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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名字叫海拉细胞，是医学史上
首例经体外培养而“永生不死”的细胞；
它帮助医学家解开了癌症、病毒如何影
响人体的奥秘，促成了体外受精、克隆技
术、基因图谱等无数医学突破，涉及几乎
所有医学研究领域；它曾被用于调查原
子弹爆炸对人体造成的影响，也曾搭载
美国和苏联的火箭升空，被人们用于研
究失重状态下的细胞增殖；进入 21 世纪
以来，已经有 5 个基于海拉细胞的研究
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奖……

它源自一位美国黑人妇女海瑞塔·
拉克斯的宫颈癌细胞，1951 年，这位美
国妇女死于该癌症。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从她的肿
瘤上取下组织样本，并在实验室中进行
培养。不同于其他一般的人类细胞，此细
胞株不会衰老致死，并可以无限分裂下
去。据推算，迄今为止培养出的海拉细胞
已经超过了 5000 万吨，其体积相当于
100 多幢纽约帝国大厦。

遗憾的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
竟然都不知道这位为医学事业作出如此
卓越贡献的妇女的名字，只是用她的姓
名的第一个字母的简称“海拉”来命名细
胞。美国科学作家丽贝卡·思科鲁特耗时
10 年，挖掘这段跨越近一个世纪的历
史，出版了这部《永生的海拉》，中文版
2018 年 11 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翻
译出版。

作者采用多线叙事的形式，以时间
为轴线，通过大量采访海瑞·拉克斯的子
女、医学专家，实地走访事件发生地，搜
集原始档案，生动复原了 1951 年到
2009 年围绕海拉细胞发生的跨越半个
多世纪的曲折往事。

1951 年 1 月，30 岁的拉克斯在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院被确诊患上
了子宫颈癌。主治医生从拉克斯身上
采集了癌组织标本，并交给了乔治·盖
伊博士。人类的正常细胞，并不具备无
限分裂的功能，一旦分裂过程中出现
异常，就会自我死亡。通常情况下，人
类细胞分裂大约 56 次后，就寿终正寝
了，因此无法采用人工方法使其大量
增殖。而盖伊在进行细胞培养时，惊奇
地发现，从拉克斯身上采集的细胞却
没有死亡，出现了生长迹象，每隔 24 小
时细胞数量就增加一倍。盖伊凭直觉
知道，这就是自己多年来寻找的“不
死”细胞。在以后的岁月中，海拉细胞
被提供给了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用
于癌症研究和制药等。

1952 年，研究人员用各种从腮腺
炎、麻疹到疱疹疾病组织分离来的病毒

感染海拉细胞，由此现代病毒学产生；
1953 年，得益于海拉细胞，基因检测的
原理被发现；1954 年，海拉细胞帮助科
学家实现了细胞克隆；1956 年，海拉细
胞先于人类，随一颗苏联卫星进入太空，
开始被用于太空生物学研究；1965 年，
海拉细胞帮助实现了基因混合；1973
年，科学家利用海拉模型沙门氏菌的扩
散，测定其传染性，研究其在人体细胞中
的活动；1986 年，科学家发现如何让海
拉细胞感染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IV），
通过它找到了一个关键受体，揭示了这
种病毒的感染机制；1989 年，耶鲁大学
研究人员发现，海拉癌细胞含有一种叫
作端粒酶的物质，能使细胞不死，这让控
制生物衰老的神秘物质———端粒酶走进
了人们的视线；1993 年，研究人员让海
拉细胞感染结核杆菌 DNA，明白了细菌
如何侵袭人类细胞……

几十年来，海拉细胞助力医学研究
的传奇一直在续写，但一开始，拉克斯的
家人对此一点都不知情，全世界利用海
拉细胞开展研究的医学工作者也不知道
细胞来源者的姓名。直到 20 年后的
1971 年，海瑞塔·拉克斯才第一次被拼
写正确，出现在一家美国杂志上。又过了
两年，拉克斯的家人才得知，海瑞塔的细
胞还活着。

最初他们充满了委屈和愤怒，质疑
医生怎么能未经允许拿走拉克斯的细
胞。拉克斯的女儿黛博拉甚至担心，在实
验室里接受核辐射或者病毒感染的“妈
妈的细胞”，会不会弄疼了自己的母亲？

在了解到海拉细胞为人类作出的贡
献之后，他们也开始为亲人骄傲起来。后
来，黛博拉终于在实验室见到了自己的

“母亲”：那是一小瓶被液氮冷冻起来的
海拉细胞。对着那个小小的瓶子，已经记
不清母亲相貌的她轻轻地说：“你真伟
大，只是别人都不知道罢了。”

在这本书里，作者丽贝卡·思科鲁
特除了细致再现了拉克斯一家如何用
一生的时间来接受海拉细胞存在的经
过，讲述这些细胞永生的科学原理，揭
开人体实验的黑暗过去，还对医学伦
理和身体组织所有权的法律问题，以
及其中的种族和信仰问题等进行了深
入探讨。

这部书细腻地捕捉了科学发现中
的动人故事，及其对个体的深远影响。
出版后，在外界的捐赠下，家人终于为
海瑞塔竖立了墓碑，碑上镌刻着：“永
生的海拉细胞，将永远造福人类”，这
句话对海拉细胞为人类作出的贡献进
行了完美注解。

◎作者丽贝卡·思科
鲁特，美国科学作家，《永生
的海拉》是她的处女作。

在本书出版之前，丽
贝卡·思科鲁特建立了海瑞
塔·拉克斯基金会，以帮助
为科学研究作出贡献而未
获得补偿的人，特别是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被用于科研
的个人。

◎北京大学医学部
教授王一方在此书中文
版导读中写道：在医学转
型的夹缝里，技术进步的
台阶上……海拉细胞的命
运恰恰映射着这个过程中
的伦理（道德）脱序，告知不
周，沟通不畅，知情同意阙
如，以及细胞体内权利与体
外权利的分野，技术进步中
的异化，如非人化、工具化、
功利化、技术化、商业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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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的海拉》，[美] 丽贝卡·
思科鲁特著,刘旸译,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8年 11月出版

连岳（作家）

评《画说唐诗》（中英对照版）
许渊冲著，中译出版社

微评

看多了乡村萧条衰败的书写，
我们在内心里时常翻动着田园诗
意审美一去不复的忧伤。而这部作
品，以别致的视角，对乡村进行了
一次出走和返回的深度扫描，真实
可信，令人感动。

作者的超越之处，在于对现实有
深切关注，又对未来抱有坚定希望。
他发现生活之河依然欢欣向前，乡村
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田野上，有逐渐
回归聚拢的人心，大地上，人们的生
存形态和生活方式正被重新定义。

相对于当下许多习惯于正确与
急切叙事、缺乏耐心观察与剖析的
作品，邢小俊对新时代的巨变和农
民的精神风貌，有着真诚广博的思
考。他善于从实际生活中捕获灵感，
有独到的发现。乡村的振兴，是走出
乡村的人们回过头来，对乡村价值
的重新认识。振兴的乡村，应该是传
统与发展相融合，仁德有序，道德圆
满，身心皆可安居的村落。作者的笔

下，乡村既接续时空，传承文化，又
负载情感，展示变迁，这是对农村和
生命永恒简单而朴素的深刻揭示。

（摘自《光明日报》）
（朱香）

学翻译的人都知道，翻译是个
难两全的活儿，译者必须同时服务
于两个“主人”：原作者和译文读
者。翻译中国古诗词就更让人“望
而生畏”。

中国古诗词往往意大于言，外
文诗歌却是意等于言。两种诗歌风
格，培养出两种思维定式的读者。
因此，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以精
确优美的方式传递给世界大众，何
其难也！

许渊冲认为，在翻译时遇到文
化差异，首先要往深处想，往中国
文化的内涵和优势上想。

和“直译派”不同的是，许渊冲
是不折不扣的“意译派”代言人。西
方把翻译作为一种科学，但许渊冲
说：“科学无法解决文学的优美。不
能只翻译表面形式，要提取中心思
想。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美感，才
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因此，他提出“三美论”：意美、
音美、形美。翻译出的作品，不仅有
传统文化格式上的工整押韵，更有

传统文化思想上的意境。
每个时代都会有闪烁着大师

光芒的人出现，但许渊冲那个年代
的知识分子们，他们的家国情怀和
纯真，却越来越难得。这般风采，值
得我们去书中拜读，在心里仰望。

（摘自“连岳”个人公号）

刘玉琴（《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评《拂挲大地》
邢小俊著，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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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意见的表达方式已经多样化，
而且随着 webN.0 的发展，会趋向更加
多样化。用简单的“堵”和“删”的方法，
显然不符合网络管理的根本宗旨。我们
应持怎样的理念和方法来引导网上舆
论，达到既尊重和维护网民的言论自
由，同时又要保障国家的政治安全以及
公民的隐私权、人格权，以及作者的著
作权？网上的言论自由同时也考验着每
个人的理性和公德意识，网上的虚拟场
域不过是实在社会的延伸，同样需要一
定规范和道德约束，也需要引导。因而，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内容、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科学术出版基金资助出版，西安
交通大学蒙胜军等学者的著作《社交媒
体的舆论引导研究》一书的出版是有意
义的。该书作者以年轻一代学者为主，
他们在新的研究领域的尝试值得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
播规律”，研究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本
身就是一种对网络传播规律的探讨。

（一）

社交媒体的舆论是由情境 （社交
媒体的氛围环境）、主体（社交媒体的、
网民固有的观念总和）、符号（社交媒体
上各种意见表达的总和）三大要素相互
建构而产生的一种舆论形态。这种舆论
往往不会限定在事件本身的议题框架
之内，而会出现多元议题并举的现象。
一般情况下，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突发事
件，总会出现爆料、归因、追责的议题以
及相关的谣言；此外，单一独立的突发
事件具有偶发性，但舆论一旦生成，在
很多情形下不会因为事件的解决而消
失，而是处于一种“休眠”状态，相似乃
至毫无关联的事件的发生，都极有可能

“唤醒”处于这些“休眠”状态的舆论，并
不断固化人们的某种刻板印象，比如

“楼垮垮”“临时工”“城管打人”等。某种
程度上，在突发事件激起的社交媒体舆
论里，本来处于主导性地位的突发事件
往往显得无足轻重，舆论呈现的“自足”

状态会在很大程度牵着事件的“鼻子”
走，加剧事件本身的复杂程度。

因而，在社交媒体的新环境下引
导舆论显得颇为复杂，引导的对象变
了，引导的策略、方法都应该改变。

《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研究》这本书，
在科学认识社交媒体舆论特征及传
播规律的基础上，对如何进行科学引
导、有效引导进行的多方面的研究。
社交媒体环境下，舆论的发起者由政
府和媒体转换到更多的参与主体，舆
论的传播模式有了一对一、一对多等
多种类型。所以，这本书选定社交媒
体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建构起社交媒
体舆论引导的理论体系。

全书以传播学视角对舆论引导的
框架进行了重构。社交媒体放大中国社
会现实问题，冲击传统媒体格局，扶持
更多浅幼用户，舆论引导面临巨大挑
战。该书架构了新的社交媒体舆论引
导的模型，形成舆论引导主体、内容、方
式、效果的分析框架，从而有别于“主
体—客体”二元引导结构。在社交媒体
环境下，引导主体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出
现而产生了权力转移和变迁，政务微博
上的政府回应，往往能引起更多公众的
关注和议论。特别是政府官微，有别于
自媒体和一般媒体官微，其引导效果会
有所不同。

全书提出了“协同引导”社交媒体
舆论的新方案。协同引导，强调舆论引
导各部门的协调。传统意义上的舆论
引导，主要由党务部门负责，一般的行
政部门很少参与。但是在新媒体环境
下，舆论引导不仅仅涉及意识形态问
题，更关涉很多社会问题，还会涉及传
播技术问题。例如，网络潜舆论需要数
据挖掘技术的支持。“协同引导”强调
政府、媒体以及公众三方的权责分离
和相互作用。政府主抓制度、法规，媒
体承担内容引导，公众强调相互影响。
只有政府、媒体及公众三方协力，宣传
部、网信办、政府各职能部门、司法部
门、主流媒体、政务新媒体、涉事媒体、
普通公众和社交媒体机构多方作用，

新媒体舆论引导工作才能避免“强引
导、弱效果”的尴尬局面。

该书囿于数据及资料的有限，目前
分析与研究的对象仅限于以政务微博、
微信为代表的政务新媒体领域，因而结
论及理论的适用性也有限。该书关于社
交媒体受众的研究方面着墨不多，需要
加以补充。

（二）

这里我进一步谈谈社交媒体舆
论不约而同地呈现的“伞状”结构形
态。由事件引发的舆论均不同程度地

“溢出”事件本身的议题框架，提升了
事件解决的难度。主要原因在于相关
的权力组织操作不当，次生事实、相
关事实、无关事实转而成为“风险
点”，这些情形是有规律可循的。比
如，现场细节的还原以及个人化的解
读方式，往往会引发舆论的围观、吐
槽或规模化的“对峙”现象。

因而，需要研究突发事件引发的社
交媒体舆论的风险，它们主要表现为源
头风险、次生风险、人为风险等方面。源
头风险多与“怎么样”相关，次生风险多
与主体“怎么做”相关，人为风险多与人
们“怎么想”相关。如何看待风险，与对
事件的认知框架相关，不是一朝一夕形
成的。一旦风险框架生成与固化，就会
进入社交媒体网民的“记忆库”而处于
随时调用的状态，最终成为难以消除的

“顽疾”和固定的风险源，很难通过传统
的“即时应对”方法根除。

还需要研究社交媒体舆论的“风险
框架”形态。一旦某一“风险框架”进入
社交媒体网民的“记忆库”，并处于随时
调用的状态，舆论主体———社交媒体网
民便有了自己的兴趣和偏好，无论突发
事件如何变化，舆论总会“不由自主”地
与相应的“风险框架”对应，或习惯性地
将矛头指向事件的某一细节，或按固定
的思维逻辑来解读事件。将突发事件作
为一种客观存在加以处置的传统方式，
无法适应社交媒体语境下处理突发事
件的治理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权力组织往
往会由“处置者”变为“当事者”而屡遭
围攻，这意味着，越是单方面强调各级
政府的主导性地位，就越有可能置政府
于不利的地位。因而，主体多元化、方式
多样化的治理理念，适于互联网社会结
构的维系。

2004 年信息社会世界高峰论坛通
过了《日内瓦行动计划》（

），呼吁成立互联网治理工作小
组，此后不久成立的该小组对“互联网
治理”的定义是：“互联网治理是政府、
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根据各自的作用
制定和实施旨在规范互联网发展和使
用的共同原则、准则、规则、决策程序和
方案”。这本书提到的“协同引导”，多少
有这个意思。

这里再简单谈谈引导社交媒体舆
论的 6 个步骤。第一，事件监测与研判。
第二，准确定义事件。一旦定义事件出
了问题，很难收场，例如 2015 年定义

“东方之星”翻沉出现差误、2015 年庆
安车站事件主体定义的差误等。教训是

“快讲事实，慎下结论”。第三，氛围营
造。过去由宣传部门组织力量，通过网
络评论、信息滚动发布来“对冲”负面因
素，或通过“封、堵、删”三字经来灭火，
这样的单打独斗、被动应对、以堵为主
的做法过时了。需要主动设置议程，转
移舆论关注点，联合多种力量通过精准
引导、反面“包抄”等形式多角度消除舆
论中的不利因素。其他还有处理追责、
形象修复、评估学习。

关于社交媒体舆论的引导，需要
认真温习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4 月
19 日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
会上的有关论述：“现在，有一种观点
认为，互联网很复杂、很难治理，不如
一封了之、一关了之。这种说法是不
正确的，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中
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
上。”“形成良好网上舆论氛围，不是
说只能有一个声音、一个调子。”“网
民大多数是普通群众，来自四面八
方，各自经历不同，观点和想法肯定

是五花八门的，不能要求他们对所有
问题都看得那么准、说得那么对。要
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
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
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
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
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让互联网成
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
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
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
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

这就是政务新媒体舆论引导的规
律性认识和要求。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学院一级教授）

政务新媒体舆论引导也应遵循传播规律
■陈力丹

改变人类医学史的海拉细胞
■吴锡平

域外

2019 年 1 月，美国
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
Affairs）出版了美国哈佛
大 学 工 商 管 理 学 教 授
Gary P. Pisano （加里·P.
皮萨诺）的著作，

（《创造
性建设：持续创新的基
因》）。该书是讨论大企业
是如何创新的。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
家熊彼特在 1912 年发表
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
中论证说，企业家是创新
的主体，其作用在于创造
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他
称之为“创造性破坏”）。
他与古典经济学家意见
相左，后者强调均衡和资
源的最佳配置，而他认
为，动态失衡才是健康经
济的“常态”，而企业家正
是这一创新过程的组织
者和发动者。通过创造性
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
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
的机会。但是，公司在创
新时，也确实播下了使自
己遭遇“创造性破坏”的
种子。一般认为，灵活机
动的小企业，尤其是初创
企业，最愿意积极创新，
对于它们，不创新就无法生存。它们
不怕打破现有秩序，而大企业为了维
护既有地位和既得利益，往往畏惧风
险，不一定热衷于创新。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 E.F. 舒马赫
曾有名著《小的是美好的》，1973 年
出版。世界著名科技智库 ITIF（信息
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创办人罗伯特·
D. 阿特金森和 Michael Lind 两人合
写了一本书，2018 年在麻省理工学
院出版社出版，书名叫

（《大的是美好的:破除小企业
神话》）。他俩指出，学术研究发现的
证据表明,大企业在创新中一直起着
主导作用。

皮萨诺教授同意这一看法。他
认为，大企业只要系统性地制定创
新战略、设计创新体系、建设创新
文化，就能成功地开展变革式创
新。皮萨诺说：“大也并不总是意味
着丑陋。规模这个单项因素并非创
新能力的障碍。”他还说，并购也不
是企业成长的唯一路径。但不管怎
么说，对于大企业，创新毕竟是艰
难的事业，“类似于在住户不搬走
的情况下搞房屋装修”。关键在于，
企业领导者要准备着充分“利用”
好规模（scale）。大的也可以是美好
的。而要实现这一点，公司领导者
就得做好“创造性建设”的功课，避
开创造性破坏的陷阱。

利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咨
询经验（他担任很多家大企业的顾
问，也曾是很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皮萨诺介绍了从 IBM 到苹果公司的
许多成功创新案例，它们各有各的成
功之道：有的靠建设创新能力，有的
靠识别尚未被满足的客户需求，有的
靠在熟悉环境或未知环境里打拼（或
在熟悉环境与未知环境里两线作
战）。他的案例覆盖了各种创新类型，
包括常规型（如“即食沙拉”的产生）、
打破常规型（例如，造汽车的日本本
田公司研发出了小型商务喷气飞机
HondaJet）、颠覆性商业模式型（例
如，优步颠覆了传统的出租车业务），
等等。他分析了每一案例的细节，鼓
励公司采用“多条腿走路”的方针，即
平衡使用各种路径。

作者对多功能大企业面临问题
的讨论特别有价值，这些企业的专门
知识与技能往往分布于各自独立的
不同部门，因此，难以汇聚创意（或者
叫知识整合）以利用新机会。例如，
索尼公司在消费电子产品方面处于
领先地位，但是缺乏知识整合的能
力，而苹果公司正是由于知识整合做
得好，才在移动电子设备领域异军突
起。美国杜邦公司研制的 Kevlar（凯
夫拉）是一种芳纶纤维材料产品，原
来是想用它解决橡胶轮胎的问题
的，后来发现，它其实是极好的防弹
装甲材料。皮萨诺写道：“却原来，凯
夫拉对于很多问题都是很好的解决
方案，但恰恰不是杜邦原来刻意要解
决的那个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可
见，知识整合是多么重要。

皮萨诺教授已经发表了 70 多篇
论文和 6 部著作。他 2006 年发表的
著 作

（《科学生意：生物技术的许诺、现实
与未来》）较有影响，已被引用了 800
多次。他不是纸上谈兵的人，自己也
有创业举动，他与 2005 年诺贝尔化
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 Richard
Schrock 教授共同创办了 XiMo AG
公司，该公司开发与生产面向制药业
与精细化工业的特种催化剂。

大
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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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研
究：理论分析、效果影响因素
与实践模式》，蒙胜军等著，西
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