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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话岁月《秘境不丹》是我看过的有关不丹
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政体、宗教和
社会、文化、风俗最详尽也最具权威的
读物。

说它权威，是因为它的作者多杰·旺
姆·旺达克，据本书护封上的介绍：她
“1955年出生于不丹西部的罗布岗村，之
后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大吉岭教会学校
接受教育，1979年与吉格姆·森格·旺达
克国王结婚，成为不丹王后”。在同一护
封上又特地标明“不丹王太后心血力
作”，由此可知作者非同一般的身份了。

当然，并不是说王太后写的书一定
就好，但《秘境不丹》却不乏个人独特的
视角。作者在“关于本书”的简要文字
中，坦诚地指出该书“几乎完全基于我
自己的经历”，该书第一部分“与不丹一
起成长”，“讲述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
第二部分“我们这样生活”，涉及不丹的
宗教、传统医学和建筑，以及精神信仰
如何帮助、保护了不丹的自然环境；第
三部分“人民和地域”，以作者在全国各
地的徒步旅行，深入乡村和偏远山区的
经历，展现了不丹的山川壮美和人民淳
朴的、多样性的风貌。

了解不丹，有几个数字是需要知道
的：不丹面积 3.8万平方千米（与瑞士差
不多），人口 68 万，79%的居民从事农
业，森林覆盖率为 72%，20%的国土常年
为冰雪覆盖。
《秘境不丹》的作者以细腻的文笔，

和对祖国的挚爱之情，透过家事国事的
回忆和充满自信的客观描写，揭开了这
个长期封闭的山国的神秘面纱，把一个
真实的、充满朝气的不丹呈现在世人面
前。

不可否认，《秘境不丹》不仅客观地
介绍秀丽的山川和传统的文化，也以相

当篇幅介绍了不丹独具特色的执政理
念和重大国策，这也是世人对这个喜马
拉雅山包围的蕞尔小国刮目相看的原
因。

书中写道，1974年不丹第四任国王
吉格姆·森格·旺达克加冕不久，提出了
国家未来发展的理念，不是依据国内生
产总值，而是国民幸福总值。具体说来，
包含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全国各地区
和社会各层面的共同繁荣，保存和保护
原生态环境，保护并弘扬不丹文化遗产，
以及行善政和提倡老百姓参与管理等。

在世界各国竞相攀比国内生产总
值，不惜以牺牲环境和社会两极分化为
代价的今天，不丹提出追求国民幸福总
值的执政理念，无疑是对狂热的、发高
烧的地球带来了一剂清凉剂。

如今，人们把目光投向这个山中
小国，除了那里童话般的自然景色和
田园牧歌的情调，也有不少人关注的
是她的现状，以追求国民幸福总值的
治国方略，究竟实际效果如何，这是世
人嘱目的。

书中介绍，从 1985年至 2005年，不
丹的人均预期寿命从 47 岁提高到 66
岁，识字率从 23%到 54%，小学入学率达
到了 89%，全国现有 30所医院，176 个
初级卫生站，476所教育机构。

在环境方面，不丹因其生物多样性
和对自然资源的模范管理，被命名为世
界十大生物多样性热点之一。不丹立法
不准许任何引起环境恶化和威胁野生动
植物的工业和商业活动，所有利用河流
的水电工程没有一个造成生态损害，而
不丹的水电提供了全国财政收入的
40%。此外，不丹不鼓励发展大规模旅游，
也不去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如铜矿，以
免造成对人类及自然居住地的破坏。

我对不丹骄人的成就十分钦佩，不
过，我仍然感到困惑，或者说有很多问
号在脑子里盘旋。不丹是怎样做到这一
点的，这是我始终不得其解的疑问。

无论如何，许多人向往不丹，对这
个被誉为喜马拉雅山最后的香格里拉
感到浓厚兴趣，说明人们的观念正在悄
然改变。过于快速的城市化带来的生存
空间拥挤、环境恶化和疏离大自然的空虚
和压抑，也许又将促使不少城里人向往农
村，向往田园，向往森林和大山了。新的
“围城”生态正在发生逆转，也许不用多
久，当年千方百计抛弃土地涌入城市的农
民，他们中的智者又将像候鸟一样返回祖
先的栖息地，结束漂泊动荡的生活了。这
似乎也是有趣的自然规律啊……

2010年，我和同事就中国科学院生
物学史等对薛攀皋先生进行多次访谈，
得以与薛先生相识。老人儒雅随和、博
闻强识，对 1949年后国家和中国科学
院科技领域的诸多往事如数家珍，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的《科苑前
尘往事》一书已交付出版社，正值编辑
和修改阶段，尽管因心脏病几次入院，
他仍在病床上坚持改稿。欣闻此书付
梓，我为薛先生感到由衷的喜悦。

千百年来，科学犹如普罗米修斯带
到人世间的火种，给世界带来变化和希
望。用科学来救国、强国是中国人长久
以来的夙愿，也是众多有良知和社会责
任感的科学家的毕生目标。然而，在过
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的科学发展曾
经走过不少弯路，尤其是当它被卷进权
力或意识形态的洪流中时。“乐天宇事
件”、“胡先骕事件”、“土超声波”、“金凤
汉事件”、“刘亚光事件”和“牛满江事
件”，这些中青年眼中的“前尘往事”，却
是年长者心中深深的痛。本书作者薛攀
皋正是这些往事的众多亲历者之一。

作者于 1951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
院院部，长期在生物学口从事组织管理
工作，曾任国家科委生物学组秘书、中
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等职。作为一
名科技管理干部和眼界宽阔、胸怀宽广
的知识分子，老人 1991年从中科院学
部完全退休后，本着“为后世存信史”的

精神，忍受病痛的折磨，自发从事科学
史研究多年。他广泛查阅众多第一手资
料、遍寻当事人，对这些曾备受关注的
重大事件缕析史实，力图揭示内幕和总
结经验教训，二十年磨一剑，终成此书。

由此书可以看出，“反右”、“大跃

进”、“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令科学
失去了自由和生机———科研人员的尊
严遭到践踏，正常的科研时间得不到保
障，科研方向也被外行随意扭转……这
在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为主要特
征的“大跃进”运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当时，整个科学界都在跟风，在作者所
熟悉的生物口，先是中科院生物学部和
中国农业科学院被迫与农民竞赛种高
产田，放稻田亩产 6 万斤的“卫星”；然
后为解答毛泽东“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
办”的疑问，中科院有 6 个研究所不得
不研究粮食综合利用问题。再后来，为
应对粮食短缺、浮肿病、饿死人的残酷
现实，中科院 20 多个生物学研究所又
被紧急动员，去研究小球藻、叶蛋白、人
造肉等代食品。1960年时，各相关机构
还得跟风停止一切正常的科研，参加全
国性的“超声波化”运动。这些今天看来
荒诞不经的事情，在当时却是势不可
挡。作者认为，只有认真地总结历史，从
中吸取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除政治运动外，高端权力对学术自
由的粗暴干涉，也是阻碍科学发展的重
要因素。这方面的反面典型是书中提及
的“乐天宇事件”。受中苏关系和意识形
态的影响，20世纪 50年代初，生物学和
农学中米丘林派与摩尔根派之间的争
论，被有关部门贴上政治和哲学标签，
有些人甚至将其上纲到两条路线之争

的高度，由此导致摩尔根遗传学的国内
研究和教学一度中断。1955年，植物学
家胡先骕因转述苏联科学家对李森科
歪理邪说的批评而被戴上“反苏”、“反
共”的高帽，著作也一度被收缴上来，加
以销毁。无独有偶，在“双百方针”提出
来之后的 1958年，心理学又被一些领
导人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痛加鞭
挞，令其发展受到严重挫折。在“文化大
革命”中，心理学更因此而全面停止教
学和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遭到撤销。

在非理性的政治运动和权力干涉
中，科学家不但被剥夺了进行学术争论
的权利，就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
保障。书中提及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王家
楫、朱宁生这些老科学家因莫须有的罪
名而含冤去世时，作者的悲痛和惋惜之
情溢于言表，甚至怀疑自己这个传话员
是这一冤假错案的“始作俑者”。他“衷
心希望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反复地受歧
视，不被信任，被丑化、扭曲的历史永远
不再重演，让他们能在稳定、持续的知
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方针政策下，有宽
松、宽容、宽厚的环境，为祖国、为人民
的科学事业和建设事业施展才华”。

理性的反思和批判是为了更好地
前进。作者还原历史真貌，着眼的是以
史为鉴，期望的是政通人和。也只有这
样，科学家才能够人尽其才，造福社会。

当今的年轻人，不知道新东方的
不多；知道新东方的人，不知道俞敏洪
的不多。无论是新东方的“老俞”，还是
被誉为当下中国青年大学生和创业者
的“心灵导师”、“精神领袖”，他都只不
过是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支撑
俞敏洪成功的“密码”是什么呢？在《在
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一书中，俞敏
洪敞开他的心扉，讲述了自己 50 年的
人生心路历程，指出了可复制的成功
之道。

每个人生下来，发出的第一声，都
是哭而不是笑，注定了人生之路难与
痛苦割舍。俞敏洪的世界，也是“痛苦”
的，他三次参加高考，才圆了北京大学
的梦；他也因为性格内向，不太与人交
往，曾经被认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他
也因为被北大严厉处分，而辞职成为
“北漂”一族；失去住所、四处租房、白
手起家、半夜贴广告……他都经历过。
不过，他看得很开。他在《在痛苦的世
界中尽力而为》中说：“人生就是这样，
你不受这个苦就会受那个苦。一个人
如果从苦中能找到乐和幸福，那他就
是幸运的。”

快乐活在当下，尽心就是完美。面
对痛苦，我们该怎样存活？俞敏洪说：
“我深刻地意识到什么也不做的痛苦比
任何其他痛苦更加深刻，所以我一定要
做事，做事的标准就是必须做对社会有
好处的事情，以最大的努力在痛苦的世
界中尽力而为。”所以，他没有蹉跎岁
月，几经周转，几经磨难，创造了“新东
方”的奇迹。“新东方”现在已经拥有 2.5
万名教职员工，成功上市，俞敏洪身价
也超过了 6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富有的
老师。

在《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一
书中，俞敏洪详述了新东方由弱到强，
以及所经历的发展困惑期中诸多鲜为
人知的内幕，流露出他对于企业管理之
道的体悟。首先是正确的战略选择，差
异化竞争，作留学培训，先做强再做大；
二是把握行业成功因素，新颖的办学理
念、良好的管理和人才吸收机制；三是
抓住人才这个根本，招人不认年龄只认
才，用人据其特点与擅长，分配坚持多

劳多得、能者多得的
激励；四是用企业文
化突出教育品牌，新
东方的校训就是“追
求卓越，挑战极限，从
绝望中寻找希望，人
生终将辉煌”；五是与
市场共呼吸，与时代
同命运，适时地调整
战略和步伐，在竞争
对手越来越多的情况
下快速发展；六是机
遇只给有准备的人，
信念才是成功的基
石，新东方的课堂，既
是知识的课堂，更是
励志的培训。

时下的世界，是
一个抱怨的世界，《中
国青年报》的一项调
查显示，86.3%的受访
者感觉“哭穷帖”泛
滥。这是一个习惯性
批判的世界，任何地
方，都不缺少“拍砖”
的人，都在寻找情绪
的发泄口。在这样的
现实境遇中，俞敏洪
提醒我们年轻人：“只
要你有树的种子，即
使被踩到泥土中间，
你依然能够吸收泥土
的养分。你也许两年三年长不大，但是十
年八年二十年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当
你长成参天大树以后，在遥远的地方，人
们就能看到你，走近你，你能给人一片绿
色、一片阴凉，你能帮助别人。即使人们
离开你以后，回头一看，你依然是地平线
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树，活着是美丽的
风景，死了依然是栋梁之才。”

提炼《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
一书中的哲语，让我们的心灵感悟。对
于急于成功者，他说“蜗牛只要爬到金
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
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对于
左顾右盼者，他说“大海无边，只取你能
饮的，我能饮的那瓢水肯定就是我最想
喝的那瓢水”；对于理想者，他说“有些
人一生没有辉煌，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能
辉煌，而是因为他们的头脑中没有闪过
辉煌的念头，或者不知道应该如何辉
煌”；对于做人做事，他说“做人像水，做
事像山。做人尽量往低处走，让着别人，
遇见利益和名声尽可能往下退，给自己
留下做大的余地。做事一定要有自己的
主见和目标，像山一样挺立在那儿，才
能把事做好”……

这个世界，谁都有痛苦所在。富二
代、官二代，虽然有个好爹，但一句“我
爸是李刚”的“拼爹”，结果却是“坑爹”，
成功没有捷径，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
为；穷二代、农二代，虽然面前没有“巨
人的肩膀”，但只要在痛苦的世界中尽
力而为，就可以让自己成长为巨人。
《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一书中，
俞敏洪谆谆告诫我们：“艰难困苦是幸
福的源泉，安逸享受是苦难的开始。运
气永远不可能持续一辈子，能帮助你
持续一辈子的东西只有你个人的能
力。”从明天起，我们要复制俞敏洪的
成功，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做一
个幸福的人。

解放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
姻张志会

《科苑前尘往事》，薛攀皋著，科学
出版社 2011年 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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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尽
力而为》，俞敏洪口述，优米网编写，当
代中国出版社 2012年 7月出版

多少年来，神秘的西藏，令无数人
为之神往！那是个与天堂最接近的地
方，那更是个荡涤灵魂的地方。那里
的神山圣水天下独有，那里的景致如
天斧神工，那里如人间仙境般引得无
数朝拜者到那里去寻找心灵上的依
靠。

而在西 藏有 个更 为神 秘的 地
方———阿里，这里曾是象雄文化的发
祥地。

象雄文化被称为西藏的根基文
化，是佛教传入西藏以前的先期文明。
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 ２、３ 世纪时，
今阿里地区札达县、普兰县即为象雄
国中心辖区。这里是千山之宗，万水
之源。

出于对象雄文化的好奇，偶然间，
笔者翻阅了西藏人民出版社金书波著
述的《从象雄走来》，从书中了解到，
象雄王朝不仅是个真实历史存在，而
且也是藏族文化的起源。该书作者历
尽时日，不辞辛苦地徒步翻越了海拔
几千米的象雄古城遗址，用心血和汗
水挥就了这部精品。

当我翻阅着书中那一篇篇栩栩如
生的文字、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照片时，
隐约之中仿佛能够从这些图片和文字
里寻找到了那个曾经繁荣一世的古
城———象雄王国。

王朝神秘消失 留下千古之谜

象雄王朝在汉史记载为“单同”，
是西藏高原最早的文明中心，象雄王
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统治着广阔
的领域，并发明了象雄文字，也是西
藏传统土著宗教———苯教的发源地。
但其惊人的成就和神秘的消失，留下
了许多千古之谜。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恐怕要打

破思想上的局限，穿越到一千多年前
的玛旁雍错湖边去邂逅一位美丽的女
子。她的名字叫萨玛噶。她的哥哥，
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松赞干布，她的
丈夫，是英武非凡的象雄王李迷夏。
仅凭这两点，萨玛噶应该是一个骄傲
幸福的女人！然而，现实却并非如
此。据史料记载，高贵美丽的象雄王
妃并不幸福，她嫁给象雄王李迷夏为
妃，而李迷夏却与墟格妃暗中相好，
萨玛噶除了以歌声传情，还托使者向
哥哥松赞干布送上松耳石和女帽，暗
示哥哥“若敢攻打李迷夏则为英雄，
若不敢则如妇人”。早有灭象雄之意
的松赞干布因妹妹这个激将法，一举
消灭了象雄。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
个传说。象雄王朝灭亡的原因很多，
但我们还是愿意相信，有着美丽名字
的萨玛噶，在真实历史上应该是个善

良无辜的女人。
一个王朝的兴盛和灭亡或许自有

天意，我们不敢妄加推测。象雄王朝
的消亡或许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象雄王朝从此便鲜为人知。其实象雄
王朝不仅是个真实历史存在，而且也
是藏族文化的起源。这就是为什么象
雄历史如此的重要，而通过苯教的历
史我们可以了解到象雄王朝的历史。

苯教———象雄的精神家园

提到西藏，人们都知道神秘的藏
传佛教。但是，若想较为深入地了解
西藏的宗教文化，便不能不接触西藏
最原始的宗教———苯教。

苯教到底产生于什么年代，已经
找不到确切的依据。如果按照苯教自
身的说法，则已经有 3800 多年的历
史。苯教的文化渊源其实远远超出我
们的经验范畴，其影响是十分广泛
的。
可以确定的是，在苯教的产生、

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仅吸收
了西亚、南亚、东南亚诸地民族宗教
的某些元素，也融入藏传佛教的较多
成分。苯教在西藏的兴衰，可谓天
时、地利、人和三者错综演变，但最
核心的，其实就两个人：辛绕米沃与

莲花生。把这两个充满改革精神的伟
大人物搞清楚，也就大致明白了苯教
的沉浮宿缘。
根据一些史学家的记载，西藏第

一位国王聂赤赞普与释迦牟尼佛是同
时代的人，也有一些记载说略晚于佛
陀。但无论真相是什么样，这已经将我
们带回了洪荒的古代。
无论如何，苯教的历史都远远比

君主制的历史要悠久。在那个名字与
地理位置都与现在大不相同的西藏王
朝之前，苯教就存在了。并且，第一个
藏王是由苯教的僧团认证并且加冕
的。

行走神山圣水 一探遗址风貌

我们知道，阿里———这个神秘西
藏里的神秘王国，是那样的遥远，路
途是那样充满艰难险阻，变幻莫测，
沿途的风光又是那么绝世难求，吸引
着成千上万有志之士去观光、探索和
朝拜。但是真正有能力到达这个神秘
地区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为探索这个千古之谜，作者徒步

行走了象雄的遗址风貌。行走是异常
艰辛的，起早贪黑，夜半投宿，在海拔
四五千米以上的地方奋力攀爬着……
可以想见，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

良好的体能才能实现啊！
而苍天不负有心人，历尽千辛万

苦的作者终于完成了这部精品力作。
《从象雄走来》共分五部分，内容

涉及象雄的故事与传说、象雄人的生
活场景与精神家园、传奇王朝的兴衰
演变、众多的古格遗址、象雄的政体及
其疆域、文字、交通等等。尤其令人敬
佩的是，或许是作者在象雄这个神秘
的地方寻找到了灵感，作者文思泉涌、
如数家珍一般，把象雄从古至今的历
史源由叙述得痛快淋漓。
书中刊登的 300 多幅照片是从作

者拍摄的上万张照片里挑选出来的，
内容更是体现出了作者匠心独具的视
觉观点，那些跳动的文字、生动的照片
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令人在阅读时
脑海里时时会浮现出远古时代象雄王
国的风貌。

象雄不仅是一个强大的王国、一
种久远的文化，也是一种影响至今、难
以磨灭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
是与青藏高原的浑厚、博大、包容融为
一体的。可是，在这个越来越物质喧
嚣、功利的时代，象雄正像一个传说般
远去。

《从象雄走来》，金书波著，西藏人
民出版社 2012年 5月出版

无论在藏地民间，还是在专家学者的著作中，象雄都是那么遥远。出于对象雄的神往，作者第一件要做的

事，就是到阿里去，到那片无边无际的荒原上，去土林的深处，去河流的源头，去寻找那些残破的洞穴，去攀

岩那些遗址……

千山之宗，万水之源
姻王婉颐

本报讯（记者温新红）7月 11日下午
3点，新浪微博用户 @谢文发了一条微
博：“闲逛万圣书局时买到一本新出的《爱
因斯坦传》，作者是去年大火的《乔布斯
传》的作者艾萨克森。这是我读过的 4～5
本爱因斯坦传记中最好的一部，即使不懂
物理学也不会看糊涂。其中最有价值的地
方是关于如何思想，如何创造，如何成为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推荐给网络业有上
进心的年轻朋友们一读。”

该微博发出后得到热烈反应，到 12
日上午就有 1800多条转发，其中李开复
的转发最引人注目，李开复在当天下午 4
点时转发并表示赞同谢文的观点后，不到
半天就有近 1400多条转发。

得到两位 IT名人的称赞，许多粉丝
表示要读读由艾萨克森撰写的《爱因斯坦
传》。令人吃惊的是，粉丝很快付诸行动。
当天，当当、卓越亚马逊、京东等大型网上
商城《爱因斯坦传》的销量激增，卓越亚马
逊 11日该书的订单达到 70册，相当于过
去一周的销售，现在卓越亚马逊本部已无
货，只有高折扣的加盟书店有售。12日上
午不到 11点，当当显示为区域购买，北
京、上海、天津等多数地区都已缺货，只在
湖南有销售。京东网上也显示“该商品暂
时售完”。
《中国科学报》记者联系到该书责任

编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吴炜，她
说，昨天晚间，卓越亚马逊销售经理就要
求补货，12日上午，当当、京东的销售经
理也都表示要补货。
《爱因斯坦传》英文版首印 50万册，

在美国一直高居畅销图书排行榜上。该书
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 2009年 4月初版，
销售一直稳中有升，于 2012年 1版再版。
该书作者艾萨克森曾任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CNN）主席和《时代》周刊（TIME）
总编，是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

微博名人赞《爱因斯坦传》
引发网上热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