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国际著名河口海岸学家、中国
河口海岸学科奠基人陈吉余院士诞辰100周
年。10 月17 日，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纪念陈
吉余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暨学术思想研
讨会，纪念活动上，举行了陈吉余院士铜
像揭幕仪式和“陈吉余基金”成立仪式，
籍此传承陈吉余先生的科学精神，教育来
者、激励后学勇攀河口海岸学科的发展高
峰。陈吉余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河口海岸研
究机构，建立了动力、沉积与地貌相结合
的河口海岸学科体系，是河口海岸理论应
用于工程实践的主要开拓者，填补了中国
河口海岸学科的空白。

热爱史地，走上河口海岸研究
之路

1921 年，陈吉余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
的一个书香家庭。他从小喜欢翻看祖父家

中珍藏的《中国地图》，当时全国的2000多
个县名，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有一次，老
师故意出难题考他：“中国的河绝大多数是
从西向东流的，有没有从东向西流的河？”

“有，大汶河就是！”祖国的山川河流、行
政区划和城市街道，他已经了然于胸。

陈吉余于 1947 年从浙江大学史地专业
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1946 年，参与钱
塘江地质调查的陈吉余，撰写了第一篇关
于河口海岸的论文《杭州湾地形述要》，这
是他河口海岸研究的开端，也标志着我国
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开始。1947 年，通过继
续深入考察，他完成了 《杭州之地文》 和

《冰川置疑》等文章，从时空变化着手，运
用动力学、沉积学等观点，提出杭州地区
地貌是冲积形成的，而不是冰川造成的，
对李四光关于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时期且
杭州是典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后来，陈
吉余还专门拜访李四光并与其进行讨论，
李四光也认为陈吉余的观点有说服力。

创建我国的河口海岸学科体系

1952 年，浙江大学地理系被调整至新
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作为一名地理工作
者，上海江海交汇的区位特点也给他研究
河口海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开始把目
光转向长江口和长江三角洲。

1957 年，华东师范大学决定成立河口
研究室，由陈吉余牵头组建并任研究室主
任，我国最早的河口海岸研究机构正式成
立。1961 年，陈吉余在学术会议上作了题
为 《论部门地貌学的发展途径——以河
口、海岸地貌为例》 的报告，率先提出动
力地貌的概念，而后他又注入沉积学的内
容，80 年代又扩展到河口化学和生态环境
方面的研究，逐步创建起动力、沉积、地
貌相结合的河口海岸学科体系，填补了中
国河口海岸学科研究的空白。在河口海岸
学发展的过程中，陈吉余大量吸收不同学
科的人才，增加了泥沙运动、海洋遥感等
近十个新的研究方向。在他的努力下，华
东师大河口室不断发展壮大，河口海岸学
理论也在不断丰富。

从理论走向河口海岸工程实践

1970 年代末，陈吉余做了两件对中国
地学界颇有影响力的大事：一是提出长江
河口发育模式及自适应和人工控制理论，
为长江口深水航道选槽和河口治理提供了
科学依据；二是再次上书国务院建议开展
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并获得
国务院批示。

1986年，陈吉余所主持的历时7年多的
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取得重要

成果。这次调查全面查清了全国海岸带的
自然环境特征和社会经济条件，查清了资
源的数量、质量、空间分布和时间变化，
为合理开发海岸带和海涂资源，保护海岸
带环境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系统资料，为沿
海地区的国土规划和海岸工程开发提供了
科学依据。这次多学科、大系统的综合性
调查，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重大创新，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0 年，上海市政府计划建设国际机
场，陈吉余建议借鉴纽约肯尼迪机场等成
功经验，把机场建到海堤之外。为了新机
场的科学选址问题，陈吉余两次建言，他
的建议最终得到了肯定和采纳。通过围海
造地建设成的新机场，为国家节省了数亿
元的资金。为防止鸟害侵扰机场安全，陈
吉余还牵头组成多学科课题组，在机场附
近地区进行了水文、气象、植被、鸟类活
动等调查，确定将浦东机场以东约 11 公里
处的九段沙辟为种青引鸟地区，开创了大
型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先例。

面对城市资源紧缺难题，陈吉余提出
“干净水源何处寻，长江河口江中求”的观
点，建议建设青草沙水库，使上海市民能
喝上优质安全的饮用水。他还主持了南水
北调工程、三峡工程等对河口生态环境影
响等重大研究课题，使河口海岸研究服务

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陈吉余儿时的史地梦，在坚持不懈的

努力下终于成真。他一生发表论著 200 余
部，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项，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先进教
育工作者。他不仅开辟了许多交叉研究领
域，还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学术梯队，为
国家河口海岸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作者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
人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晚清多产作家李伯元在其所著
《南亭四话》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楹联趣
事：乾隆皇帝南巡时，得一刁钻上联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
北”，随行官员无人能对，最后还是聪
明的纪晓岚以绝妙下联“东当铺，西
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得以应付解
围。

以前，我只熟悉属于北京市辖区
的通州，到过江苏省南通市后，才知
晓地处南国的通州。南通，古称通
州，别称静海、崇州、崇川、紫琅，
位于长江三角洲中心区，集“黄金海
岸”和“黄金水道”优势于一身，为
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被称
为“中国近代第一城”。而这一美誉又
与南通市第一历史名人张謇密不可分。

张謇，近代杰出的实业家、教育
家、政治家，1853年7月1日出生于今
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曾被清廷授翰
林院修撰，担任过北洋政府农商总长
兼全国水利总长。弃官从商后，借助
家乡这块宝地，张謇践行“实业救
国”理想，励精图治，发奋作为，一
生创办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为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起、教育事业发
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1895 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张
謇以“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名义在南
通筹办纱厂；历时4年纱厂终建成，张
謇遂取 《周易》 中“天地之大德曰
生”之意，为纱厂取名“大生”，开启
了他在南通州大办实业、大兴教育、
大助社团的筚路蓝缕历程。我的职业
生涯局限在高校和科技社团，因而对
张謇在教育领域和群团组织所作贡献
更感兴趣。

张謇认为，“父教育，母实业”，
教育可启迪民智，能促进实业；因
此，在创办实业的同时，他还提出了

“民智国牢兮”“实业、教育迭相为
用”的主张，希冀以此推动积贫积弱
的中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1902
年，张謇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
——通州师范学校并亲任校长，后将
招生扩展至江苏各地，乃至江西、安

徽、山西、陕西、甘肃等省；1906
年，学校增设农、工、蚕、土木、测
绘等学科，发展成为一所多学科的师
范学校。

自此，张謇创办学校、兴办教育
的劲头一发不可收拾，随后陆续创办
了中国第一所民办女子师范学校——
通州女子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特殊
教育学校——狼山盲哑学校，中国第
一所新型戏剧学校——伶工学社……
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学校
——南通纺织专门学校，中国第一所
水利高等学校——江苏省立水产学
校，中国第一所航海高等学校——吴
淞商船学校……参与创办了复旦公
学、中国陶业学堂、国立东南大学、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济医工学堂等
高校，创建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
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社会教
育、特殊教育一套完整的示范性学校
教育体系，有效地促进了近代南通教
育体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其所办学
校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可谓前所未
有，堪称奇迹。

我曾在中国科技馆公干4年，现仍

任 《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 杂志主
编，十分关注科技博物馆发展历史。
也是到了南通才知道，1905 年，张謇
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共博物馆
——南通博物苑。博物苑起初附属通
州师范学校，按天产、历史、美术、
教育四部收藏展品，主要用于辅助教
学，后脱离学校独立，面向社会开放。

濠南别业为张謇的故居，它的主
楼为一英式建筑，如今是南通博物苑
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观博物苑，瞻仰
濠南别业，我对张謇扶助、创建民众
社团组织，开创文化、科技事业的丰
功伟绩有了更多了解。1907 年，张謇
创办南通农会，下设农事实验场、桑
园等，担负起改良种植、指导农业和
筹办荒歉救济等责任。1912 年，张謇
将城南东岳庙改建成图书馆，并亲任
名誉馆长，设读书房 67 间、书橱 200
架、藏书 13 万卷，供民众启蒙、开
智。1916 年，他在军山峰顶建造了中
国第一家气象台，并把气象记录资料
汇编成中英文对照日报、季报和年
报，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个
气象台交流。1922 年，他还盛邀中国
科学社到南通召开年会，将“赛先
生”之火引燃南通。

改革开放以来，南通市发展迅
猛，2020年GDP已超一万亿元，成为
江苏省第四大经济城市，并于今年9月
新晋为国家级区域中心城市。忆昔抚
今，感慨万千，张謇先贤勇于开拓，
通州后辈敢于作为，南通市“强、
富、美、高”宏伟愿景定能实现。有
感于斯，特填 《风入松》 词一首，以
表情怀：“滥觞科教数南通。名不虚
空。办学建校兴实业，创博苑、启智
开蒙。近代先驱张謇，崇州商企昌
隆。//濠河城抱古民风。朴善勤浓。黄
金水道连天下，改开放、气势恢弘。
强富美高画卷，拼搏奋斗飞腾。”

近 代 先 驱 颂 张 謇
□□ 文文//图图 苏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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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实践和研
究中，很早就对生物多样性有较多的
认识，并记述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

华夏物种的翔实记载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古代
动物植物名称的记载和分类。如有关
鸟类的雉、鸡、雀、凤等字，都从

“佳”形；虫、蚕都从“虫”形；有
关谷类植物大都为“禾”形；各种鱼
都用形状表示：由此可见，远在人类
社会初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对虫、
鱼、鸟、兽的分类有了认识的雏形。
春秋战国以后，出现了一些有关动植
物方面的著作：如《山海经》不仅著
录了各地动植物的名称，而且描述它
们的形态特征和用途；《诗经》为我
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诗句中有大量
动植物的名称，如：麻、谷、桑、
枣、稻、韭等等，孔子曾说学习《诗
经》 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三国时期吴人陆玑所著的《毛诗草木
鸟兽虫鱼疏》，是一部专门针对《诗
经》中所涉及动物和植物进行注解的
著作，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有关动植
物的专著”。

此外，完成于西汉的 《尔雅》，
用草、木、虫、鱼、鸟、兽、畜概括
整个动植物界的种类，是古代动植物
分类研究的重要成就。《禽经》是唐
宋时期出现的一部鸟类学专著，著录
鸟类 70 多种，包括命名、形态、种
类、生活习性、生态等内容。宋代的

《菌谱》共著录食用菌11种，对每一
种菌的生长、采收、形状和色味，一
一作详细说明，是世界上最早的食用
菌专著。明代的《闽中海错疏》，共
记载了福建海产动物200多种，是我
国最早的一部海产动物专著。清代的

《植物名实图考》，共计介绍植物1714
种，所述植物产地涉及我国现在的19
个省，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区域性
植物志。

万物共生的先贤之道

我国古代的文献不但记载了丰富
多样的动植物，并且对生物多样性存
在的意义、保护和利用，有很多精辟
的论述。

对生物多样性存在的必要性，
《中庸》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即认为世间每个
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发展的规
律，并不互相妨碍。

强调生物多样性还体现在对自然
万物的尊重上。道家认为万物是平等
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
之，自贵而相贱。”是说从“道”的
角度看，万物生来平等，本身并无优
劣之分，而世间的贵贱之别，只是人
的自我感觉而已。《庄子·秋水》中还
说，“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
箔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米之在大仓
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
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意思是说人只是宇宙间极微
小的一分子，并不像人类自认为的那样是万物之主。
这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见解，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大
会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旨已经比较契合
了。

我国古代对生物多样性的利用，还表现在对农业
灾害的防治上。人们认识到一些物种的不同抗灾性
能，就根据各地的气候、土壤等具体情况，选择多样
性的作物品种。如北方地区多旱少雨，多风干燥，《齐
民要术》里记载了24种抗风品种，这些品种的选择奠
定了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的基础。再如在应对虫灾方
面，人们观察到有些鸟类喜食蝗虫等虫类，政府就发
布法令保护这些益鸟。《宋史·五行志》中记载，“翙鹆
食蝗，禁捕翙鹆。”元代时人们发现蝗“在地者为鹙啄
食，飞者以翅击死，诏禁捕鹙。”达到了消除虫灾的效
果。这些史料证明，当时人们已了解到自然界中事物
相互克制的道理。

古代这些大量文献的记载，不仅证明了我国自古
以来就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而且
对世界近代生物学的研究和开发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
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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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陈吉余院士在华东师
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工作。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
程供图）

陈 吉 余 ： 中 国 河 口 海 岸 学 的 创 建 者
□□ 高文静

《纳米与生命》，[西] 索尼
娅·孔特拉著，孙亚飞译，中信
出版集团2021年10月出版。

纳米技术是生物学与医学领
域的明星，也让物理学家为之着
迷，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典型科
学领域之一。一直以来，像生命
的起源、生命的多样性等吸引各
个领域科学家的问题，远未得到
明确的解答；然而，逐渐加快的
学科融合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让
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拐点
上：科技即将改变我们对于生命
的认识，而这会带给人类更强大
的治愈疾病的力量。

《纳米与生命》是一本关于纳
米技术及其应用的科普读物，这
本书言简意赅地讲述了生物学、
医学、物理学等学科融合的历
程，介绍了由此产生的以生命为
核心的新科学。作者将对生命的
研究置于广阔的语境中，旨在对
支配整个宇宙运行的规则有全新
的理解，也展望了这种学科融合
对人类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升
有怎样的深远影响。

作为普及性读物，这本书在
科学性、思辨性与可读性之间达
成了微妙的平衡，能够拓宽眼
界，为我们推开通向纳米尺度之
窗，展现跨领域材料的力量，带
来新视角的深入思考。

（中信出版鹦鹉螺工作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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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 《沙丘》 改编的电影最近
在国内上映了。这部“最伟大的科幻小
说”，1984年上过银幕但不太成功。本次
电影受到好评，首先是特效做得漂亮，
比起40年前的好莱坞高到不知哪里去了。

《沙丘》在1960年代刚写出来就受人
喜爱，如今魅力不减。笔者认为，它讲
的是 8000 年后的未来，但套路很古旧，
底子是骑士小说。

《沙丘》的世界设定是复古的：家族
世仇，皇帝与贵族尔虞我诈，宗教修会
干涉一切，飞船奔向香料星球，巨头们
争夺利润丰厚的香料生意，殖民者与原
住民叛服无常，这一套欧美观众很熟
悉，中国人不免有些隔膜。

这个虚拟宇宙打回原形，就是十六
世纪的欧洲——贵族领地林立，哈布斯
堡家族借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身份试
图独霸欧洲，耶稣会 （效忠天主教的一
个密谋组织） 四处活动，列强在全球争
夺香料和黄金，全世界被大帆船连成了
整体。

这个宇宙，也是中世纪骑士小说作
家们脑子里的世界。不熟悉骑士小说的
读者，可以把它看成几百年前的“爽
文”。一般情节是：年轻的骑士，踏上神
奇冒险之旅，当上了君主或大人物，他
慷慨地封赏好朋友，与心上人结合，干
掉了阴险毒辣的反派。

小说的主人公英勇无畏，武艺绝
伦，还高尚虔诚。他到处锄强扶弱，爱
情是他的能量之源，一念叨心上人就如
有神助，把坏人打得稀里哗啦。

如今，除了讽刺骑士文学套路的
《堂吉诃德》，我们不再看骑士小说了，
因为这一类作品冗长拖沓，而且人物性
格扁平，骑士们都一个样儿。但 16 世
纪，上到帝王将相下到妇孺贩卒，人人
对骑士小说爱不释手。刚发明的金属活
字印刷机就靠印骑士小说才迅速推广。

古今中外，口味差不离，虽然随着
骑士文化和精神衰亡，骑士小说销声匿
迹，但普通人爱看的英雄故事还是那个
套路。当代流行的科幻、奇幻、魔幻，
很多就是骑士小说换了个马甲。《沙丘》
是开先河之作。

看《沙丘》，容易联想到显克维支的
《十字军骑士》：贵族家惨遭条顿骑士强
敌坑害，主角小伙子被骄横残忍的敌军
追杀，幸亏有好心的姑娘搭救，才遇难
呈祥。

还能联想到英国的 《狮心王查理》，
年轻的国王遇难流落，奸人作乱颠覆国
家。理查与自由人和绿林好汉结盟，经
过一番大战，终于驱邪扶正，还收获了
爱情。

不能说 《沙丘》 在山寨，应该说，
不论什么年代，为了满足群众朴素的娱
乐需求，最方便的是新瓶装旧酒——

在骑士小说里，就是铠甲战马，超
能力的种族，魔法师，龙……

而在 《沙丘》 里，改成了翅膀战
机，沙漠弗里曼，宇航公会，沙虫……

《沙丘》 启发后来者的，一是引入
“人类被 AI 坑惨了，从此限制科技”的
设定，二是引入“真言师”“秘密修
会”的各种法术。这两点都很不科学，
却成功地把高在九天的科幻小说拉回了
地面。作者也好写，读者也爱看，皆大
欢喜。

你 在 《沙 丘》 电 影 里 可 以 看 到 ，
虽然未来人造出了瞠目结舌的巨大飞
船，巨大矿车，但打起架来，武士们
仍然是械斗、肉搏、扔飞镖，人人穿
着等同于铠甲的“能量罩”。他们的爱
恨情仇胸襟抱负，更是复制了五百年
前那一套。

更妙的是，《沙丘》里大家都没有手
机，多么健康的设定！

《 沙 丘 》 与 骑 士 小 说
□□ 新海家

南通博物苑中的张謇塑像

《《沙丘沙丘》》电影剧照电影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