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1985 年 5 月至 1992 年 12
月，我曾在 《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 编辑部工作长达 7 年半之
久。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我
经常与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打
交道，他们中的许多人给我留
下了深刻印象，令我敬佩，让
我折服。

结识高景德院士是在他当
清华大学校长时。1988 年初春
的一天，我和同事赴清华机电
系采访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
工学女博士倪以信。倪博士告
诉我们，她是高校长的学生，
攻读博士学位时受教于高先生
门下。碰巧的是，这一天高校
长正好到系里参加博士生毕业
论文答辩。研究生院陪同老师
遂提议把高校长请过来，与倪
博士合张影用在杂志封面上；
见我和同事心里犯嘀咕，他就
拍胸脯打包票：“没问题，高先
生特好说话。”

高校长果然特好说话，不
仅被请过来了，还没有一点架
子，任我们摆拍，脸上始终挂
着微笑，没有一句怨言。他告
诉我们，《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他每期都看，对他指导研究生
颇有帮助。高校长的神情是那
样的自然，没有一丁点的做
作。此时此刻，在我的眼里，
他不再是一位海内外著名高等
学府的一校之长，也不是一位
国际闻名的电机与电力系统专
家，而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熟
悉的朋友。在高校长和倪博士
的密切配合下，采访非常成
功，我们拍的师生合影照，后
来还被 《人民日报海外版》
采用。

时任华东化工学院博士生
导师的蒋慰孙教授，是工业过
程 自 动 化 领 域 的 知 名 专 家 。
1987 年第 5 期的 《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 刊登了他写的“博士
生培养之我见”一文，这篇文
章是该校通讯员推荐给我们
的，发表后反响很好。几个月后，编辑部收到了蒋先
生的一封来信和一张40元的汇款单。蒋慰孙教授在信
中写道：“感谢编辑部发表我的文章，现将40元稿费
退回，因为这篇文章我已投稿给《上海研究生教育》
创刊号刊登了。给你们添麻烦了，请原谅。”

虽然《上海研究生教育》只是一份刚创刊的内部
刊物，但在蒋先生看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表
的文章是通讯员推荐给编辑部的，而刊登在《上海研
究生教育》上的则是他自己主动投稿，理应把我们这
份稿酬退掉。我虽然没有见过蒋教授，但这件小事却
让我永远记住了他。

作为一名工科毕业生，我在 《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编辑部工作期间打下的文字功底，多得益于忘年
之交杨波洲教授当年对我的言传身教、悉心指导。
1984年8月，国务院批准北大、清华、复旦等22所高
校首批试办研究生院，杨老师刚从复旦大学研究生部
副主任岗位退休。当时，为了解决稿源不足和编辑人
手短缺问题，编辑部从这22家研究生院分别聘请了特
约编辑、通讯员各一名，帮助我们审稿、改稿、荐
稿，杨波洲老师是22个特约编辑中唯一一位已退休仍
被聘请的特约编辑。

我和杨老师年龄相差三十多岁，但彼此格外投
缘，工作沟通书信不断。杨老师审稿、改稿极为认
真，稿件经他编辑加工后基本上就不用我们再费心
了。他做事严谨、周到，给我这个晚辈写信照样一丝
不苟、规范讲究。他曾向我传授信函的 6 字写作秘
诀：准确、精炼、得体。其中 “得体”则需要通过
运用合适的文字、恰当的语气和适当的方式，把双方
的身份、地位、处境等关系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来。因
此，写信函不仅要有很强的文字功底，还要有良好的
修养素质。

如今，高景德、蒋慰孙、杨波洲3位长辈学者都
已作古，但他们高大的形象仍在我眼前浮现，他们的
精神风范仍滋润我、教育我、影响我。谨填 《浣溪
沙》词一首，以表对先贤的景仰、敬佩、怀念之情：

“遥忆当年故事多，专家学者爱温呵，青苗成长势如
波。//滴水映辉彰典范，高山仰止耸巍峨。小文追记
奉心歌。

如今很多中小学生甚至幼儿的娱乐
方式，除了商场里各种高、低端玩具
外，电子游戏成为当仁不让的存在。而
像几十年前那种零成本、常年在户外自
然中的结伴玩耍几乎不存在了。

幸运的是，很多家长已经意识到目
前这种模式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国
内随之引进了有组织的亲近大自然的活
动。由专业的民间团体带领家长和孩子
走向户外、走进自然，并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熏陶孩子，培养孩子们对自然的热
爱。不过这种活动却因其师资、交通食
宿费用等因素，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并
不适于一般收入的家庭。

在这种情况下，图书再次凸显它的
优势。越来越多精美而独具特色的动植
物图书涌现，成为孩子与大自然对话的
普遍方式，尤其是本土原创的自然书籍
深受家长和孩子们喜爱。近日，由山东
友谊出版社出版的《藏在中药里的二十
四节气》（1套4本） 独辟蹊径，从我国
传统文化中医的角度，对我国24节气以
及每个节气相关的动植物甚至矿物岩石
都做了介绍，使中药与节气习俗、动植
物，甚至文学之间产生了联系。在这
里，图书所传递的不仅仅是知识，还利
用这些联系，将“透过节气了解中药、
透过中药了解自然、透过自然了解习
俗、透过习俗了解文化”的系统学习的
理念在孩子心中潜移默化。

小小的4本册子，字数并不多，但

信息量很大。图书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介
绍了一些常见中药材的炮制过程，以及
相关联的动植物特点，甚至还有食物、
瓜果蔬菜的特点、功效的简单讲解，生
活气息浓厚，散发出浓浓的博物的味
道。加上把一些传说故事穿插其中，可
读性强，更容易吸引孩子们的阅读兴
趣。如果愿意，读者还可以通过查询资
料来加深印象，从而实现博物的启蒙。
其博物在自然，包括了动物、植物、矿
物岩石等自然元素；博物在“博”，各
种因素相互牵连共生，互相成就。通过
阅读如此有特点的书，孩子们可以初步
形成对于自然、中药、习俗、文学的

概念。
不过，我建议书中对以人为视角的

“害虫”的称谓可做适当纠正。比如书
中写道：“螳螂，又名刀螂，是肉食性
昆虫，可捕食40余种害虫”。人虽自称
为万物之灵，但同为生命，谁又是谁的
害虫还值得推敲。另外，从纯中医的角
度来讲述动植物的药用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将视角再拉远一些去看待动植物，
除了其药用，我们还可以欣赏它们的其
他方面。而一旦只强调药用、好吃，这
些生物更容易成为市场下的牺牲品从而
逐渐稀缺。所以，书中适时提倡了“濒
危动物”的保护，毕竟动物的生存可不

是为了人类入药而活。
通过这套中药科普图书，既让读者

对中药有了初步了解，也让孩子们对
自然界中常见的动植物有了更多的了
解，在文学、饮食方面也有收获。这
套图书希望通过认识节气规律，来让
孩子们了解传统文化习俗；通过科普
身边中药，来培养孩子观察力；通过
介绍养生常识，来引导孩子健康生
活；通过体验草木荣华，来激发探索
自然的欲望。接下来，读者就可以按
照每册最后“我的自然观察笔记”的
提示，去观察自然啦！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自 然 阅 读 的 别 样 方 式
——读《藏在中药里的二十四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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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文逐字话科学

让我国更多科技传播学者走上国际舞台
□□ 科普时报记者 于 翔

近几年，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来临，不仅
为科技传播拓展了新渠道，还因公众对科技
政策的更多参与而重绘了科学文化世界的版
图——这些都为科技传播学增添了大量新议
题，也是这本科技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公众
科技传播指南》出版第2版时着重阐述的内
容。那么，为什么选择翻译《公众科技传播
指南》（第2版）？国内的明星科学家参与科
普的现状如何？科普时报记者与本书译者和
专业人士进行了探讨。

对话嘉宾
刘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和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李红林（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记者：为什么选择翻译《公众科技传播
指南》（第2版）？

刘立：科技传播学是一门新兴文理交叉
学科，对我国来说是舶来品，但对科普学术
研究和实践很有参考价值。在国际上，某学
科如果出版了指南手册，它们通常是由业界
顶尖学者撰写的，标志着这门学科正在走向
成熟，而指南手册也为学科指出了发展方
向。《公众科技传播指南》（第2版） 是一本
很好的科技传播专业参考书，甚至对广义的
传播学专业和科技哲学专业来说也是这样。

但是，作为一本由多国顶尖学者撰写的
指南，其中的中国元素稀少。希望我国中青
年科技传播学者尽快成长起来，能走上像

《公众科技传播指南》 这样的国际学术舞
台，讲述中国科技传播的故事，构建中国自
主的科技传播知识体系。

记者：第2版新增了大众文化和明星科
学家的内容，国内的明星科学家参与科普的
现状如何？

王大鹏：现在，越来越多的网络科普达
人通过媒体包括自媒体传播科学知识，进而
对科学议题发表看法，讨论科学政策，影响
科学研究的框架和议题设置。我们开展过一
些调查，绝大多数受访科学家都认为科普很
重要，但是说到科普实践，有些科学家可能
会打退堂鼓。

对科学家做科普我们应该从多方面支持
关注：一是要提升科学家对科普重要性的认
识；二是要对科学家进行科普技能的培养；
三是要为科学家做科普提供必要的支持和鼓
励，比如将科普作为成果评价的加分项。

李红林：从历史脉络看，我国科学家参
与科普的情况是有很大改善的。当然，对比
我国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和科学普及人力资
源，我们科学家对科普的参与度是不算高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科
学家参与科普的激励机制不健全是主要因
素，关于科学传播的文化缺失和认知偏差也

一定程度上存在。我国已有一些促进科学家
参与科普的政策法规，但在操作层面也存在
一些问题。此外，科普需要以通俗的语言或
形式向公众阐释科学，对于一些科学家而言
这是较大的挑战。

刘立：国内也出现了若干优秀的科学家
（严格地说是科学工作者） 做科技传播，而
且效果良好，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他们大
多数已评上教授，不会因为做科普而分散科
研时间和精力，或被人认为是“不务正业”
从而影响其评职称。所以，可以鼓励已评上
正高的科学工作者或大学教师，业余时间多
做点科普。

记者：这几年健康素质和健康传播受到
重视，国内对这一议题的研究现状如何？

刘立：健康传播跟环境传播一样，在现代
社会越来越重要。公众对包括健康或环境在内
的美好生活要素的需要与日俱增，在这些领域
需要大量专业的医学科学工作者来从事科学性
高的科普，如关于食物营养、减肥、高血压、
口腔卫生等方面的科普。

李红林：国内针对这一议题的研究现
状，起步相对较晚，并且最初并非源自传播
学界，而是健康教育学界。伴随近年来新冠
肺炎疫情等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的影响和新传
播媒介的快速发展，健康传播研究也会是我
国的一项重要研究领域。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国内有学者及专家团队提出了“医学传

播学”概念，以与“健康传播”进行区分。
其核心观点为，强调以专业医护人员为主体
开展医学传播，强调传播内容的专业性、科
学性，是医学的分支，而非像健康传播学属
于传播学分支。

记者：本书认为科学电影的目的不是进
行准确的科学传播，而是创造让人愉悦的科
学形象，您是否赞同他们的观点？

李红林：科学电影首先是电影，符合电
影的属性和需要是其首要目的，因此在这种
意义上，对本书上述观点基本赞同。但是，
从科学传播工作者的角度而言，对科学电影
还是会有更多的期待，期望其能尽量准确地
传达相关科学知识，能够激发公众对科学议
题的兴趣和探索。

王大鹏：我理解这里说的科学电影并非
科教类影片，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可以认
同作者的观点。科学电影或者说有一些科学
内容的电影，甚至包括科幻电影，最大的功
能在于让人们对科学产生兴趣，包括自我愉
悦，进而通过其他渠道更深入地了解科学；
对于青少年来说，则可能有助于他们树立科
学的梦想。

近几年，国内出现了一些与科学话题
相关的影视剧，背后也有一些科学家发挥
科学顾问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保
科学性，也希望这样的合作模式能够更好地
推广。

从《骆驼祥子》看人力交通工具发展史
□□ 郑 军

不知道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是否
还收录在中学教材？当年，我念的语文课
本里节选了祥子三伏天拉车那段情节。看
得我直发感慨，世上怎么会有如此艰辛的
职业？后来才知道，人力车刚问世时，还
曾被视为进步的象征。

如此吃力的工具还能象征进步？是
的，1869年，住在日本横滨的美国传教士
斯科比发明了人力车。最初只是自己私
用，很快就被路人效法，流行起来，当时
就被视为日本“文明开化”的一个象征。
1900年，义和团将人力车作为“洋货”代
表予以捣毁，可见人力车不是古代物件，
曾经具有现代色彩，它是人力交通工具历
史上的重要一页。

研究交通工具发展史，离不开具体时
代的路况。工业革命前，人工路面很少，
并且几乎都是土路。如果需要人力负荷，
直接人背肩扛胜于用人力驱动车辆。所
以，各国古代车辆几乎都是畜力车。

第一种人力交通工具是独轮车，发明
于西汉年间。由于能适应很窄的路面，两
千多年间一直在中国执行短途运输任务。
淮海战役是独轮车的高光时刻，当时，上
百万名支前民工用独轮车运送补给，帮助

解放军赢得胜利。
进入 19 世纪，在迅猛的城市化进程

中，城区道路不断拓宽、联网。特别是
1850年前后，沥青路面在法国出现并普及
到全球，给使用人力交通工具提供了可行
性。不过在西方国家，自行车一直引领着
人力交通工具的发展。从提升结构设计，
到使用链条、钢质辐条和充气轮胎。在人
力车发明的年代里，自行车的基本结构已
经和今天一样。

作为后辈，人力车一开始便借用了自
行车的很多技术。比如辐条和充气轮胎。

《骆驼祥子》描写当时车夫鉴定人力车的
质量，要用脚蹬一蹬辐条，看它结实不结
实。今天司空见惯的辐条，当年是材料学
的一大进步。邓䘵普发明的充气轮胎也不
仅用于自行车，直到祥子时代还用于人力
车。当时，人力车已经挂上有玻璃罩的电
石灯，车夫们可以跑“夜活”。

由于大量使用工业化标准件，人力车
迅速发展，但是它从未在西方城市流行。
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大力发展马车作为城
市交通工具，19世纪已经有上千万匹马。
而在人口拥挤的东方，很多时候人力更
便宜。

1874年，上海法租界就引进人力车。
因为来自日本，又称东洋车，后来就简称
洋车。20世纪50年代上映的印度电影《两
亩地》，主人公是位失地农民，就在加尔
各答拉人力车为生，因车祸致残，故事堪
称印度版《骆驼祥子》。

1898 年，北京开启商业化人力车运
营，并一直使用到20世纪50年代，它的
直接取代者是三轮车。都是用人力驱动，
洋车夫可以改学三轮车，阻力不大。然
而，随着技术发展，机动车肯定要取代人
力交通工具，当年洋车夫如何对待机
动车？

《骆驼祥子》对此稍有描写。当时街
道狭窄，机动车与人力车混行。祥子遇到
小汽车，会故意挡在前面以示不满。其实
在1929年，就是小说中的年代背景，北平
人力车工会曾经组织起来捣毁电车，打砸
电车公司，造成几十万元损失。这是新旧
生产力更换时的标志性事件，可惜，老舍
写了祥子的诸般苦难，却极少提到新技术
的影响。

一种新技术得到普及，不仅要有效
率，还要有制度保障。商业化人力车运营
发展到小说描写的20世纪20年代末，运

营机制已经十分成熟。
一般车夫入行要从租车开始，每天交

份子钱，有积累后才能买自己的车。祥子
是顶级车夫，4年就能买一辆车。由于车
少车夫多，往往两人合租一辆，其中一名
车夫下午4点交接班去拉夜活。高级车夫
可以拉包活，工作轻松收入多。

这些模式像极了今天的出租车行业，
当然，开出租车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人力
车。这是技术升级的必然结果，这种变化
也并不漫长。20世纪90年代，以面包车为
主的出租车就在北京流行。根据小说的人
设，祥子如果一直活着，80多岁能看到这
番光景。

可惜，老舍那代作家没人能想象出租
车会遍布中国城市大街小巷。他们也不可
能把技术升级当成帮助祥子们走出绝境的
必由之路。

（作者系中国作协科幻文学委员会委
员、科幻作家、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
理事）

《公众科技传播指南》（第2版），[意
大利]马西米亚诺·布奇、[爱尔兰]布莱
恩·特伦奇主编，李红林 刘立译，中国
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你学到的人类进化示意图可能是错的！
人类从来都不是从黑猩猩进化而来的，也很
可能从来没有弓着身子在地上行走过。

人类是哺乳动物中仅有的只靠两足直
立行走的物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直立着
探索这个世界？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如
何迈出第一步的？《人类的第一步：直立行
走如何塑造人类》 聚焦人类用双足直立行
走的独特能力，探讨它的起源和演化过
程，以及如何塑造了现代人类。

恩格斯认为，直立行走让我们完成了
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解
放了我们的双手。这种独特的天赋技能，

是一份价格高昂的礼物。
直立行走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有信

念、有控制地向前倒。这是一个无比勇敢
的选择。它不仅仅是一次解剖结构方面的
大变革，更涉及人类对环境变化的多方面
身心适应，我们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比如：速度变缓，分娩困难，腰椎、膝盖
和脚踝变得脆弱。可是，两足行走为人类
学会使用石器和火、大脑容量剧增及其他
特征铺平了道路，更是促成了人类的社会
性、同理心，深远地影响着科技、语言、
觅食和育儿方式的发展。

作者德席尔瓦这位古人类足骨研究专

家，没有囿于对考古发现的古板讲述，而
是照顾了我们普通读者的接受度和兴趣，
着重讲述与人类这一进化特点有关的故
事、新发现，随时留下伏笔，环环相扣，
层层深入。灵巧的手、无毛的身体、硕大
的大脑……勇敢选择直立行走，让我们成
为人类。了解了这些，我们就能更好地把
握当下的生活：每天一万步，是噱头还是
铁律？边散步边思考是天才们的成功秘诀
吗？怎样用散步来对抗时间的侵蚀，预防
阿尔茨海默病？直立行走定义了人类，也
将继续塑造我们。

（中信鹦鹉螺供稿）

《藏在中药里的二十四节气》，刘兵总主编，山东友谊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

为 了 直 立 行 走 人 类 有 多 拼

《人类的第一步：直立行
走如何塑造人类》，[美] 杰里
米·德席尔瓦著，胡小锐 钟
毅译，栗静舒审校，中信出
版集团2022年1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