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星云奖，由美国科幻与
奇幻作家协会于5月19日颁布，美
国小说家N.K.杰米辛凭借“破碎的
星球”第三部《石之苍穹》获得了
备受瞩目的最佳长篇奖。《石之苍

穹》作为杰米辛“破碎的星球”三
部曲的完结篇于 2017 年 8 月出版，
2018年由天地出版社引进出版，已
与国内读者见面。

曾击败刘慈欣作品蝉联雨果奖
早在 《石之苍穹》 获得星云奖

之前，“破碎的星球”前两部 《第
五季》和《方尖碑之门》便双双获
得了前两年的雨果奖最佳小说。
2017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第75
届雨果奖正式揭晓。令中国科幻迷
遗憾的是刘慈欣 《三体 III·死神永
生》 并未得奖，无法再续 2015 年

《三体》 获雨果奖时的辉煌。而再
次击败刘慈欣的正是2016年雨果奖
长篇小说奖得主黑人女作家 N·K·
杰米辛，继2016年获奖作品《第五
季》之后，凭借《破碎的星球》系

列作品的第二部《方尖碑之门》再
次获得该奖项。

“破碎的地球”系列小说设定
在遥远的未来，人们生活在一个叫
做 “安宁洲”的超大陆上，他们
生活的世界周期性地发生生态灾
难，拥有超能力的人们能够影响地
球形态和气候变化。在静寂的安宁
洲中，一条巨大的红色裂隙将大陆
从中心撕裂，残酷可怕的“第五
季”开始。桑泽帝国的心脏尤迈尼
斯城面临崩溃。隐姓埋名在雷诺镇
上的伊松，她的平静生活一夕之间
不复存在，命运走向不可逆转的另
一个极端。一座城市变成废墟，一
个帝国陷入恐惧。人类文明进入冰
冷永夜，毁灭季越来越黑暗。这一
切，肇始于一个疯子的复仇计划。

他撕裂大地，以终结世代禁锢的暗
黑宿命。只有开启方尖碑之门，找
回月亮，方可结束这漫长的凛冬。
月亮回归之日，便是解脱之时……

首位获奖黑人女作家，好评
如潮

“破碎的星球”作者科幻女作
家 N. K.杰米辛凭借本作开创了雨
果奖历史上首位黑人获奖者的先
河，并成为继奥森·斯科特·卡德后
雨果奖历史上第二位蝉联长篇小说
奖的科幻作家。据悉，N·K·杰米
辛出生于布鲁克林，她的短篇小说
数度获雨果、星云、世界奇幻等奖
项的提名，同时她也是 《纽约时
报》奇科幻类书籍的评论人。杰米
辛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下成了一个
科幻迷，父亲常常在凌晨一点时带

她看老版 《星际迷航》，并告诉她
“这是荧幕上第一次出现白人男性
亲吻了有色人种的女性。”这让她
在之后的写作中乐于并擅长探讨文
化冲突和压迫等主题。

相比于作者，《破碎的星球》
更是星光闪耀，强势入围星云奖、
世界奇幻奖，荣获英国《卫报》奇
幻小说奖桂冠，囊括2016年、2017
年两届雨果奖获奖作品，2018星云
奖，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完成度最高
的系列小说，备受期待的“雨果奖
三连冠”系列。各大权威主流媒体
更是好评如潮，《出版人周刊》 对

《石之苍穹》的评价是：“栩栩如生
的人物、紧凑的情节和高超的世界
构建功力全部汇集于这个令人难忘
的故事中了，饱受苦难的悲伤幸存

者们努力重振精神挽救他们残余的
破碎家园。”

NPR 的 评 论 员 Amal
El-Mohtar 赞扬了这本科幻小说的
反套路，说“如果破碎地球三部曲
展现了一个以灾难和动荡为常态的
世界，《石之苍穹》 则探寻了如何
在压迫和种族灭绝之上建立正确的
世界。”《卫报》评价其是一部野心
之作，不断移动的观点，不到小说
最后无法显现主角的复杂度，绝对
改变了奇幻、科幻小说。《纽约时
报》更是用精致非凡来形容这部作
品。美国国家电视台则认为，杰米
辛在这个系列的成就是惊人的，完
全超出了人们对史诗奇幻故事的期
待，并且呈现了伟大作品该呈现的
样貌。

盘点2008年出版的“迎奥运”图
书，约有1000多种。随着时过境迁，
大多都沉埋不彰了。赵致真在当年的
《后记》中曾写道：“希望这本书不是
应景的‘易碎品’，而能有长一些的生
命力”。今天的再版证实了赵致真当年
的清醒和自信。“北京奥运会已经成为
历史，但体育运动中的科技原理和力
学规则却永远不会过时”。何况这本书
深厚的语言功力和宽广的人文情怀，
更增添了它和岁月抗衡的能力。

新版《科技与奥运》，并不是10
年前的原封复制，而恰恰体现了今天
鲜明的时代特色。通过简单的扫取二
维码，便能“一码归一码”，清晰流
畅播放35集电视片的中英文版视频。

“书中自有电视机，书中自有机顶
盒，书中自有播放器”，赵致真在
《前言》中说，“《科技与奥运》当年
完成后。只能视频出光碟，文稿印图
书，分道扬镳，难以聚首。今天却能
同时收进纸媒中，可谓一炉共冶，两
全其美了，这是数码时代的恩赐”。

关于互联网时代纸质图书会不会消亡
的讨论，已经旷日持久并迄无定论。
新版《科技与奥运》雄辩证明，互联
网＋能够赋予纸质媒体许多全新功
能，在保持自己传统优势的同时，通
过“混血”改造“平面基因”，嬗变
出更具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新形态。

赵致真的《前言》还正面触及了
一个科普界常年以来各持己见的话
题，“文科生能不能做科普”。赵致真
应该算“中文系出身”，《科技与奥
运》 却每篇都在讲述体育运动的重
心、力矩、惯量、守恒、摩擦、碰
撞、形变、压差等，是不折不扣的

“硬科普”。赵致真自己表示。“其实
我一向对‘文科出身’和‘理科出
身’心存疑虑。二十来岁年纪，读了
四五年大学（在我的时代，不少人进
校便遇到‘文革’），怎能从此贴上
一成不变的‘出身成分’标签？人的
学习是终身的，知识构建和事业重心
也可以不断改变，这是个值得讨论的
话题”。他显然欲言又止，本文也不

打算展开。但《科技与奥运》个案对
于“文科生不能做科普”的命题，应
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伪。在媒体从
事科学写作的“文科生”们，至少可
以减轻点“自卑心理”和“出身包
袱”了。

最令人感动和促使本文动笔的原
因，是看了北京大学著名物理教授武
际可和上海大学著名物理教授戴世强
写的《序言》，二位老师都先后担任
中国力学会副会长，2008年他们策划
在高教出版社编纂一套《大众力学丛
书》，作者是“一批颇有学术造诣的
资深力学家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
者”。然而却破格看中赵致真的《科
技与奥运》，并且列为《大众力学丛
书》第一本出版。还写了热情洋溢的
推荐文章，武际可老师说“他不仅对
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理很熟
悉，而且在运用它们解释体育运动中
常见的力学现象方面表现的游刃有
余”。戴世强老师特别写道，“听说此
书作者毕业于中文系，因此，更以审

慎的眼光关注书稿中涉及的科学内
容，特别是关于力学的叙述。令人拍
案惊奇的是，从这一角度看来，全书
几乎无懈可击。可见作者的科学底子
不薄，也可见他长期从事科普工作的
功力”。

我想两位教授如果拿放大镜认真
挑毛病，希望“彰人之失显己之
明”，大概总会找到一些瑕疵的。而
他们却“见善若惊”，以极大的热情
欢迎一个力学“部落”和“圈子”之
外素不相识的“文科生”到《大众力
学丛书》 平起平坐。丝毫没有觉得

“侮辱了名校名师的智商”。可见越是
资深望重的大家，越不会忌惮“异姓
陌路”到自己的“领地”造访，而乐
于举贤荐能，因多了一个同道而由衷
高兴。

2018年7月17日至29日为全国食品安全
宣传周。

9 年前的今天，也即 2009 年 7 月 20 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而制定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开始实施。在此之前，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
发：1998年，山西朔州发生震惊全国的假酒
案；2003 年，“金华火腿敌敌畏”事件被曝
光；2006年，河北“红心咸鸭蛋”被检测出
含有致癌物质苏丹红；2008年，波及全国的
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一度使国产奶粉业一蹶
不振……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颁布食品安全法及
其实施条例，对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可谓意义重大。之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又分别于2015年和
2016 年对这两个法律文件进行了修订。自
此，各级政府加大监管力度，食品安全保障
水平不断提高，防控食品安全大规模、系统
性风险能力不断提升，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
中向好。这正是：“祸从口入人命悬，食品安

全大如天。无良见利忘却义，有胆执法责在
肩。科学对待添加剂，理性认识毒物源。执
箸把盏安心饮，一饭一菜俱欢颜。”

《食品安全法》强调食品安全标准应包括
“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中的致病
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
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
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还应包括“食品添加
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受食品安全事
故频发的影响，食品添加剂一度曾受到公众
广泛质疑，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替罪羊。曾
几何时，一谈到食品安全，很多人就会联想
到食品添加剂，误认为食品安全问题都是食
品添加剂造成的，由此甚至影响到了相关经
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孙宝国院士是北京工商大学校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专注于精细化工研
究，在肉味香料和肉味香精方面攻克了众多
技术难题，曾获多项国家级科技奖励。为了
消除人们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他在科研、
教学之余，做了大量宣传、普及食品添加剂

科学知识工作。2016年，他主编的科普图书
《躲不开的食品添加剂》，还使他第三次获得
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在 《躲不开的食品添加剂》 这本书里，
孙宝国联合来自6所高校的9位食品专家，针
对从一万多份实地问卷调查中梳理出来的老
百姓最为关心的118 个有关食品添加剂的热
点问题，一一予以通俗解答。他还撰写《离
不开的食品添加剂》科普长诗，通过开设科
普讲座，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宣传食品添
加剂知识，用科学、通俗、生动的语言讲解
食品添加剂背后的故事，释疑解惑，正本清
源，让民众对食品添加剂有了更准确、更科
学、更系统、更清晰的认识。所到之处，粉
丝蜂拥，网红炼就。

食品添加剂是为改善食品色、香、味等
品质，以及为了预防腐坏和加工工艺的需
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天然的物
质。我国目前有22类2300多种食品添加剂，
那么，如何判断食品添加剂是否有毒、有
害？孙宝国举例说道：“从毒理学角度来看，
卤水豆腐中的卤水有毒，可乐中的酸味剂是
磷酸，有害。但是，把它们应用到食品中
时，只要不超过最大使用量，对人体就没有
危害。因此，判断食品添加剂是否安全、有
害，就是要看它是否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来
使用，是否做到了既不超范围，也不超量。”

孙宝国认为，科普工作和科学创新同样

重要。他指出，“科技专家做科普要擅长什么
就讲什么，态度要虚心；因为在其他领域，
专家也是科普的对象。”他强调，“要结合自
己的科研工作或科研成果做科普，知道的、
明白的就讲，不知道、不明白的就一定不要
讲。”

食品工业和餐饮业的发展对改善人类的
食品品质、提高人们的身体体质、丰富人民
的生活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食品添加
剂在其中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食
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的灵魂，没有食品添加
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孙宝国是我国食
品添加剂领域的唯一一位院士，他认为，食
品添加剂还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和经济
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越是发达国家，食品
添加剂的品种就越丰富，其人均消费量就越
大。通过开展科普工作，全民科学素质提高
了，对食品添加剂的疑惑和误解消除了，食
品工业才能健康、稳定、持续发展，人们的
生活就会更加美好。”

亲身感受孙宝国院士对科普工作的痴
迷，对普及食品添加剂科学知识的不遗余
力，我不禁感慨万分，遂作 《赞孙宝国院
士》 藏头诗一首，以表尊敬之情、敬佩之
意：“孙郎专事精化工，宝剑出鞘展芒锋。国
重民生食足富，院攻添剂味香浓。士破难题
丰成果，科解疑惑多启蒙。普及知识惠公
众，情至深处成网红。”

作为文学类型中的一种，科幻文学或
许算不上是经典的主流文学，从科幻文学
的产生到如今的各类型好莱坞科幻大片，
科幻文学走过的路虽只是短暂的一小步，
但却一步一个脚印，无比扎实。科幻文学
再也不是那个流行于街头巷尾小报刊亭的
廉价铅字了，不论是 《星际迷航》 还是

《星球大战》以及近年来大热的《星际穿
越》和《复仇者联盟》，在不知不觉间，大
家已经被科幻作品包围了，如今可以说是
科幻“当道”的时代！

正是在这科幻大行其道的时代，《剑桥
科幻文学史》一书成为顺应着这股强劲的
潮流产生的重要成果。

首先，该书作为一本综合的科幻文学
总论，具有极高的文化和学术价值。说到
科幻文学史，在欧美国家并不缺乏优秀的
此类书籍，但是要么是只讲历史，忽略了
题材和类型，要么是专注于题材和类型，
忽略了作为了学科史的一部分内容，两者
兼顾的优秀科幻文学史并不多见。本书由
多位科幻作家和科幻文学领域的资深学者
执笔，不论是科幻从无到有的历史，还是
其衍生出的各种题材类型，都在书中做了
详尽的描述。甚至还有当今学界流行的各
种文学理论与批评手法相结合，论述了科
幻文学的不同批评方式，可谓是兼顾历史
又与时俱进，有理论有实例，是一部内容
丰富、翔实的集大成之佳作。

其次，本书的作者们都是当代科幻学界的知名学者，多人曾
获得过雨果奖、星云奖和坎贝尔奖等科幻界的大奖，都为科幻事
业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可以说都算得上是科幻领域内的权威。剑
桥大学出版社隶属于剑桥大学，成立于1514年，拥有悠久的历
史，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和学术出版社之一，在世界出版界拥有
极高的地位。本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承接出版，由知名学者爱德
华·詹姆斯和法拉·门德尔松主编，可见不论是作品还是出版社，
都保证了本书是一本高质量的上乘之作。

最后，本书虽然由众多学者分章撰写，但是条理清晰、层次
分明、散而不乱。虽然每章篇幅不长，但是涵盖的知识量很大，作
者们在行文的过程中注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即能供专业的科幻学
者做研究之用，又能为一般的读者作科普，可泛读可细读，受众非
常广。虽然是严肃的文学史，但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文辞也相当
简洁优美，克服了一般文学史枯燥无味的缺点，文章生动有趣，专
业性和趣味性兼具。同时，作者也非常注意与文学理论结合，不论
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还是渐渐走红的女权主义批评，都在本书
中有理论研究成果和具体作品分析，易于读者理解。

青诗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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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北京奥运会，是百年梦
圆、举国同欢的一大盛事。我们制
作了 35 集电视片 《科技与奥运》，
在央视体育频道播出后迭获奖誉，
我还被评为“全国科技奥运先进个
人”。由此想到科普工作也需要敏锐
地抓住重大机遇。古人云，“顺风而
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确是至
理名言。

但随着时过境迁，大量迎接奥运
的宣传品会沉埋在卷帙浩瀚的信息海
洋中，难以再有出头之日。我在创作

《科技与奥运》 时便保持高度清醒，
决不能写成一部应景的“易碎品”，
而应该赋予它更长久的生命力。这些
年，不断有人将《科技与奥运》当作
体育教学和训练的辅助材料。2010年
广州亚运会期间，广州市科协曾打算
请我当科学顾问，相关媒体的报道
中，也不乏对《科技与奥运》的参考
和引用。让我倍感喜悦和欣慰。北京
奥运会已成为历史，但体育运动中的
基本科技原理和力学规则却永远不会
过时。

最让我深感荣耀又倍觉惶恐的待
遇，是《科技与奥运》的文字稿《奥
运中的科技之光》 列入中国力学会

《大众力学丛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刊行。编委们都是名牌大学领衔的理
工科教授。《总序》 中写道“这套丛

书的作者是一批颇有学术造诣的资深
力学家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而
我连大学理工科都没有读过，怎敢在

《丛书》 中和名校名师们平起平坐？
记得当年曾写过一首诗，“吹竽处士
常汗下，观海河伯总心倾”，便是真
实的心境。而 《科技与奥运》 作为

“硬科普”，能得到中国物理界“学术
共同体”的接纳和认可，则是对我这
个“文科出身”的科普作家最大的奖
赏。

其实我一向对“文科出身”和
“理科出身”心存疑虑。二十来岁年
纪，读了四、五年大学 （在我的时
代，不少人进校便遇到文革），怎能
从此贴上一成不变的“出身成分”标
签？人的学习是终身的，知识构建和
事业重心也可以不断改变，这是个值
得讨论的话题。美国著名科学记者和
作家瓦尔特·沙利文在耶鲁大学主修
英国历史，并研究音乐，但笔下的题

材却覆盖了众多科学领域，获得了几
乎所有的美国科学写作奖项。美国地
球物理协会还专门设立了沙利文奖。
可见“文科出身”的科学记者和科普
作家也能大有建树。

感谢湖北科技出版社重新出版
《科技与奥运》，并收进 《中国科普
大奖图书典藏书系》。北京奥运会以
来，体育科学有了不少新发展，我
却宁愿保持书的原貌而不做修订。
但增加了扫二维码看视频，则是一
个最重大的升级。《科技与奥运》 当
年完成后，只能视频出光碟，文稿
印图书，分道扬镳，难以聚首。今
天却能同时收进纸媒中，可谓一炉
共冶，两全其美了。这是数码时代
的恩赐。

《科技与奥运》 英语版还曾在央
视英语频道播出，这次也一并收入，
对增加这本书的信息量和性价比，相
信并非无的放矢和多余之举。

说说 “文科生能不能做科普”
□□ 苏高鹏

《剑 桥 科 幻
文学史》，【英】
爱德华·詹姆斯
法拉·门德尔松

主编，百花文艺
出版社 2018 年 3
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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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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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遵循哪些定律？为什么电子只能
有某些特殊能量？辐射从哪里来？真空中
充满了什么？暗物质是由什么组成的？本
书通过一连串由浅入深的问题，追溯了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至今） 人们探索基本
物质的历史。从微观粒子的角度出发，作
者指引我们重新认识无处不在的辐射和神
秘的四种基本作用力，同时以丰富的比喻
帮助我们理解粒子物理学当前正在探索的
问题。

科 解 疑 惑 多 启 蒙
□□ 苏 青

从微观重新
认识物质世界

民以食为天 刘咏梅 摄

《科 技 与 奥 运》 再 版 前 言
□□ 赵致真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赵致真主创的系列电视片《科技与奥运》在央视体育
频道播出，文字稿由高教出版社收进《大众力学丛书》中。整整10年过去了。今
天湖北科技出版社编纂《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系列》，郑重遴选和重新出版了
《科技与奥运》。一卷在手，展读再三，心中生出种种思索，也涌起良多感慨。

《物质的秘密》，【法】 埃蒂安·克
莱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3月第1版。

赵致真

史诗级科幻小说《破碎的星球》再获星云奖
□□ 罗爱华

《破 碎 的 星 球》（三 部 曲），
【美】 N.K.杰米辛著，雒城译，天地
出版社2018年3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