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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曙光

连我们自己也很惊讶，
《第一推动丛书》 已经出了
25年。

或许， 因为全神贯注于
每一本书的编辑和出版细
节， 反倒忽视了这套丛书的
出版历程， 忽视了自己头上
的黑发渐染霜雪， 忽视了团
队编辑的老退新替， 忽视好
些早年的读者， 已经成长为
多个领域的科学栋梁。

对于一套丛书的出版而
言， 25年的确是一段不短的
历程； 对于科学研究的进程
而言， 四分之一个世纪更是
一部跨越式的历史。 古人
“洞中方七日， 世上已千秋”
的时间感， 用来形容人类科
学探求的速率， 倒也恰当和
准确。 回头看看我们逐年出
版的这49种科普著作， 许多
当年的假设已经被证实， 也
有一些结论被证伪； 许多当
年的理论已经被孵化， 也有
一些发明被淘汰……

无论这些著作阐释的学
科和学说 ,属于以上所说的
哪种状况， 都本质地呈现了
科学探索的旨趣与真相： 科
学永远是一个求真的过程，
所谓的真理， 都只是这一过
程中的阶段性成果。 论证被
想象讪笑， 结论被假设挑
衅， 人类以其最优越的物种
禀赋———智慧， 让锐利无比的理性之刃， 和绚烂
无比的想象之花相克相生， 相辅相成。 在形形色
色的生活中， 似乎没有哪一个领域如同科学探索
一样， 既是一次次伟大的理性历险， 又是一次次
极致的感性审美。 科学家们穷其一生所奉献的，
不仅仅是我们无法发现的科学结论， 还是我们无
法展开的绚丽想象。 在我们难以感知的极小与极
大世界中， 没有他们记历这些伟大历险和极致审
美的科普著作， 我们不但永远无法洞悉我们赖以
生存世界的各种奥秘， 无法领略我们难以抵达世
界的各种美丽， 更无法认知人类在找到真理和遭
遇美景时的心路历程。 在这个意义上， 科普是人
类极端智慧和极致审美的结晶， 是物种独有的精
神文本， 是人类任何其他创造———神学、 哲学、
文学和艺术无法替代的文明载体。

在神学家给出“我是谁” 的结论之后， 整个
人类， 不仅仅是科学家， 包括庸常生活中的我
们， 都企图突破宗教教义的铁窗， 自由探求世界
的本质。 于是， 时间、 物质和本源， 成为了人类
共同的终极探寻之地， 成为了人类突破慵懒、 挣
脱琐碎、 拒绝因袭的历险之旅。 这一旅程中， 引
领着我们艰难而快乐前行的， 是那一代又一代最
伟大的科学家。 他们是极端的智者和极致的幻想
家， 是真理的先知和审美的天使。

我曾有幸采访 《时间简史》 的作者史蒂芬·
霍金， 他痛苦地斜躺在轮椅上， 用特制的语音器
和我交谈。 聆听着由他按击出的极其单调的金属
般的音符， 我确信， 那个只留下萎缩的躯干和游
丝一般生命气息的智者就是先知， 就是上帝遣派
给人类的孤独使者。 倘若不是亲眼所见， 你根本
无法相信， 那些深奥到极致而又浅白到极致， 简
练到极致而又美丽到极致的天书， 竟是他蜷缩在
轮椅上， 用唯一能够动弹的手指， 一个语音一个
语音按击出来的。 如果不是为了引导人类， 你想
象不出他人生此行还能有其他的目的。

无怪 《时间简史》 如此畅销！ 自出版开始，
每年都在中文图书的畅销榜上。 其实何止 《时间
简史》， 霍金的其他著作， 《第一推动丛书》 所
遴选的其他作者著作， 25年来都在热销。 据此我
们相信， 这些著作不仅属于某一代人， 甚至不仅
属于20世纪。 只要人类仍在为时间、 物质乃至本
源的命题所困扰， 只要人类仍在为求真与审美的
本能所驱动， 丛书中的著作， 便是永不过时的启
蒙读本， 永不熄灭的引领之光。 虽然著作中的某
些假说会被否定， 某些理论会被超越， 但科学家
们探求真理的精神， 思考宇宙的智慧， 感悟时空
的审美， 必将与日月同辉， 成为人类进化中永不
腐朽的历史界碑。

因而在25年这一时间节点上， 我们合集再版
这套丛书， 便不只是为了纪念出版行为本身， 更
多的则是为了彰显这些著作的不朽， 为了向新的
时代和新的读者告白： 21世纪不仅需要科学的功
利， 而且需要科学的审美。

当然， 我们深知， 并非所有的发现都为人类
带来福祉， 并非所有的创造都为世界带来安宁。
选择推进人类进化的科学方向， 选择造福人类生
存的科学发现， 是每个现代公民对自己， 也是对
物种应当肩负的一份责任、 应该表达的一种诉
求！ 在这一理解上， 我们将科普阅读不仅视为一
种个人爱好， 而且视为一种公共使命！

牛顿站在苹果树下， 在苹果坠落的那一刹
那， 他的顿悟一定不只包含了对于地心引力的推
断， 而且包含了对于苹果与地球、 地球与行星、
行星与未知宇宙奇妙关系的想象。 我相信， 那不
仅仅是一次枯燥之极的理性推演， 而且是一次瑰
丽之极的感性审美……

珍贵无比的古遗文化

永州文化是伴着永州的历史演变产生和发展的。 永
州古称零陵， 建制已有2300多年， 留下的老古董特别
多， 至今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6处， 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56处， 在湖南排名第二， 仅次于长沙。

古遗址。 最古老的遗址是零陵区黄田铺学校内的石
棚距今约2万年。 道县的玉蟾岩遗址距今约1万5千年，
洞内遗存的水稻、 原始陶片和47颗人类牙齿等各类动植
物标本2万多件， 揭开了水稻之源、 陶瓷之源的谜底，
改写人类进化史。 宁远县九嶷山玉琯岩的舜帝庙遗址，
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用以祭祀五帝的规模最大、 历史最悠
久、 延续时间最长的陵庙建筑遗址。 道县的鬼崽岭古代
祭祀遗址、 宁远县柏家坪镇的舂陵侯城遗址和冷水滩的
泠道故城遗址、 零陵区氹底的望子岗遗址、 东安县大庙
口镇的坐果山遗址等， 都是湖南省内保存较好的古遗
址， 有极高的考古价值和观赏价值。

古庙、 古祠。 最著名的有宁远文庙、 零陵柳子庙和
文庙、 武庙等。 宁远久安背翰林祠、 东安头翰林祠、 下
灌李氏宗祠、 蓝山县的塔下李等祠堂， 都充分展示了湘
南祠堂的地方特色。

古碑刻。 在永州各地， 凡是风景名胜区， 都有数量
不等的碑刻存世。 特别是祁阳浯溪碑林为无价之宝， 是
我国现存最大的露天碑林。 江华的阳华岩摩崖石刻， 零
陵的朝阳岩摩崖石刻和淡岩摩崖石刻、 东安的九龙岩摩
崖石刻和道县的月岩摩崖石刻等。 都留下了中国历代许
多著名思想家、 文学家、 书法家的作品， 具有很高的历
史、 艺术、 科学价值。

古村落。 全国历史文化名村江永上甘棠， 是湖南迄
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古村落， 距今已有1200年的
历史， 还有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零陵富家桥的周
家大院、 道县濂溪故里、 新田枧头的龙家大院、 祁阳潘
市镇的李家大院等， 全市已发现的古村落有32个， 占湖
南省名村落的三分之一多。

永州的老古董还有古塔、 古坊、 古堡、 古道、 古
井、 古墓、 古窑、 古亭， 这些名胜古迹遍布在境内11个
县区， 给潇湘大地注入了古韵及灵气。 因此， 世人对永
州有风水宝地之说。

流芳百世的“四源”文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 历史表明， 有四个
方面的文化是在永州产生、 成就和延伸的。 它们是道德
文化、 柳学文化、 理学文化和瑶族文化。

《史记》 记载“天下明德皆至虞舜始”， 就是说从
舜帝开始， 中国才有了明确的道德观和原则。 舜帝崩葬
于九嶷山。 他创立的道德文化从此在永州扎根并代代相
传， 使永州成为“道德文化的发源地”。

柳宗元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位杰出代表， 被贬
谪到永州任司马达十年之久， 为永州留下了丰富宝贵的
文学遗产。《柳宗元全集》中在永州撰写的诗文占了五分
之三。

程朱理学源于周敦颐。 周敦颐是永州道县人， 他的
《太极图说》和《通书》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他的《爱莲说》为千古名篇。

据考证， 瑶族的祖居地和瑶文化的发源地在永州江
永千家峒。 永州江华是全国面积最大、 瑶族人口最多的
瑶族自治县， 有“神州瑶都” 之称， 每年举办“盘王
节”， 扩大了瑶族文化在全国、 全球的影响。

如诗如画的山水文化

永州是一个山脉众多、 层峦叠嶂的地区， 五岭中永
州就占据了萌渚岭、 都庞岭、 越城岭三岭。 永州又是一
个河流密布， 水系发达的地区。 永州久负盛誉的有三大
名山和潇湘二水。

神奇九嶷山。 九嶷山又名苍梧山， 因舜帝的葬地而
神奇， 自古就有“天下万仞朝九疑” 之说， 独特的风
光， 神秘的传说、 古朴的风情扬名天下， 令人神往。

和美阳明山。 位于双牌县内， 登峰远眺， 南眺九
嶷， 北望南岳。 阳明山是佛教圣地， 为阳明山带来祥和
之气。 十万亩野生杜鹃花全国少见。

俊秀舜皇山。 舜帝南巡驻足于此而得名， 海拔1882
千米。 山中层峦叠嶂、 溪流纵横、 瀑布成群、 青翠欲
滴， 被誉为“天然氧吧” “生态王国”， 还是红军长征
经过的地方， 陆定一写有名篇 《老山界》。

锦绣潇湘。 “挥毫当得江山助， 不到潇湘岂有诗”。
永州因潇水、 湘江穿境而过， 在永州零陵岛汇合而雅
称“潇湘”。 千里湘江永州占三分之一。 潇水是湘江的
源水河。 近年来， 随着南津渡、 泰州、 宋家洲、 浯溪等
水电站的建成， 两大河流在零陵、 冷水滩中心城区流域
呈现出四大平湖， 即南津渡平湖、 泰州平湖、 潇湘平湖
和浯溪平湖。 这些平湖宛如一面面绿色的镜子镶嵌在潇
湘大地上， 使永州的天更蓝、 山更绿、 水更美。

难以忘怀的红色文化

永州是革命老区。 有革命遗址117处。 土地革命时
期， 永州共建立了各级农民协会880多个， 各级工会
100余个， 学生联合会7个， 还建立了农民自卫军、 工人
纠察队、 农民梭镖队和劳动童子团。 一大批共产党人牺
牲在永州的土地上。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红军长征过永州。 1934年8月、
11月， 红六军团西征探路， 中央红军长征突围， 先后穿
越永州11个县区。 1934年8月20日红六军团在新田县小
源村召开的小源会议， 为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摆脱围
堵、 横渡湘江赢得了先机。 红军在永州的主要战斗达23
次， 不少红军战士血染潇湘。 红军34师师长陈树湘壮烈
牺牲， 时年29岁。 红军长征在永州这本书上写下了光辉
灿烂的篇章。

丰富多彩的风俗文化

永州各族人民形成的极具地方特色的风俗习惯， 是
永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习俗文化有十种：

女书习俗。 流传于江永的上江圩一带， 是现在世界
上唯一存在的妇女专用古老文字， 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

舜帝祭典。 从大禹祭祀舜帝陵开始， 历经多个朝
代， 祭祀舜帝陵渐成定制， 香火不绝， 从古至今一脉相
传。

祁剧。 湖南省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 至今已有500
余年。 祁剧从唱腔、 戏曲语言、 戏剧脸谱都独具地方特
色， 堪称一绝。

瑶族长鼓舞。 已有千年历史， 主要流传在江华瑶族
自治县及邻近瑶族地区。

祁阳小调。 衍生并流传于祁阳的民间曲艺， 明末清
初已广为流行。

串春珠。 又名跳九州、 走春湖、 走线， 主要分布在
江华瑶族自治县的部分乡镇， 是从远古乐神舜发展起来
的乐人舞蹈， 是瑶家欢度春节跳的集体舞， 为瑶家长鼓
舞的姊妹篇。

道州龙船赛。 道州几千年形成的民间传统体育竞技
项目， 活动于潇水与濂溪交汇区域， 鼎盛之时参赛龙船
多达146条， 观众逾百万之众， 规模巨大， 属全国同级
同类之首。

零陵花鼓戏。 通过表演纺纱织布、 耕田种地、 挑水
砍柴等日常劳作和生活， 反映劳动生产、 婚姻爱情等，
特色十分明显。

槃王大歌。 始作于原始社会， 雏形于晋代， 形成于
唐宋时期， 伴随着瑶族世世代代祭祀槃王的礼仪活动广
泛流传于瑶族中。

瑶家坐歌堂。 为江华、 江永县和新田、 常宁、 桂
阳、 祁阳、 宁远等瑶族地区一项重大婚俗。 一般是在新
娘出嫁的头天晚上举行， 通过说唱、 哭唱、 骂唱等对
唱， 新娘表示惜别之情， 亲戚嘱于嫁夫之道， 入夜开
始， 通宵达旦。

永州美食也是永州风情文化中的瑰丽篇章。 最负盛
名的特产有江永的“三香” 香米、 香油、 香芋， 道县的
灰鹅， 宁远、 新田的麻鸭， 零陵的薄荷， 江华的苦茶，
蓝山的金桔， 祁阳的乌梅， 东安舜皇山的土猪， 新田的
三味辣椒和永州异蛇等。 “东安鸡” 名列八大湘菜之

首， 相传洪秀全胞妹洪宣娇创作的名菜“永州血鸭” 在
2010年10月首届中国土菜烹饪大赛中获铜牌奖， 宁远酿
豆腐、 瑶家冬笋炒腊肉、 永州盘龙鳝鱼、 永州虎皮香芋
扣肉、 东安水岭羊肉等也名声在外。 江华的“圣水豆腐
酿” 为代表的“十八酿” 闻名湘、 粤、 桂三省区;道县的

“鲊肉” 和宁远的“九嶷山兔” 等佳肴远销全国各地。

颇具影响的永州名人

永州人杰地灵， 名人荟萃。 历朝历代， 永州都有拔
尖人物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 中国社会的进步、 中国文
化的繁荣作出不朽贡献。

东汉三国时期， 零陵郡的蒋琬、 刘巴、 刘先为蜀汉
大臣， 名噪一时;黄盖、 刘敏、 杨怀为著名将领， 叱咤风
云。 唐宋时期， 宁远的李郃是湖广的第一个状元。 怀素
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草书大师。 出生在道县的周敦颐，
上承孔子、 孟子， 下启二程、 朱子， 被称为孔孟之后的
第三位圣人。 明清时期， 永州诞生了朝廷重臣陈荐、 周
希圣、 陈大受、 何凌汉， 执法名将王德榜、 欧阳利见，
著名书法家何绍基， 以及天地会著名首领朱洪英， 著名
瑶族起义首领赵金龙等。 民国时期涌现出大批著名人
物， 如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我国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先驱者李达， 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李启汉， 黄
埔军校“黄埔三杰” 之一蒋先云，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
华， 无产阶级革命家、 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陶铸等。

到过永州的客籍名人也不少， 如中华民族人文始祖
舜帝及娥皇、 女英， 西汉史圣司马迁， 唐代大诗人李
白， 著名文学家元结、 柳宗元， 宋代名人欧阳修、 苏
轼、 黄庭坚、 秦观、 杨万里、 岳飞、 张栻、 文天祥等
等。 所有这些杰出人物代表， 无论是永州人还是外来
人， 都为永州的历史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永州这本
书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永州这本书上续写新的篇章

潇湘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永州是一本厚重的书。 今
天， 我们了解它、 品读它， 目的是更好地开发它、 利用
它， 在永州这本书上续写出新的篇章， 演奏出新的乐
章， 描绘出新的图画。 如何开发利用， 就当前永州的实
际来讲， 我认为就是要全面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
神， 追寻中国梦想， 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要宣
传 、 推介好永州这本书， 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本书，
品读好这本书，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传承湖湘文
化。 要把文化旅游作为龙头产业来抓， 重点保护开发
利用好永州的历史文化景点景区， 彰显永州厚重的
历史文化特色， 拉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要以锦绣潇
湘为品牌， 以国家级永州历史文化名城为契机， 加
大中心城市建设力度， 积极融入湘粤桂旅游圈， 把
永州打造成全国知名的旅游城市。 要以旅游小镇为
抓手， 提升城乡建设水平， 推动全域旅游。 这些目标的
实现， 永州这本书才会更加令人品读、 更加令人陶醉、
更加绚丽多彩。

(作者系永州零陵人， 曾任零陵地委书记 ，
湖南省委常委 、 长 沙 市 委 书 记 ， 云 南 省 委
书 记 、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主 任 ， 第 十 二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内 务 司 法 委 员 会 副 主任委
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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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光荣

一说起湖南， 不少人
知道， 张家界是一幅画 ，
永州是一本书。 《永州府
志》 《二十四史》 等大量
史料证实， 永州这本书可
以见证中国历史文化的发

展轨迹， 可以领略中国历
史代表人物的思想境界 ，
同时又具有永州自己的鲜
明特点， 在中国文明进步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永州的亮点在文化 。

好生态、 好风光、 好物产
与厚重的文化相互交融，
正是永州这本书的最大特
色 。 这本书既厚重又经
典， 其文化思想含量主要
体现在六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