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语“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
哭”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实际
上，汉字及其书面语形式汉文的创建，
是中国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历史
上伟大的科学发明之一。几千年来，不
但中国人自己使用，对周边国家的文化
也产生过巨大影响，曾是一些东南亚国
家的通用文字，其中日本、朝鲜、越南
等国家的语言文字受汉语影响最大。

日文仍保留有一千多个汉字

古代日本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本
族文字的创制相当晚，曾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都是用汉字来作为书写文字，称汉
字为“真名”。

关于汉字是如何传到日本的，历史
上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是，东汉光武
帝赠给日本来汉使者国王金印时，就把
汉字传给了日本。汉字大规模传入日本
是隋唐时期。当时日本仰慕中华文化，
派遣大批“遣唐使”来华学习，这些

“遣唐使”把唐朝盛行的佛教文化也带了
回去，在日本大受欢迎。因为佛教经文
为汉字，为了理解佛经，日本人开始学
习和使用汉字。然而汉字写法复杂，于

是日本人将汉字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简
化，即在汉字上标记日本语音，最终形
成了被称为“假名”的日文。日本文字
的最终创制是由吉备真备大师和弘法大
师完成的。他们俩人曾长期留居唐代中
国，对汉字研究颇深。前者根据标音汉
字楷体偏旁造成日文“片假名”，后者采
用汉字革体创造日文“平假名”。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尝试过废除汉
字，曾有以英语或法语代替汉字的争
论，但发现如果将全部的文字换成欧洲
语系，其中的表达会因为文化的隔阂产
生很大的障碍。所以，日本文字至今仍
保留有一千多个简体汉字，日文由假
名、汉字（真名）、罗马字三部分构成。

现代韩语有六成词汇来自汉语

中古时期的朝鲜亦如日本一样，只
有本民族语言却无本民族的文字。据记
载，汉字最早传入朝鲜是在商代末期，
商纣王帝辛的叔父——箕子为避祸，带
领族人远遁朝鲜半岛，同时也将汉字带
到了朝鲜。在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里，
朝鲜语曾经完全使用汉字来书写。正是
由于这个原因，即使是在现代韩语中，

还有60%左右的词汇来自汉语。
汉字传入朝鲜后，同早期的日本借

用汉字一样，只是将汉字用来记录朝鲜
语言，辅助阅读汉文书籍，但能够学习
和使用汉字的多是贵族阶层，普通民众
很难接触到，所以被称为“吏读文”。由
于“吏读文”难以完全准确地标记朝鲜
语言的含义，也不好普及，因此朝鲜王
朝第四代国王世宗在宫中设谚文局，令
郑麟趾、申叔舟、崔恒、成三问等一批
优秀学者，依中国音韵，采用汉字笔画
式字母，于1444年创制了由28个字母组
成的朝鲜文字，叫“正音字”（即谚
文），夹在汉字中间使用。于1446年正式
公布，称为“训民正音”，意思是教百姓
以正确字音。

1948 年，朝鲜废除了汉字，采用纯
谚文的拼音文字。韩国现在还在使用汉
字和韩字（即谚文）的混合体文字。

越南以汉字为基础创制本国
文字

十世纪以前的越南曾是中国的郡
县，秦、汉、隋、唐莫不在此设官统
辖，故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较深。1839

年，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的明命
帝，曾奏请中国清朝的道光皇帝向越南
颁发 《康熙字典》，以便当地人学习汉
语。越南许多古代的史学、文学著作也
是用汉字写成的。

直至13世纪，越南才有了本国文字
——字喃。字喃是以汉字为基础，用形
声、假借、会意等方法表达越南语音的
新字。字喃一直与汉字平行使用。至15
世纪时，字喃完全取代了汉字。16世纪
初，西方传教士陆续到越南传教，他们
试图用拉丁化文字的母语来记录越南语
的读音，到20世纪40年代，拉丁化文字
开始在越南普及，成为正式的越南文字。

除了上述3个国家之外，马来西亚、
新加坡、文莱等南洋国家，由于在历史上
有大量的华人移民和华人后裔，也都通行
过汉字、汉语。至今在这些国家的许多地
方，还随处可以看到中文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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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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父亲可以怎样去影响自己的孩子
呢？梁启超用写家书的方式去关心孩子，
松居直用给孩子读书的方式去教育孩子
……

一位父亲能够对孩子的职业选择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先来看看在德国诗
人和作家休伯特·希尔内克创作的《给爸爸
的漂流瓶》 中，一个叫汉娜的小姑娘是如
何受到爸爸的影响而对自己的职业产生很
多设想和规划的。

汉娜的爸爸是一位海洋学家，已经在
印度洋上工作3个月了。于是，汉娜提起笔
开始给爸爸写信，把自己对爸爸的爱和思
念，用“如瀑布般的思想”和天马行空的
想象表达出来，放到漂流瓶里，寄给爸
爸。信中最精彩的是汉娜要发明的东西以
及她想象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职业。

在这本书中，汉娜一共提到了 22 种职
业。有 16 种职业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有
的，比如海洋学家、发明家、水手、诗
人、马拉松运动员、总统、警察、面包师

等。还有想象出来的6种职业，包括漂流瓶
邮递员、词汇发明家、云朵挠痒痒工、柠
檬折叠工、陪吃工、时间旅行家。时间旅
行家是汉娜非常向往的一个职业，这样她
就能回到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博恩霍姆岛的
那次美好的旅行。从这个职业，不难感受

到汉娜对爸爸的强烈想念和对一家人团聚
的渴盼。

我们中国人有“抓周”的习俗，当孩
子满一周岁的时候，家人齐聚在一起，在
孩子周围摆上各种象征性的物件，比如代
表权力的印章、代表医生的听诊器、代表
知识的书、代表财富的小算盘等等，让孩
子去抓，抓到什么就代表着以后孩子要从
事什么样的职业。当然，这些都是家人对
孩子的美好祝福。这也可能是一个人最早
接触的跟职业有关的事。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喜欢自己的工
作，在工作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才
能，有的人却做着自己并不擅长的工作；
有的人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退
休，有的人却不断尝试新的职业；有的人
喜欢从事一成不变的工作，有的人却勇于
去开创新的领域……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呢？其实，影
响一个人选择职业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一
个人的能力、所学专业等，同时也会受到
外在环境的影响，其中原生家庭的影响占
据首要地位。

家族成员所从事的职业也会影响一个
人的职业选择。比如，汉娜的妈妈是医

生，汉娜平时要做妈妈的小助手，做一些
约诊和接待病人的工作；汉娜的爸爸是海
洋学家，在给爸爸的信中她也提到过也许
长大后会成为海洋学家。这些经历都会对
汉娜的职业设想产生影响。

家庭氛围会影响一个人的职业选择。
在职业选择这件事上，因受近亲或远亲的
影响，有的家族甚至会形成延续多代的影
响力，比如曾国藩家族。

在了解了家庭对一个人职业选择的影
响后，家长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思考两件事
了：一是马上在头脑中勾画出一幅家族生
涯图，你能想到的家族成员所从事的职
业，以及自己在做职业选择时，这些人对
自己的影响；二是赶紧思考一下自己可以
为孩子的职业启蒙做点什么。

在父亲节即将到来的时候，爸爸们就
可以带着孩子做一次职业访谈，去了解一
下家族成员的职业经历吧。

访谈内容都包括什么呢？除了姓名、
亲属关系、职业名称、工作内容等客观问
题外，还包括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对能
力、知识、技能以及经验的要求，个人从
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遇到的挑战和如何
应对挑战等开放性问题。

因为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所以访谈
四五个家族成员即可。如有必要，访谈的
范围也可以扩展到跟自己比较亲密的朋友。

访谈结束后，爸爸们与孩子可以开一
个小型的专题家庭会议，一起来谈一谈对
这次访谈过程和访谈结果的感受，以及对
职业的理解和认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6-12 岁的孩子还
处于对周围环境的探索中，无论是对梦想
还是对职业都还不能形成恒定的理解和认
识。所以，引导孩子做职业访谈的目的，
也不是要帮助孩子找到他以后要从事的职
业，而是让孩子了解职业的多样性，帮助
他们认识到做好一份工作需要什么样的能
力和经验，如何去获得这些能力和经验
等。这不仅能扩展孩子对周围环境的了
解，还有可能让孩子认识到学习和能力培
养的重要性，进而形成内在发展动力。

长大以后的汉娜是否实现了她的梦
想，我们无从知晓，但是这么色彩斑斓、
妙趣横生的童年是不是很让人羡慕呢？除
了学习、职业这些具体的成长课题，父亲
能够带给孩子更重要的事，是一个充满
爱、信任和力量的童年，不是吗？

（作者系家庭教育工作者）

俞敏洪为防老年痴呆学数学的话题
最近上了热搜。

在4月10日和樊登的直播聊天中他
提到，自己现在连一元二次方程都不
会，数学思维太差，希望能通过学数
学，减少自己老年痴呆症的发病可能性。

俞敏洪母亲在85岁时罹患阿尔茨海
默病，他因此在多次访谈中表达了对自
身脑健康的担忧。

俞敏洪试图摒弃无聊社交来让生命
集中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或许是好
的人生态度，但可能并不是可取的预防
老年痴呆症的方法。

比尔·盖茨坦言，失去记忆是他最大
的恐惧之一，为此他还投资了“痴呆关
怀基金”。对许多人来说，失智被认为是
老年的梦魇。

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一个30岁
的人可能已经踏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之
路， 但他自己却浑然不觉。因为人们通
常直到50岁以后才会想到或担心痴呆。

俞敏洪和比尔·盖茨到了这把岁数才
开始预防，还来得及吗？

答案是，来得及并且很及时。只是
俞敏洪摒弃无聊社交的生活方式，站在
科学的角度上，并不能帮助他改善目前
的状态。

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神经外科副
主任桑贾伊·古普塔在新书《逆龄大脑》
中指出，在任何年龄都可以构建一个更
好的大脑，大脑是唯一能够随着年龄增
长而变得更强壮的器官。

古普塔医生基于全球脑健康理事会
近百名专家研究数据库中的有效方法，
提出保持大脑敏锐的5个方面，通过12
周更强大脑的训练，获得更年轻、敏锐
的大脑。

运动和锻炼
体力消耗是迄今为止有科学记录的

唯一一种可以改善大脑健康和功能的方
法。运动可以通过帮助增加、修复和维
护脑细胞来提高你的脑力，让你一整天
都更有效率、更清醒。

不断学习和发现
大脑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它可以通过你的经历和

习惯重新连接和重塑自己。通过不断学习、发现和完
成复杂的任务，你就会有力量保持目标感。

拥有更大认知储备的人更有可能避免出现与痴呆
或其他脑部疾病 （如帕金森病、多发性硬化或中风）
相关的大脑退行性变化。所以，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
建立和维持你的认知储备，这可以通过维持对大脑的
需求来实现，让大脑思考、谋划策略、学习并解决
问题。

睡眠和放松
我们每个人每晚都需要7到8小时的睡眠。在此期

间，身体以各种方式进行自我补充，最终影响每个系
统，从大脑到心脏、免疫系统及所有内在的新陈代谢
运作。睡好觉是提高大脑功能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
之一，它不仅能帮助你提高学习和记忆新知识的能
力，也能改善身体的每个系统。

营养
有证据表明，食物对保持大脑年轻敏锐有重要作

用。多食用冷水鱼、全谷物、特级初榨橄榄油、各类坚
果、富含纤维的水果和蔬菜等食物，同时限制含有高
糖、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可以帮助避免记忆
和大脑衰退，保护大脑不得病，并使其性能最大化。

拥有社交圈子
拥有多样化的社交圈子可以提高大脑的可塑性，

也有助于保持我们的认知能力。与他人互动交流不仅
有助于减轻压力，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还可以降低
我们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在现有科学证据的基础上首次
描述了这五大支柱，证据表明，这些行为是促进终身
保持良好认知功能的基础。不论你年龄有多大，它们
都将有助于你保持思维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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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独立成章，与此前相关影片不
具备必然的逻辑联系，但在《侏罗纪世
界 3》（2022） 的整个故事里依旧处处
皆梗，充斥了与以往无法割舍的前因后
果。整个“侏罗纪”系列历经《侏罗纪
公 园 》（1993）、《 侏 罗 纪 公 园 2》
（1997）、《侏罗纪公园3》（2001）、《侏
罗纪世界》（2015）、《侏罗纪世界 2》
（2018） 以及一系列旁支影片，现在已
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的矛盾
交织缠绕、错综复杂。虽然这些是是非
非并不直接影响当下观众对《侏罗纪世
界3》的观赏，但这部影片看起来还是
像一个给出了各种解释的大结局。

说起来故事里全是以前熟悉的角色
——

曾被科学家欧文·格雷迪“半驯
化”成功的迅猛龙布鲁，因为获得过基
因改造，所以无性繁殖出一只小迅猛龙
贝塔。两只恐龙隐居山林，过着悠闲的
日子。但有人为了探知基因改造的秘
密，偷猎小恐龙，将其抓获并运走。当
然他们抓走的远不止一只小恐龙，同时
还有一名克隆女孩……为此，欧文·格
雷迪向迅猛龙布鲁“承诺”，一定救回
它的孩子。这是线索一。

巨大的蝗虫横扫农田耕地，吓得小
孩子哇哇大哭。这些蝗虫到底有多大？
接近一只中型犬！但蝗虫可不是一只，
而是一群，遮天蔽日，铺天盖地，所到

之处颗粒无收。不过奇怪的是，这些
凶残的蝗虫只对某些田地感兴趣，对
那些使用了生物基因公司种子的田地
却视而不见。艾伦·格兰特博士和埃
莉·萨特勒博士感到蹊跷，试图前往公
司内部一探究竟。这是线索二。

当然总的背景还是众多被克隆出
来的恐龙——此时各种恐龙已散居世
界各地，伤人事件时有发生，生物基
因公司的恐龙聚居地也是问题不断，
所以最终一切矛盾全都指向这里，成
为故事高潮的交汇焦点。

欧文·格雷迪在经历了一番与恐龙
的打斗与追逐之后，与克莱尔·迪林一
起来到生物基因公司的恐龙聚居地。
而艾伦·格兰特博士和埃莉·萨特勒博
士在伊恩·马尔科姆博士的帮助下，秘
探公司内部，距离真相越来越近。他
们终于发现，那些蝗虫正是生物基因
公司的杰作，它们能有选择地毁坏庄
稼，这就使得生物基因公司可轻易控
制全球粮食作物的种子！

于是，侦查与揭秘，挖掘与逃
亡，尤其是与恐龙之间惊险的躲藏与
搏斗，构成了影片的主要基调和一系
列精彩场面。最终，利欲熏心的公司负
责人机关算尽，自知难逃法网，不得不
铤而走险销毁证据，纵火焚烧那些蝗虫
样本。然而实验室在高温下被烧坏，一
群身带火焰的巨大蝗虫如浴火重生的凤

凰一般冲向恐龙聚居地……
通篇而言，《侏罗纪世界 3》 的故

事情节还算完整，也清楚交代了以前各
部影片的遗留问题，但它最主要的还是
靠各种视觉刺激才完成了对观众的吸

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侏罗
纪”系列的经典标志性镜头反复出现
——巨大的恐龙头缓缓掠过一个圆框或
者窗户。创作者可能考虑到一味单纯地
描述人与恐龙的矛盾难以继续支撑故
事，因此想尽办法设计了一些新元素与
新动作，同时还引入了“基因改造蝗
虫”的新阴谋来升华主题。这样一来，
故事的主线就从技术性地克隆物种，发
展为别有用心者刻意制造生态危机，格
局一下打开，思考也同步提升，使得所
有观感性的画面都有了相对深邃的哲理
归宿。当然结尾还是回归到亲情——小
恐龙贝塔被救回山林与布鲁团聚，其他
方面也都皆大欢喜。

影片在最后提醒观众，不要忘记这
一系列故事都来源于已故科幻作家迈克
尔·克莱顿的创意，最初的《侏罗纪公
园》就改编自他的同名科幻小说。

说是大结局，但还是留下了些许空
白，尽管不那么明显——万一观众还想
继续往下看呢？

（作者系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主要从事科幻与科普创作）

《侏罗纪世界 3》：从克隆恐龙到生态危机
□□ 星 河

汉 字 曾 是 东 南 亚 多 国 的 通 用 文 字
□□ 嵇立平

世人甚爱莲花，不仅歆羡它“天然去
雕饰”的高雅姿态，更仰慕它“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格。台北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
碗，便是这样一件寓莲于瓷的珍品。

“天下瓷器，汝窑为魁”。作为汝窑瓷
器中唯一一件传世的莲花式温碗，北宋汝
窑青瓷莲花式温碗可谓是绝品中的精品。
该碗呈规则的莲花形，直口稍敛，口缘十
个花瓣如飞起的浪花朝向天空，线条自
然，流畅贯连，形似一朵绽放的莲花。俯
看又如十曲花瓣，格外传神。碗腹壁外
鼓，上丰下敛，且深，稍呈圆弧，随花口
亦呈十瓣，线条温柔婉约，高雅清丽。

汝窑瓷器以天青色最佳。纵观该碗，

有青如天、面如玉、晨星稀的汝瓷典型特
征。这种明丽而澄净的天青实际上是复合
色，它里面包含了深浅明暗等各种变化，
会随光变幻，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

“千峰碧波翠色来”，有似玉非玉而胜玉之
艺术美，可谓是精美绝伦。

关于其由来，还有个传说。据传，宋
徽宗曾做梦，雨后天空成天青色。醒来
后，他发誓要烧制出这样美丽颜色的瓷
器。于是，天下窑匠争先恐后进行尝试，
最后汝州窑匠技高一筹，烧出了天青色的
汝瓷。

宋朝诗人王迈在《莲花》诗中写道：
“莲花出自淤泥中，过眼嫣然色即空。争似
泥涂隐君子，褐衣怀玉古人风。”“莲”通

“廉”，受宋人所追崇，为了表现其向莲而
生的志向，于是，便有了这件莲花式温碗。

温碗是盛行于晚唐至宋代的温酒器
具，一般和执壶配套使用，注入温水，可
保持壶中液体的温度不易散失，只可惜现
在只有碗不见壶了。

汝窑在我国青瓷发展史上如昙花一现
般，只烧造了二十余年，它以泥土为母以
火焰为父，在天青的炸裂中绽放出美丽。
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这样独具风采的
瓷器，让我们不仅看到了汝窑工匠高雅素
净的审美观和精湛绝伦的技艺，还有灿烂
的宋瓷文化。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
作协会员）

寓 莲 于 瓷 的 绝 世 珍 品
□□ 秦延安

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

（（图片由作者提供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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