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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之浩

时到今年，卡尔·萨根已经去世21年。 这位天
才的科普家第一次将“科学是简单的、每个人都可
以理解”的概念带给大众。 他参与了NASA的阿波
罗探月计划， 是水手9号航空成像技术组的一员，
设计了先驱者10号上的“地球名片”，组织构想了
在旅行者号探测器上安置“星际唱片”。 他还留下
了数不尽的著作，被阿西莫夫推崇为“历史上最成
功的科学普及家”。 这颗天才的大脑只活动了62
年， 留下的累累硕果却鼓励了几代的年轻学子投
身科学。

萨根是一个兴趣广泛、求知欲旺盛的人。当他
还是八岁小男孩儿时， 就已经对星空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这种兴趣推动他一路前行，在芝加哥大学
取得了物理学硕士学位、 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博
士学位， 拥有其他美国大学和学院授予的二十余
个荣誉学位， 之后又在哈佛大学担任天文学助理
教授， 在康奈尔大学担任天文学和空间科学副教
授。

他的导师和同事认为， 正因萨根的广泛兴趣
和多学科兼修，才使他拥有了全局的眼光，准确地
抓住了诸如生物学、 天文学等不同科学间的交会
点。他将不同领域的传统科学穿插交织在一起，在
所有人之前领略了更为宏大的世界。 在他初版于
1980年的《宇宙》一书中，就已经将天文学与生物、
化学、物理、地理结合起来，推断出金星上的温室
效应会使金星表面温度远超人类的想象， 火星土
壤中的气体更可能源自化学反应而非生物反应。
而在《宇宙》出版后的几十年里，不同研究领域的
杂交硕果———例如天文生物学、天体粒子物理学、
天体化学、行星地理学———才纷纷出现。

萨根不仅自己在科学上成就斐然， 还将自己
对科学的热爱传播给了大众。不夸张地说，萨根称
得上是科普第一人。他告诉我们，宇宙充满简洁的
真相，了解科学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在他
之前，科学是曲高和寡的，对公众来说晦涩模糊，
不但公众没有了解科学与科技的意识， 科学家也
不愿意普罗大众了解科学。 萨根的出现打破了这

一不合理的局面，他声言“我们的真正危险在于构
造了一个基本上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社会， 却几
乎没有人懂科学和技术”。

萨根开拓了一条科普的道路， 并沿着这条科
普之路不断前行。 他的每本著作都发行了数百万
册，他开设讲座，无论在大学内外总能吸引大批听
众，他还将科学从象牙塔中带到了聚光灯下。 在萨
根生活的年代，电视节目方兴未艾，萨根别出心裁
地策划、主持了电视系列节目《宇宙》。 他首创性地
将各种特效引入科普节目中， 使科学脱离了人们
固有的刻板印象， 以充满光电声色的全新面貌闯
入人们的视野。《宇宙》的同名书籍久居畅销书榜
首，BBC甚至评论说，如果我们有机会向遥远星球
上的图书馆寄去唯一的一本书，那么非《宇宙》莫
属。

除了科学，萨根对社会怀有深切的责任感。 在
投身科学之初， 他就明确认知科学家有责任参与
社会活动，在科学与迷信界线混沌的时候，他旗帜
鲜明地反对迷信、盲从和伪科学。 他关心公众的思
维， 对所有人抱有同理心， 对地球的未来忧心忡
忡。 在他生活的时代，地球饱受核战争和污染的威
胁（今天这些威胁更加严重），他呼吁所有人为地
球的未来发声，他建立了核冬天理论，用德雷克公
式提示人类，在浩瀚的宇宙中地球是多么可贵，生
命的存在是多么珍贵， 存在并能感知到自己存在
的人类是多么的独一无二。“他有三只眼睛。 一只
眼睛探索星空，一只眼睛探索历史，第三只眼睛，
也就是他的思维，探索现实社会。 ”美国《每日新
闻》如是评价萨根。

可惜这样一位科学的形象大使，对中国的公
众来说却是沧海遗珠。 在萨根生活的年代，中国的
科普事业还不发达，在信息畅通无阻的时代，萨根
的作品也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在书海中脱颖而出。
错过卡尔·萨根，对所有人都是一种不幸。 好在我
们还有机会， 书籍的存在使伟大的思想得到了传
承， 萨根及其科普作品也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
和青睐。 与萨根对话，我们必将受益良多。

（作者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国防科
普作家。 《宇宙》 卡尔·萨根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出版）

好一朵
“金蔷薇”

丁立梅

认识昕孺好些年了。
细究之， 其实也没几年。 以前他在一个

新散文什么的论坛上， 我也常去混。 也不知
怎么的， 互相就熟了。 四五年前，《散文选刊》
在山东有个笔会， 我们见面了。 我惊讶他的

“瘦小”， 完全一副大学生模样。 事实上， 他
的年纪， 比我还略长一点。

昕孺写诗， 我读过他的一本诗文集 《两
个人的书》。 挺朴素的一本书， 文字不花哨，
很实在， 有青铜质地。 他在散文、 小说、 文
学评论等方面都有涉足， 手中一支笔舞得人
眼花缭乱， 但他的身份， 还是诗人。 诗人，
这是一个很笼统的叫法。 诗人与诗人， 没什
么区别， 就是写些断句的， 这是我最初粗浅
的看法。

可是， 等我收到昕孺的这本新书 《心的
深处有个宇宙———在现代诗中醒来》 时， 我
一下子就把他和别的诗人区别开来， 他是真
有分量啊， 沉甸甸的， 唯成熟的向日葵可比。

每日晨起， 我翻开这本书， 把天光， 一
点一点读得大亮。 我不敢草草读， 而是一个
字一个字慢品。 在浩如沙土石砾的外国现代
诗中， 昕孺像个淘金的人， 他一筛子一筛子
慢慢筛啊筛， 筛出六十四首来， 精心铸成一
朵“金蔷薇”， 奉献给我们所有的读者。 读者
们有福了， 即便是诗歌的门外汉， 也被这朵

“金蔷薇” 光芒的闪耀吸引， 慢慢靠近， 体味
到它的芬芳。

这不是一本泛泛而谈的评论， 你完全可
以把它当优美的散文， 或是人物传记来读。
六十四个诗人的生平喜好、 生活轨迹、 交往
的朋友、 创作成长经历， 他一一如数家珍，
仿佛他是他们的老朋友。 与他们青梅竹马过，
与他们少年时一起奔跑过， 与他们一起贫病
交加过， 与他们一起喝过酒， 一起在月光下
醉过， 一起扛过枪打过仗， 一起哭过笑过。

———如果评论单单停留在这里， 不过是
一场猎奇罢了。 昕孺不是， 他要做的， 是开
启西方现代诗歌那扇神秘的大门， 把读者引
领进去， 在诗歌的花丛中自由漫步， 像蝴蝶
闻香一般， 撷取每一首诗里的芳香。

这是一件相当挑战智力和毅力的活计，
因为通向那扇神秘大门的路上， 山河险峻，
道阻且长。 在这里， 我不得不佩服一下昕孺，
他的心中， 简直就装着一个诗歌的小宇宙。
古今中外， 多少诗人词家之作， 他信手拈来。
那些在我们看来那么艰涩的诗歌， 经他一解
读， 一比较， 一分析， 一联想， 好了， 光芒
出来了， 芳香出来了， 我们恍然大悟， 拍案
叫绝， 啊， 原来如此！

比方， 他选了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
尔的一首 《美人鱼》， 诗很短， 只四行：

我怎么知道 ， 美人鱼 ， 你的苦恼从哪里
来，

每当深夜， 你哀声叹息， 在大海？
我跟你一样， 海啊， 充满了幽潜的声息，
而我那歌唱的船名字就叫做年代。
这首诗很是考验读者的智商， 恐怕十个

人有九个会嚷， 读不懂啊。 昕孺却轻而易举
地读出了它的弦外之音。 他首先定义， 这是
一首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然后， 一句一句
解读， 甚至连标点符号的应用， 都作了合情
合理的解释， 分析出它奇在何处， 美在哪里。
他让我们先读出这首诗的节奏感， 他说， 内
在节奏是现代诗的命根子。 然后带着我们，
不紧不慢， 一步一步， 向着诗人的内心靠近。
他说， 诗中“我” 与“你” 那不知从何而来
的苦恼， 大海那神秘的幽潜声息， 因 “我那
歌唱的船” 命名为年代， 一下子由一种纯粹
的个人体验变成了具有普遍性的人类共同经
验。 他说， 阿波利奈尔所处的年代如此， 苏
格拉底的年代如此， 屈原的年代， 乃至我们
现在所处的年代， 同样如此。 我们都怀着像
美人鱼那样不知从何而来的苦恼， 但我们都
在散发着幽潜声息的人生大海里一边叹气，
一边航行， 一边歌唱。 又， 诗中隐含的另一
重意思是， 即便个人命途坎坷， 受尽委屈，
但时代在歌唱， 时代在前行， 因此， 我们不
要自怨自艾， 更不能自暴自弃， 而是要跟着
时代一起歌唱， 一起前行。

经他指引， 回头再读这首诗， 便咀嚼出
不一样的人生况味， 心弦为之轻轻颤动。

昕孺在这本书里传递出的诗歌鉴赏观，
我非常赞同。 他说， 我们在读诗的时候， 千
万不要拘泥于它所表达的主题和意义， 而要
学会去“意会” 一首诗， 学会去欣赏一首诗，
就像我们欣赏一朵花和一只蝴蝶那样。

我信， 当你能够耐心地读完他的这本书，
你一定能从中闻到花的香， 看到蝴蝶的美，
获得心智的进步、 境界的升华。

《大学与大师：
清华校长梅贻琦传》
岳南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梅贻琦对于清
华大学的功绩及其
在中国现代高等教
育史上数一数二的
地位 ， 1980年代以
来 ， 已日渐得到认
可 ， 但由于各种原
因 ， 公众对其认知
度仍然偏低 ， 学界
对他的研究也难言
充分 。 岳南在穷尽

史料的基础上， 前后花费五年多时间始完成
写作， 内容扎实， 可读性强。

《青年王阳明》
杜维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五 百 年 前 的 王
阳明 （守仁 ） 是儒
学传统中最活跃的
思想家之一 。 他生
活在十五六世纪的
明代中国 ， 其学说
从根本上重塑了儒
家思想的结构 ， 对
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
即使在当代中国仍
然有着清澈的回响 。

本书重在考察阳明思想形成
的岁月 ， 包含了大量的精神
和学术的游历。

蔡栋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哪
怕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
时期， 人们也总想方设法改善
一下自己的生活。 记得那时我
正读中学， 每逢周末回家， 母
亲就要带我下一回馆子， 打一
次“牙祭” ———也就是一碗放
了几片菜叶见不到一点肉沫的
“光头面”， 但那诱人的情景，
馋人的干货， 漂着几点油珠的
汤头， 几十年来仍不时浮现在
我的眼前。

改革开放近40年， 社会发
展了， 物质丰富了， 生活好了，
大鱼大肉已觉不新鲜。 有的人
甚至觉得有点吃腻了， 倒是搜
网络、 找信息、 扯闲篇、 问电
话， 找一些乡间土菜， 几块腊
肉、 豆腐也能解乡愁。 开车深
入乡间去“寻味” 的人络绎不
绝。 于是乎， 乡间农家菜火了，

民间私房菜香了， 传统
湘菜特别是与大人

物谭延闿有些关
系的组庵湘菜
也俏了， 一本
《寻味三湘》 的
书也就应运而

生。
写吃的书 ， 这

些年已出了不少， 一类是

专谈技法， 一类是侧重文化。 《寻味三
湘》 则一而二， 二而一， 把两者融合在
一起。 作者范命辉是中国湘菜首席专家，
有机会常看湘菜大师们掌勺， 听他们谈
经论道， 成了他们的私淑弟子， 与大师
们熟得不能再熟。 他还曾创办过 《长沙
美食报》， 并在长沙晚报开设了“范哥点
菜” 专栏， 文字干净老到， 平实叙说中
饱含激情， 可谓既熟烹饪之术又谙文化
之道， 更知文章之理。 于是， 他发挥自
己这几方面之长， 走基层接地气， 跑三
湘寻真味， 带领老饕、 吃货们去古城古
村古宅寻味。 他在寻味中， 既寻出了
“技”， 又寻出了“道”， 品味中有历史，
有现场， 有典故， 有人物， 不少名厨的
形象跃然纸上， 一本“寻味”， 香气扑
鼻， 气象万千。

如 《酱汁肘子》 一文， 开头写道：
“长沙‘文夕大火’ 那年， ‘马明德堂’
堂主马明德挑着一担箩筐从河东往河西
逃难， 一箩是衣服， 一箩是装着卤水的
大砂锅。 为了逃命， 卤水从重重的大砂
锅里一路外溢， 邻友问他还要这个干什
么？ 马说： 这是祖宗三代传下来的， 是
我们的命根子， 哪怕剩下一碗也好。”

这里写的既是历史也描绘了现场，
湘菜名师的敬业之心、 惜业之情， 宛如
在眼前。 对于重实用渴望获得制作秘诀
的读者来说， 如何做酱汁肘子， 文字中
亦有详细介绍， 先出水， 后煨、 再蒸，
讲得头头是道， 甚至出水要煮10分钟，
在猪肘皮下的肉上划十字花刀也交代得
清清楚楚， 很有服务性。

范命辉从事餐饮工作三十多年， 写
了不少文章， 出了好几本书， 为推介湘
菜可谓不遗余力。 他的虚心好学也是有
名的： 曾与他有过共餐的机会， 印象中，
只要一上菜， 他就精神抖擞， 目光四射，
举凡有点创意的菜， 他都要拿起手机拍
照。 开始时大家还不为所动， 几次之后，
他这个爱好还“传染” 开来， 拿出手机
拍照的此起彼伏———为什么不拍呢， 回
去做菜也多个参照物啊。

湘菜要创新， 也要传承， 就得要有
一大批有心人。 《寻味三湘》 出来后，
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来寻味、 传味、 创味，
唯有此， 湘菜之味定能愈加浓烈， 香飘
四海。

（《寻味三湘》 范命辉 著 湖南科技
出版社出版）

书林哲思

走马观书

我读经典

将科学从象牙塔中
带到聚光灯下

———怀念卡尔·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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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有所得

读书三境界
刘诚龙

少儿读书， 开其大窍； 青年读书，
明其远志； 壮岁读书， 增其胸智； 晚来
读书， 乐其身心。 此为读书第一重境
界。

读书， 我们努力当好君子。 读书不
仅改变你的命运， 读书更可以改变你的
气质， 曾国藩说：“古之精于相法者， 并
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 粗野何以变文
雅？ 粗俗何以变高雅？ 粗粝何以变风
雅？ 除了读书， 还是读书。 读了书， 知
书达理， 知情达理， 读了书， 腹藏气
华， 脊撑风骨。 这就是文质彬彬， 然后
君子。 读书能养成我们的君子气质， 读
书能塑造我们的君子人格。

读书医愚， 世事洞明； 读书知礼，
文质彬彬； 读书进德， 忠信立诚； 读书
养气， 富贵不淫。 此为读书第二重境
界。

读书， 我们努力当好汉子。 湖湘文
化不同于其他文化。 湖湘文化有什么特
征？ 说开去， 一本书打不住， 说拢来，
四个字： 经世济用。 魏源为什么写 《海
国图志》？ 是发表文章赚稿费入作协？
是出版著作评职称加工资？ 他是要经世
济用的。 何谓经世济用？ 读书， 你不仅
是要当君子， 改变自己气质； 读书， 你
还要当一个大汉子， 改造社会气质。 湖
南人读书， 不是给首长做证明题的， 不
是来解释世界的， 湖南人读书是给天下
做拓展题的， 是来改造世界的。 照古人
说是：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
万世开太平。

读经史书， 通古变今； 读圣贤书，
自新新人； 读无字书， 经世济用； 读百
科书， 立命生民。 此为读书第三重境
界。 但愿人人都是好学子， 都是真君
子， 女士是能顶半边天的奇女子， 男士
是能改天换地的伟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