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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参选图书都有不错的表
现，“素质”都比较高，因此在上周的
决选时有好些书不相上下，以至于有
的奖项经过三四轮投票才有最终的
结果。当时我们在福华大酒店评选，
租借的会议室 9 点钟打烊，我们连续
续了两次时间直到近 11 点才评选完
毕。我想这是一个好现象，这是参选
的书特别是好书增多才出现的情况。

我们优秀作品的评选标准开始逐渐形成，
包括内容严谨、表达准确、语言雅致等。但评选
还会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

如翻译作品，如果原作品的质量很好，评
委可能会因为对原作的喜爱、敬重而对译著爱
屋及乌。反之，原作若是一本“扶不起的阿斗”，
译著再好也难以得到认同。现在评选翻译类作
品看重的是科普的价值而不太注重翻译者的
功力。在以后的评奖中，我们也会引导评委不
仅关注原作的准确性，同时更要顾及译者的工
作。

对于原创作品，很多评委会注重该著作的
创意，就是作品呈现的形式。因为现在的搜索
引擎很方便，网上查找资料变得特别容易。大
部分作者不是学术的研发者，所以要靠着把故
事讲得有特色来吸引读者。

评选的另一个偶然因素是评委对
所评图书涉及领域的熟悉程度。如果
一个生物学家看到一本天文学图书，
他会因为接触到的是新知而感动、兴
奋，但如果他看到的是一本生物学方
面的图书，他更多地会挑出书中的错
误来。我想我们以后要完善评选制
度，减小图书评选中的偶然因素。
吴大猷科普著作奖走过了十年，

我们投入了很多心血和精力，也取得了丰厚的
成绩。但是鉴于这个奖项资助力度之大以及它
的评奖参与者的规格之高，我想如果这个奖项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影响力肯定要大于现
今。因为今天是一个充斥新媒体的时代，纸书
出版的影响力会局限在一部分人中。这次听到
中国科学报社社长陈鹏的建议和想法，他说不
仅要做科普图书的评奖，还要做电视科普、网
络科普的评奖，对我们来说很有启发性。因为
电视，特别是网络等新媒体是年轻一代吸收新
知的来源。

身为科普工作者，我们一定要做到四个
字：与时俱进。这次台湾和大陆在新媒体下的
科普如何发展这个课题上的交流，会让我们的
吴大猷科普著作奖的内涵更丰富，也有更好的
前景。

历届评选下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
感受：两岸科普图书特色鲜明、各有千
秋。

首先是台湾图书以翻译见长，大陆
著作则在原创上颇具功力。这大概是有
些“历史”原因的，一直以来台湾的学校
使用的大部分是译著，大陆的教材则以
原创为主，因此两岸的思维、成长训练
就不一样。另外，近些年大陆对科普原
创鼓励很多，也是原创繁荣的原因。

吴大猷科普著作奖的评选是两岸科普图书
交流的一个途径，我们希望两岸图书能借此机会
看到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以

大陆的译作为例，其推荐的参与本届翻
译类评选的 4本书中有 2 本是二三十
年前的书。相对而言，台湾的译著速度
要快得多，有的作品甚至是在短短数月
内就引进出版了。
其次是台湾图书风趣活泼、有创

意，大陆图书严谨扎实、有体系。台湾图
书比较会讲故事，那些有趣而实际的案
例，有时读来让人拍案叫绝。大陆图书

在知识的普及上占有优势，但其创意还不多，就
会造成其内容有时不特别吸引人。值得一提的
是，近些年大陆图书在印刷方面突飞猛进，很多
书制作精良、十分精美。

吴大猷先生的纪念影片《永不退休
的园丁》今天我又一次认真地看了一遍，
依然是相当感动。吴大猷先生被称为“台
湾的科学之父”，他终生致力于科学研究
与科学教育，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了
纪念吴大猷先生，他过世后的 2000年，
在一些企业家和社会贤达的踊跃支持
下，吴大猷学术基金会成立了。

吴大猷学术基金会的三项工作是
吴大猷科学营、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和吴大猷
科学沙龙。

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的目的是通过选拔
出优良的科普著作，激励更多的作者、译者加入
到创作的队伍，吸引更多的出版社出版优秀科普
作品，由此，更进一步地提升民众的科学素养。

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的评委在台湾有“中
研院”的院士，在大陆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
院的院士、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大学教授以及

科普作者、历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
的获奖者。可以说，吴大猷科学普及著
作奖是由优秀的华人科学家在华文世
界里选拔优良的科普书籍。经过十年的
发展，该奖项已经成为了两岸三地最重
要的科普奖项。

2007年，基金会与台北市立图书馆
合作在该馆地下一层设置了吴大猷书
房，开辟一个空间来展示历届吴大猷科

普著作奖的优秀书籍，同时还利用图书馆浓厚的
阅读氛围举办吴大猷科学沙龙，邀请有名的科学
家以及历届金签奖、银签奖、佳作奖的得奖人在
周末进行科学讲座。

评奖之后的这种推广工作是最近几年以及
今后工作中基金会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做的。这
不仅能扩大吴大猷科普著作奖的影响力，更能提
升民众的科学素养，并以此推动国家的科学研究
与科学教育的发展。

部分与会代表合影。

中国科学报社作为大陆方面作品
的征集和评选机构，十年来，我们见证
了吴大猷科普著作奖从无到有、一步
步成长的历程，其在大陆方面的影响
力也在逐步扩大。

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把吴大猷
科普著作奖从传统的图书评选往前推
一步，做电视科普、网络科普的评选，
与报刊、电视特别是网络等媒体结合
得更紧密一些。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让人不得不
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原有的格局被彻底打
破，科普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才能够发挥自
己独特的功能；在时代的冲击洗刷下，如何做
到有效地衔接，都是新的命题，是挑战更是机
遇。当然也没有现成的答案，这需要我们去研

究，去摸索，去实践。
做新媒体的科普评奖，不仅能从

科普的现状出发，有针对性地对有效
的成功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取得示范
效应；还能帮助梳理新媒体与科普的
实践，阐释新媒体对科普的影响，揭
示面向公众的新媒体科普模式，提出
适应新媒体环境的科普体系等。由此
推进新媒体下的科普实践创新与理

论提升。
我始终认为做科普评奖不是目的，让更多的

人来重视科普、关心科学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
们很愿意通过我们在华人社区的共同努力，把吴
大猷科普著作奖的影响做得越来越大，顺应时代
的发展，推进科普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中国科学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陈鹏:

新媒体环境下有挑战有机遇

记者又“见”到了吴大猷先生。与前两次“见
面”不同的是，这次，吴先生哈哈大笑，浓眉下的双
眼眯成了一条线。

这就是 7月 8日在台北福华大饭店一间会议
室里正在举行的第六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颁
奖典礼上，记者看到的吴先生巨幅照片。

从 2002年 7月举行第一届颁奖典礼至今，吴
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中
国科学报社是这项评选活动的大陆协办单位，负
责大陆图书作品申报、初评和复评的组织工作。每
一届颁奖典礼在台北举行，中国科学报社都应邀
派人参加，代表大陆地区获奖作者领奖。我从
2006年、2008年和今年共三次来到台北出席颁奖
典礼。

每一次来到台北，和吴大猷学术基金会、台湾
科普出版界、新闻界的朋友共聚一堂，交流两岸科
普工作，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6年 7月初，我只身一人从香港转机来到
台北，出席第三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颁奖典礼。在
诚品书店信义路旗舰店，我提前半小时到达会场，
只见门口早就架起来了一排摄像机和照相机。一
打听，原来是台湾同行在恭候杨振宁先生和夫人
翁帆。杨振宁作为吴大猷先生的学生，也是吴大猷
学术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在颁奖典礼上，他作了
半小时的学术报告。会后，记者们仍不肯离去，直
到杨先生答应接受他们的采访。杨先生和夫人短
暂的记者招待会成了当天晚上和次日台北媒体的
热点新闻。吴大猷科普著作奖也跟着“火”了一把。

第二天，我从台北来到新竹，再次拜访吴大猷
学术基金会董事长、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
先生，进一步商谈两岸科普交流事宜。谈起颁奖典
礼上的盛况，我们俩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2008 年 7 月 4日，我和北京大学秦克诚教
授、本报记者钟华，也是从香港转机来到台北出席
第四届颁奖典礼。秦教授的著作《邮票上的物理学
史》获得第三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金签奖。这次颁
奖典礼在福华大饭店举行。新一届吴大猷学术基
金会董事长、“中研院”院士吴成文高度评价大陆
科普原创著作，对两岸加强科普交流寄予厚望。

今年 7月 8日，我和本报社长兼总编辑陈鹏、
本报记者李芸以及第五届金签奖获得者、浙江大
学副教授董绍春分别从北京、杭州直飞台北，出席
第六届颁奖典礼。陈鹏提出在传统图书评选的基
础上增加新媒体科普的评选。这个建议得到了吴
大猷学术基金会董事长吴成文，执行长、元智大学
校长彭宗平的赞同。这将是吴大猷科普著作奖走
过十年后新的探索和尝试。我们期待着两岸科普
交流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吴大猷学术基金会坚持十年评选优秀科普著
作，为推动两岸的科普出版工作、提高大众的科学
素养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几年来，大陆的出
版社和科普作者积极申报吴大猷科普著作奖，包
括院士在内的许多作者把获得该奖项当做自己莫
大的荣幸。

让我们记住这样几个名字：沈君山、吴成文、
彭宗平和历届颁奖典礼主持人、台湾自然科学博
物馆馆长孙维新，他们为推动两岸的科普交流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大猷曾经自谦地说过：若是我每次讲的话，
所写的文章，都能影响一两个人，我就心满意足
了。如今，他的话、他的文章已经影响了一两代人，
而这种影响还将持续下去。

广电总局发言人近日在答记者问时称，网络剧、微电影
等网络视听节目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但部分节目
出现内容低俗、格调低下、渲染暴力色情等问题。互联网视
听节目服务单位按照“谁办网谁负责”原则，对网络剧、微电
影等网络视听节目一律先审后播。

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网友热议，超过 500万人对这一话
题发表评论，有质疑审查标准的，有怀疑这是另一条利益链
的，还有拔高到影响言论自由与民主的。最一致的观点，则
是当权者又自作多情地当起了全体网民的监护人。

一个创意，一台摄像机，几个不知名的演员，谁都可以

成为生活的导演。因为其具有的“草根情结”，又切合当下网
民快餐式、碎片化的消费诉求，各种题材的网络剧、微电影
都受到无数网民的围观。

作为一种广义上的言论表达，如果有内容涉嫌违法，
可以依法处理责任人，预防式的审查只能让人反感和抵
制，如同给每个公民先套上个过滤器，任何“污染视听”的
内容都要提前被扼杀。不禁让人呼唤遥遥无期的影视节
目分级制度，使得所有网民都可以自得其乐。过分压制创
造力和想象力的空间，靠权力审美和审查，恐怕是出不了
好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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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科学家的工作与创新方法系列研究”丛书

推广 创新 发展
———科普未来四人谈

姻本报记者 李芸

7月 8日，台北福华大酒店，第六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颁奖典礼举行。这两年一度的科普界盛会云集了海峡两岸诸

多热心科普事业的仁人志士，他们结合自己的实践和认识，对科普事业的未来与发展有自己的诠释。

吴大猷学术基金会董事长、台湾“中研院”院士吴成文:

评奖之后重在推广

台湾元智大学校长、吴大猷学术基金会执行长彭宗平:

两岸科普图书各有千秋

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
吴大猷科普著作奖总召集人孙维新:

科普也要与时俱进

不能忘却的记忆
姻本报记者 黄安文

吴成文（左）颁奖，黄安文代表大陆获奖作者领奖。

记者手记

台湾“中研院”院士、第六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决
选评委曾志朗（左一）、彭宗平（右一）与陈鹏在交谈。

翻译类金签奖获得者发表获奖感言。

创作类金签奖：

《电的旅程

———探索人类驾驭电子的历史过程》

张大凯著

天下远见出版公司

创作类银签奖：

《天涯芳草》

刘华杰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翻译类金签奖：

《信息：一段历史、一个理论、一股洪流》

James Gleick著，赖盈满译

卫城出版

翻译类银签奖：

《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

珍·古道尔著，黄乘明等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消失的汤匙》

Sam Kean著，杨玉龄译

大块文化出版公司

创作类佳作奖：

《另类阅听》

台大出版中心；

《物理学之美》

北京大学出版社；

《远古的悸动》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分子共和国》

知识出版社；

《再造一个地球》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回望人类发明之路》

北京出版社

翻译类佳作奖：

《探索时间之谜：宇宙最奇妙的维度》

猫头鹰出版社；

《数学的语言》

商周出版；

《环绕世界的小鸭舰队》

天下远见出版公司；

《海拉细胞的不死传奇》

远流出版公司；

《当十亿中国人一起跳》

天下杂志；

《贩卖恐惧：脱轨的风险判断》

博雅书屋；

《科学的旅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细胞生命的礼赞》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视觉之旅———神奇的化学元素》

人民邮电出版社

青少年组特别奖

创作类：

《台湾的生态系》

李培芬著

远足文化

翻译类：

《森林报》（4册）

维·比安基著，王汶译

远足文化

第六届吴大猷
科学普及著作奖
评选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