”的眉兰等
等。

来自于兰花层出不穷的花
招，的确让人叹为观止。兰花诱
惑昆虫的手段，兰花的审美情趣

和对于快乐的理解，都十分值得
人们叹赏。然而，当花儿在地球
上现身时，人类还没有出现，周
围也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对象，
那么，花儿的这些心思和想法，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兰花的足智
多谋和锲而不舍，的确为人类树
立了奇异的榜样。我丝毫不怀
疑，就算有一天，人类从这个星
球上灭绝，兰花也还会长久地生
存下去……

梅特林克说：“如果人类用上
我们花园里任何一朵小花显示的
力量的一半，来消除痛苦、衰
老、死亡之种种阴影，那么我们
的际遇将与现状是多么的不同。”

小昆虫的“兰花套”
□ 祁云枝

我国古人在探索飞天的航路上，走
过了漫漫千年……

世界最早的飞行器：风筝。
古人制造飞行器械的探索。最早有

史可查的努力可追溯到春秋时期。据
《韩非子·外储说》载：墨翟居鲁山(今山
东青州一带)“斫木为鹞，三年而成，飞
一日而败。”是说墨子研究了3年，终于
用木头制成了一只木鸟，但只飞了一天
就坏了。墨子制造的这只“木鹞”就是
中国最早的风筝 。后来墨子把技艺传给
了他的徒弟鲁班，鲁班“削竹木以为
鹊，成而飞之。”终于成功地用极薄的木
片或竹片制成了风筝。东汉时期，蔡伦
发明了造纸术，在制作风筝时，逐渐以
纸代木，称为“纸鸢”。五代时，又在纸
鸢上系竹哨，风吹竹哨，声如筝鸣，故
以后称“风筝”。在正史中也有关于风筝
的记载，南北朝时侯景作乱”，梁武帝被
围困台城，“尝作纸鸢，飞空告急于

外。”留下这一风筝求救的故事。
美国西雅图代顿航天博物馆是世界

上最大的航天飞行器博物——馆内第一
部分关于飞机起源的展览，就有中国的
风筝，说明风筝是人类飞行器的前身。

热气球的雏形：孔明灯
热气球作为一种航天飞行器，在中

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古称“飏灯”，因
为升扬在空中又称“天灯”，燃料后来
多用松脂，也叫“松脂灯”，而民间则
多称其为“孔明灯”。孔明灯的制作方
法一般是用竹篾扎成一个球形灯架，上
方不留出口，糊上纸勿令漏气。灯下点
燃松脂，灯内充满热空气，即可冉冉升
空。实际就是一种原始的热气球。

孔明灯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
一，早期多用于夜间军事活动传递信
息，是一种“信号灯”。现代人们则把
这种灯视为“许愿灯”，多用其来祈
愿。有传说孔明灯是三国时诸葛亮发明

的，其实至今没有发现有关史料。“孔
明”二字是因为这种灯四周要围挡起
来，从孔洞泄光而得名。具体是何人何
时发明的，目前尚未有准确的考证。

航天始祖万户的飞行实验
陶成道是明朝的开国功臣，朱元璋

以元朝的官制授他为万户官，所以人们
习称他为“万户”。万户喜钻研炼丹技
巧，一次炼丹事故后，转为试制火器。
万户晚年时曾将风筝与火药制成的火箭
结合使用，进行升空尝试。他在一把座
椅的背后装上47枚自制的火箭，将自己
捆在椅子上，双手举着2个大风筝，然
后叫人点燃火箭，设想利用火箭的推
力，加上风筝的力量飞起。不幸火箭爆
炸，万户当场献出了生命。万户的努力
虽然失败了，但他借助火箭推力升空飞
行的尝试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不失为
世界航空史上的伟大事件，因此这位向
天空搏击的英雄被世界公认为“真正的

航天始祖”。为了永远纪念万户的功
绩，国际天文联合会将月球背面的一座
环形山，命名为“万户山”。

中国第一架飞机的诞生
1903年12月17日，美国的莱特兄弟

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载人飞机飞行成
功，这一消息极大的激励了一位当时在美
国打工的中国人冯如，他决心依靠中国人
自己的力量来制造飞机。1907年，冯如在
一些爱国华侨的资助下，在旧金山的奥克
兰租了一所工厂，开始制造飞机。在几经
挫折和失败后，冯如终于在1908年9月21
日设计制造出中国人的第一架飞机，并亲
自驾驶它飞上了蓝天，成为第一个自行设
计、制造飞机、并驾机飞行的中国人。被
誉为“中国航空之父”。

飞 天 航 路 越 千 年
□ 嵇立平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始祖”万户的雕像。

史海科迹

祁云枝：研究员，就职于陕西省
西安植物园，陕西省植物研究所。西
安市雁塔区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
漫画研究会副会长，中科院科普团西
安分团副团长。《科学画报》《科普时
报》《黔南日报》等报刊专栏作家。出
版植物散文和漫画著作《枝言草语》
《植物哲学》《植物的智慧》《漫画生态
“疯情”》《A Cartoon Book：Crazy
Plants and animals》（英国出版）等
多部。十多篇文章入选高中、初中语
文阅读题。

腾云驾雾，高居于碧霄之上；御风而行，逍遥于九重天外。在我们的
祖先心中，很早就产生了这样翱翔天宇的渴望和梦想。自古以来，我国就
流传有嫦娥奔月的动人传，《庄子·逍遥游》中对“列子御风而行”的心驰
神往、《西游记》对中孙悟空筋斗云法术的浪漫想象。

朋友交往，讲究的是桑荫不徙。古人云，“酒逢知己千
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我和好友交
往，常常以诗词相赠，或和诗作答；期间乐趣，相互自
知，会心之处，莞尔一笑。

陈虔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教授，长期从事项
目管理软件和协同工作软件研发，虽为信息技术专家，却
文学功底深厚。我俩因都爱好写诗，文字交往甚多。近年
来，北京冬春常常久旱不雨，2017年2月18日“雨水”节
气这天，仍不见雨水。有感于斯，陈虔以 《雨水》 为题，
作短诗两首示我。第一首纯为感慨，叹沙尘雾霾肆虐，感
节气时令紊乱：“清风拂面寒气衰，不闻雨声踏春来。任凭
微尘肆意飞，燕都此节似虚摆。”我步其韵作答，对人类不
尊重大自然、随意改造山河表示忧虑：“节气不准规律衰，
雨水不见雨水来。自然法则应敬畏，山河非能胡安摆。”第
二首诗则很幽默：“轻风徐徐送春归，田野凄凄盼雨水。日
上三竿空自照，龙王偷懒尤酣睡。”时任纪委书记的我，自
然也不会忘记风趣一把：“龙王偷懒尤酣睡，纪律涣散不作
为。天宫也须勤整顿，腾云巡视派纪委。”

李文彬教授是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院长，改革开放初
期曾留学日本，归国后一直从事林业机械及人机环境工程
教学和科研工作，桃李满园，成果丰硕。李老师的诗朴
实、自然、清新，略带感伤，并伴深沉思考；他多愁善
感，常触景生情，咏物怀乡，感慨而歌。我喜欢李老师的
诗，如同欣赏他的为人，常与他和应伴唱，插诨打科，互
添乐趣。2017年10月28日，适逢重阳节；一大早，从微信
朋友圈读到李老师写的《儿时重阳节的记忆》短诗：“青瓦
沐曦光，白霜遮草黄。煤炉催屋暖，陶缸蒸酒忙。田里稻
桩短，云外雁队长。重阳浮旧事，游子梦还乡。”熟悉的画
面，浓郁的乡情，淡淡的乡愁，泥土气息、家乡味道、故园风景扑面而来！

我和李老师同为湖南老乡、同届大学生，又属同龄人，还住隔壁邻居。
喜读李老师乡土诗，倍感亲切，顿觉满目芬芳，思乡念亲之情油然而生。想
到两人皆生性耿直、野鹤闲云、志趣相投，不以升官发财为追求，惟愿勤政
为民尽职责，遂回《读李文彬兄重阳诗有感》一首，以作应答，共表心迹。

“霾散云开天有情，重阳温酒和友吟。楼皇心远凉客套，室陋趣近暖芳邻。
爱观花鼓蛮霸戏，不喜京腔哼哈音。闲避尘闹慕公望，千里江山万年新。”

2018 年 1 月 31 日晚，长达 1 小时 16 分钟的“超级月亮+蓝月亮+红月
亮”（又称“超级蓝血月全食”） 三合一罕见月全食天象在中国全境呈现。
此次月全食发生时，月球距地球的距离刚刚超过其距近地点的距离，几乎和

“超级月亮”一般大，故被称之为“超级月全食”。所谓“蓝月亮”，并非指
蓝色的月亮，而是指在公历的一个月里连续出现了两次满月 （1月2日和1
月31日），实为难 （蓝） 得一见。“红月亮”是指此时太阳光中波长最长的
红光散射、折射到月球表面的最多，从而出现了“红月亮”现象——此时的
月全食由此也被称作“血月”。据称，上一次出现此种天象还是在152年前。

那天晚上，中国科技馆欧建成副馆长正好在办公室加班，亲眼目睹了奥
运五环塔上空的“超级蓝血月全食”，兴奋地填写了“水调歌头·红月照临科
技馆”词一首，连同“超级蓝血月全食”摄影美图一并发我同赏。“皓月四
时有，岂独在中秋。姮姮娥宝鉴孤悬，奥塔最高头。银光辉耀千里，白毫泽被
万家，圆缺永无休。众星黯失色，我独领风骚。//岁月驰，催人进，起宏
猷。新旧两馆接力，指顾三十周。如今际此盛世，勇竞时代风流，吾侪齐奋
斗。踵事而增华，更上一层楼！”

今年是中国科技馆开馆30周年，感念以实体科技馆、流动科技馆、数字科
技馆、科普大篷车（被誉为科普轻骑兵）和农村中学科技馆建设为主的中国特
色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成绩斐然，我喜不自禁，遂步欧馆长词韵欣然和之，共
享良辰美景，同贺建馆业绩：“蓝月今独有，风劲盖中秋。奇观百岁一遇，缘分
水西流。圆满超级全食，橙玉玲珑剔透，万
镜竞相收。星众作陪衬，华晔占鳌头。//光
阴逝，夜与昼，永不休。馆开卅载，科技妩
媚丽姿柔。体系构成初现，流动实体数字，
轻骑解农愁。奥塔金樽举，欢庆待层楼。”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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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的辞典中不乏“海国”一词。如果从
英国海军巡洋舰“格·挑战者”号1872年12月开始的
历时3年零5个月的大洋调查算起，利用船舶在大洋
上留下的划痕除了运输，更多的是战争。无论当年的
北欧海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大炮巨舰主义、二战
时220余艘航空母舰在大西洋与太平洋上残烈对决，
还是马岛海战、海湾战争等以及驶往叙利亚的美国

“杜鲁门”号航母展开的“精准打击”，唤醒曾经饱受
海上侵略的中国人民的海洋意识，重视海洋国土安
全，建设海洋强国。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间，西
方列强从海上对我发动的侵略达470多次，其中规模
较大的80余次！不忘历史，牢记使命，中国汉字会
说话：“武”为止“戈”。

2018年4月12日上午，人民海军以辽宁舰为核
心的48艘战舰，76架战机，10000余名官兵在南海
举行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部
队中强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奋斗中，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的任务从来
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

为庆贺“辽宁”舰编队完成首次南海演习成
功，迎接“人民海军建军纪念日”与“世界读书
日”，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国防科普专业委员
会与北京轩航信息技术研究院承办的“书香少年中
国——航母梦 海洋梦 中国梦”活动将于4月23日

举行。主办方将联合国防工业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科学普及
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湖南科技出版社等10家出版单位和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以及北京市有关学校优秀学生围绕“弘扬
爱国主义、传承航母精神、普及海洋知识”进行国防科普梦系
列图书创作研读及研讨暨本年度“阅读季马拉松”，成为首届

“读万卷书.行万里海疆路”海洋主题科普教育活动的特色内
容，部分研读成果将成为国防科普图书出版内容。 （觉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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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海洋》［美］ 梅拉尼· L. J.
斯蒂斯尼著，祝茜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版。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们一直以最基
本的方式与海洋联系在一起。海洋为人类
提供了生存的基本需求——食物和氧气，
海洋还带来航运与贸易的巨大契机，文明
与海洋繁荣与共。不仅如此，人的心灵会
自然而然地沉浸于海洋带来的愉悦、激励
和慰藉中。

《伟大的海洋》 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
馆出版的“ 自然的历史”（Natural His-
tories） 系列的第三本书，让我们跟随作者
来探索世上“伟大的海洋”，以及生活在
海洋中那些美丽和奇特的动物。书中内容
均选自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图书馆中的珍
贵馆藏书，展示了一些具有重要科学意
义、史上罕见、绘制精美的海洋生物，并
由博物馆阿克塞尔罗德研究馆馆长梅拉

尼·L. J.斯蒂斯尼博士撰写了富有启发性
的文章。

确切地说，“海洋”处于美国自然历史
博物馆的中心。宏伟的米尔斯坦家族海洋
生物展厅位于博物馆中央，是最具有标志
性和深受喜爱的展厅之一。29 米 （94 英
尺） 的蓝鲸——地球上最大、最壮观的生
物模型占据了展厅最重要的位置。这个展
厅将游客带入了壮丽的海底世界，展示了
海洋的生态和物种的多样性。该展厅中还
设置了博物馆中最逼真的栖息地实景模
型，描绘了安德罗斯岛的珊瑚和海平面上
下的珊瑚礁，以及巨型乌贼和鲸殊死搏斗
的神秘场景。

米尔斯坦家族海洋生物展厅的玻璃展
柜中陈列了长久以来博物馆海洋研究积累

下来的标本，包括现存鱼类、无脊椎动
物、哺乳动物、海鸟、海洋古生物。尽管
海洋占据了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二，科学家
们年复一年地对其进行研究，但大部分海
洋尚未被科学勘探，而那些海域的物种和
栖息地都面临着环境的威胁。

时至今日，水下潜艇、新型潜水装
备、新成像技术为科学家们的海洋科学研
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有希望带来更多的
发现和科学进步。

我们希望本书能为您揭开海洋的神秘
面纱，令您沉浸在由伟大的科学家和艺术
家所呈现的伟大海洋之中，激起您对海洋
的好奇心，行动起来保护海洋的今天和未
来！

（作者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

诸多博物学家、探险家和冒险家们忍受着狂风暴雨和疾病的折磨，进行了早期的海洋科学探索。他
们努力发掘新领地和鉴定新生物，获得了丰硕的发现，揭开了许多科学上的不解之谜，影响至今。

科学的海洋 艺术的海洋
□ 爱伦·V. 富特

精美的科学插图证明，美感的愉悦与科学的
信息可以在物种记录上并存。《伟大的海洋》一书
还讲述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和艺术作品的趣闻轶
事，让读者沉浸于发现新奇生物的传奇故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