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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春

日前，国家图书馆揭晓了第十五届文津图
书奖获奖书目，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史
蒂芬·霍金的经典作品《十问：霍金沉思录》，获
得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

上帝存在吗？一切如何开始？宇宙中存在
其他智慧生命吗？我们能预测未来吗？黑洞中
是什么？时间旅行可能吗？我们能在地球上存
活吗？我们应去太空殖民吗？人工智能会不会
超过我们？我们如何塑造未来？

这十个问题看似简单，但稍加思考却又似
乎无从回答，这些问题就是著名天体物理学家
史蒂芬·霍金留给这个世界的临别礼物。2019
年3月，在霍金离开我们一周年之际，他的新
书《十问：霍金沉思录》简体中文版出版了。

在《十问》一书中，霍金以他一贯的睿智和
深刻回答了这些问题。他说，回答这些问题的最
好方式，是证明这些问题本身并不存在。比如，对
于第一个问题：上帝存在吗？这个问题涉及科学
和宗教的争议，很多科学家都避免卷入这类争
议。而霍金的回答是：万有引力定律、量子力学、
相对论等物理和数学上的各种定理和公式，化
学反应方程式，这些科学规律，有没有上帝都能
成立。换言之，霍金说，科学不需要上帝。

1942年1月8日，霍金出生在英国牛津，
是当代最伟大的天体物理学家之一。他在 37
岁时担任剑桥大学的卢卡斯数学教授，而这个
职位曾由牛顿、狄拉克担任。2018 年 3 月 14
日，霍金去世，安葬在伦敦的西敏寺，他的旁
边，长眠着牛顿和达尔文两位科学巨匠。

霍金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继卡尔萨根

之后当之无愧的世界科普大师。霍金参加电视
节目，到世界各地做演讲，写科普书，完美地体
现了一位科研工作者让科学影响社会的重要
价值。他一生著有《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

《大设计》《黑洞不是黑的》等科普著作，每一本
都十分畅销，影响深远。其中，《时间简史》被翻
译成30多种语言，全球畅销千万册，堪称出版
史上的奇迹。霍金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他在

《十问》中说的那样：“作为一名科学家，不仅提
问并找到答案非常重要，我认为还有义务与世
界交流我们获取的新进展。”

201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基普·索
恩在评价霍金的贡献时说：“牛顿给了我们答
案，霍金给了我们问题。而霍金的问题本身将
继续在几十年间产生突破。当我们最终掌握量
子引力定律并完全理解宇宙的诞生时，这可能
主要归功于站在霍金的肩膀上。”

当然，只提出问题显然是不够的，霍金的
过人之处，还在于他思想的深刻性。霍金曾经
说过，我现在被禁锢在轮椅中，我什么都做不
了，再也没有人来找我帮忙了，所以，我可以更
加深刻地思考问题。在《十问》当中，霍金对提
出的十个关键大问题并未给出一个终极答案，
但他思考的路径和过程展示了他思想的深刻
性，值得反复品读。

霍金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留下的10个
大问题中，有6个问题扎根于他所从事的研究
领域。另外4个问题虽然超出了他擅长的知识
范围，但他的回答仍然具有深刻的智慧和创造
力，展现了他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十问：霍金沉思录》[英]史蒂芬·霍金
著 吴忠超编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李修文

许多年前，当南方文学盛
典这个奖项创立的第一年，我
曾经作为一个小说作家被提
名过当年的新人奖。这么多年
过去了，日前，当我作为一个
散文写作者获奖的时候，我再
一次感受到了这个奖项的纯
粹性：它验证了写作之难，也
验证了隐藏在写作之难中的
那些微妙的可能，以及被这些
微妙可能渐渐累积而成的个
人解放。

这些年中，当我写作散文
的时候，实际上，我是在使用
一种非虚构创作式的方法，去接近我所要写下的
人事——凡是我要写下的，我都竭力使之成为自
身命运的一部分，并希望以此获得我们时代内部
涌动的地理和人格力量。也因为如此，我既相信
铁打般的事实及事实本身所呈现出的力量，另外
一边，我也不是完全信任它们：在我的家乡，许多
人都能将死去的亲人乘愿再来之时描述得言之
凿凿。在陕西榆林，我也遇见过一个同路的盲人，
他告诉我，为了鼓励自己活下去，他早已在头脑
中给自己虚拟了另一座世界，所以，他既在与我
们同在的世界中活着，也在他自己虚拟的世界中
活着，对他而言，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世界是假
的，那个虚拟的世界才是真的。

如此，我会经常提醒自己，在今天，散文其实
存在着许多崭新的可能和重新生长的契机——
在事件真实与美学真实之间，我们究竟应该何去
何从？过去，人们大多认为，各个文体的中间地带
才是散文的主体性，而今，当外部世界越来越被
分割，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成为了一个最重大
的战场，与生命遭际休戚与共的散文，又如何重
建自己今时今日的主体性？还有，那些光芒四射
的中国文章道统，如何再次擦亮今日的生活，让
汉语其来有自且继续静水深流，更让我们自己再
次成为中国面孔的描绘者和中国问题的处理者？
这些问题的浮现，至少对我个人是一种提醒。它
们提醒着我：写散文，其实是一件大事。

我的家乡，是楚国故地，那里至今还有众多
古墓，在许多墓主人的棺椁中，都留存着一张“告
地书”，它们都是由活着的人写给那个幽冥的地
下世界的。这些“告地书”既是身份证明，也是通
关文牒和祷告书，它们一边视生死为无物，一边
却又携带着巨大的相信。我想，如果我的散文写
作继续下去，我就应当写下今时今日的“告地
书”，视生活与创作的边界为无物，同时，还要去
相信道统不绝，一己之力不绝，中国式的面孔、情
感和伦理虽然屡经冲刷，也仍然绵绵不绝。

在论及一个文人应该如何践行自己所思之
时，南宋的朱熹曾经说出过简单的“充实”二字，
按我的理解，“充”说的是我们必须不断延展扩大
自己的生活疆域，“实”，说的就是实在，而非虚
在，这实在，将迫使我们用遭际、用命运去验证和
亲近那些被我们写下的字词。这是一条漫漫长
路，但它值得我们的信赖，我们也终将得到它的
护佑。

（9月19日，2020南方文学盛典颁奖礼在广
东顺德隆重举行，著名作家李修文凭借湖南文艺
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致江东父老》荣获“年度散
文家”奖。本文系他的获奖感言，略有删节。）

郑晋鸣

在岛上升国旗，是在王仕花上岛后才开始
建立起来的庄严仪式。王仕花在学校时，每到周
一都会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升旗仪式，平常每
天也都有升国旗仪式。夫妻俩一合计，开山岛也
应该升国旗。开山岛虽然小，但它是祖国的领
土，必须插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王继才就和王仕花选址，升旗台要选在岛
上的制高点，那就定在观察哨的哨楼顶上。可
是，拿什么做旗杆可难住了夫妻俩，他们先到处
找能当旗杆的杆子，到处翻腾才找到两根竹竿。
岛上风大，升旗台又在制高点上，旗杆首先要扛
得住海风，然后是怎么才能把竹竿固定在哨楼
顶上？这更是把人给难住了，他们想了好多种方
法都不行。实在没办法，他们只好把国旗插在门
前栏杆上。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他们想到
了一个办法——用混凝土浇筑一节铁管固定在
哨楼顶上，再把旗杆插进铁管里。

一切收拾停当，已经是1986年9月30日了。

1986 年 10 月 1 日国庆节，早晨 5 时，天
刚蒙蒙亮，王继才和王仕花就扛着鲜艳的五
星红旗，走向小岛后山。他们健步登上一层
层台阶，登上哨所楼顶，只看见一轮红日从
海平面喷薄而出。王继才双手高擎着五星红
旗，挥舞手臂，展开国旗庄严地将旗杆插进
旗杆底座，仰头看着展开的国旗，随即沙哑
却响亮地高喊：“敬礼！”王仕花激动地望着
国旗，个头只有一米五的她，连敬礼的姿势
都显得有些别扭，但这一幕却是何等庄严神
圣啊！

在开山岛上升国旗，王继才和王仕花的心
灵也得到了升华，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王
继才说：“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才觉着这个
岛是有颜色的。”

从此以后，王继才、王仕花每天都按时升国
旗。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监督，但王继才和王仕
花同样做得特别认真。五星红旗每天都迎着朝
霞，和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同步升起。开山岛上
刮风下雨是常态，台风袭来更是少不了一场狂
风暴雨，遭遇风雨天，只要能站得住，走得了路，
王继才都会扛起国旗去升旗，王仕花也是要一
起去的。

王继才和王仕花说：“那次回家，爸和二舅
也想到在岛上升国旗的事，他们知道和咱们想

到一起了，非常高兴。”
有一次，岛上断

粮，王继才吃了生的
海贝、海螺，一夜跑
几趟厕所。第二天，
他照样爬起来去升
旗。看着丈夫一脸憔

悴，王仕花说：“今天我一个人升就行了，岛上就
咱俩，少敬一回礼没人看到。”“那怎么行？”王继
才艰难地坐起来，穿好衣服，摇摇晃晃地向山顶
走去。

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如一盏明灯，既照来
路，也照归途。进出海的船路过开山岛，都会
主动鸣笛，既是和夫妻俩打招呼，更是向国旗
致敬。

升旗结束后，他们开始一天里的第一次巡
岛。他们来到哨所观察室内，用望远镜扫视海面
一圈，看有无过往的船只，观察岛上的自动风力
测试仪等一些测量仪器是否正常运行……

同样的场景会在黄昏时分再次出现，不同
的是这次是降旗，他们手里多了一个手电筒。

每天三次巡岛，观天象、护航标、写日记……
这是在岛上每一天的生活。32年的每一天，似乎
都是同一天。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重复着相同的程序。

岛上风大，湿度大，太阳照射强烈，国旗很
容易褪色、破损。在守岛的32年里，夫妻俩自己
掏钱买了200多面国旗。国旗从开始的6元钱一
面，到 1990 年的 10 元钱，再到 2017 年的 45 元
钱，都是他们自费购买。后来，县武装部送上来
一箱50面国旗。

竹旗杆经不起海风的强力侵袭，用不了多
久。有一次，旗杆又被海风摧毁了，这可急坏了
夫妻俩。王继才说：“五星红旗必须每天升起，这
是我们的职责。”于是两人顾不上睡觉，连夜把
旗杆修好。

（本文摘选自《两个人的五星红旗：王继才
与王仕花的守岛故事》郑晋鸣著 光明日报出
版社、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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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原

在我的阅读印象里，写故宫写到
如此疯狂程度的唯有一人，这就是祝
勇。用朋友的玩笑话说，写故宫把自
己最终写进了宫里的作家唯有祝勇。
确实，坊间关于故宫的各种图书，最
多的就是祝勇写的。譬如《故宫的风
花雪月》《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故宫
的古物之美》《故宫的隐秘角落》《故
宫记》《故宫答客问》……近一个多月
又有两本出自祝勇之手的“故宫”图
书摆在我的案头：一本是他著的《在
故宫书写整个世界》，一本是他编的

《中国书写：紫禁城六百年》。
关于祝勇，可以如此介绍：作家

兼纪录片导演，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
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是祝勇
最新的随笔集，也是其唯一一本具有
回想录性质的作品。在书中，祝勇深情
讲述其丰富且传奇的生命经历，从沈
阳到北京求学、闯荡，入藏地，远渡重
洋，辗转多地，故宫一直是祝勇深埋在
血液中的文化故乡。祝勇回顾了过往
30年的文学创作，新散文、历史书写、
纪录片、影像表达，凭借个性化的创作
打开六百年紫禁城的更多可能。

祝勇说，在他心里，没有一种文
字载体比纸质书更加神圣。一个商人
的成功可以写在支票上，但一个作家
的成功只能写在作品上。在他进入故
宫之前的差不多 10 年里，他已经开
始了对故宫的书写。他说自己是通过
文字，向这座庄严的城靠拢。他曾无
数次地走进故宫的大门——以游客、
朋友或者作者的身份，他喜欢故宫的
气息，喜欢它厚重的沧桑感和不可侵
犯的庄严感。他参与策划了故宫的一
些活动，这使他在进故宫博物院工作
以前，就走过了故宫的各个角落，包
括不少故宫的隐秘角落。那时故宫博
物院的“百年大修”工程开始不久，许
多地方还是“荒草萋萋”，这使他目睹
了故宫被修葺一新之前的模样。从建
筑保护的角度上说，修葺的意义毋庸
置疑，但从写作的角度上说，他更迷
恋修葺以前的那个故宫，它更加苍
老，也更加真实。“它让我对历史的认

知一下子变得立体起来，真切起来，
好像历史中的那些人还站在那里，我
不经意地走过一个转角，就会与他们
迎面相逢。”

在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前的
“故宫写作”中，祝勇更多地把故宫当
作历史发生和人物活动的一个场域。
与故宫的密切接触，让他能够近距离
地观察故宫，了解它的每一个细节。
这使他笔下的故宫与其他影视剧和
文学作品里的故宫有所不同。祝勇
说，他不曾想到自己会被调入故宫博
物院成为一名研究人员。他曾无数次
地走入这座宫殿，写过好几本宫殿之
书，这一次，他与故宫紧紧地绑定在
一起。

《中国书写：紫禁城六百年》则是
祝勇编选的书写紫禁城的精彩篇章，
精选了郑欣淼、扬之水、李洁非等二
十余位专家学者的故宫专文，分“建
筑春秋”“国家宝藏”“两朝烟雨”“故
宫百年”四辑，从历史源流、建筑特
色、故宫宝藏等多角度，呈现出故宫
文化独一无二的深厚内涵。例如“故
宫百年”一辑所收入的马衡的《故宫
博物院的成立》和那志良的《故宫博
物院险遭废除的经过》，就是当事人
对当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时期的回忆
梳理，呈现了历史的真实和当年的艰
辛；而《马衡：南北驱驰为故宫》和《尘
劫难移爱国志》则是现在学者对前辈
学者和故宫的解读与还原。

马衡在那一代人中是非常典型
的代表，关于他的轶事多与故宫有
关。1933年暑后，马先生带着学金石
学的十几个同学步行到故宫去看青
铜器，有同学发问：怎么知道是真的
呢？马先生停住，沉思了一会儿，答：
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
是假的。另一个同学再问：那么怎么
知道是假的呢？马先生又陷入沉思，
好一会儿，答：你要知道什么是假的
嘛，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同学们都
笑了。

祝勇至今保留着时任故宫博物
院院长郑欣淼发给他的一条短信：

“故宫，是写不完的！”
（《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祝勇

著 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写散文，
其实是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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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传》孙炜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关于艺术宗师董其昌的

全景式传记作品。作者孙炜经过多年
研习、分析与考证，对这位近四百年前
的里程碑式的艺术宗师进行了全方
位描摹与解读：以董其昌的人生经历
为主线，从其青年时期颇为艰辛的宦
旅之路开始，讲述了其“北漂”经历中
诸多的酸甜苦辣，从穷苦出身的落魄
潦倒到“连中三元”的书生意气，再到
成为皇长子的师傅，董其昌凭借自己
的非凡天赋和不懈努力，成为晚明文
坛的中流砥柱。此后，在晚明的复杂
政事中，他几起几落，经历了颇为艰
难的宦海沉浮，终于依靠艺术创作和
经营富甲一方，成为晚明时期官居一
品的大宗伯。本书将他在书画艺术、
历史等领域的造诣与成就，乃至其宦
海商海两沉浮的人生经历，放入彼时
的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下讲述，将
个体命运的走向与时代紧密关联，让
读者清晰地看到董其昌跌宕起伏的一
生，为读者呈现了一位血肉丰满的书
画大家。

《生命密码2：
人人都关心的基因科普》
尹烨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本书分为4个部分，从4个角度阐释了与人类
密切相关的基因科学知识。它解读植物的演化：“水
果自由”到底还有多远？是我们驯化了植物，还是植
物驯化了我们？植物也有情绪吗？植物在这颗星球
上的历史很多都超过人类，我们应从它们的演化中
体会生命的神奇与力量；它揭开动物的奥秘：食鹿
茸真的有益健康吗？失落的恐龙世界还会重返人间
吗？“三级”动物的生存史给人类带来哪些启示？我
们与动物一样，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互相尊
重、和谐相处，才是人类的长存之道；它关注人类的
健康：新冠病毒与蝙蝠到底有何关系？现实中真的
存在超能者吗？遗传会带给人类怎样的厄运？这些
问题的答案在遗传与环境中，与其他前沿学科不
同，生命科学研究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纠正误区正
是科普的价值所在；它憧憬基因科学铸就的未来：
基因编辑真的可以创造“新人类”？用免疫疗法治疗
癌症是“天使”还是“魔鬼”？如何给生命进行备份？“人
人基因组时代”日趋接近，这是人类攻克疾病战役中
的集结号，也是科技引导下值得期待的未来。虽然相
较于过去，我们对“我”的理解已经有了长足的进
步，可这依然未必是生命的真相。探索未知是科学
的意义，也是人的独特性所在。如果说生命不过是一
套复杂的代码，那么请相信人类的代码中有爱。愿
大家在生命科学的世界里，发现新的乐趣和方向。

两个人的
五星红旗

好书摘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