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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Ba

荐书

近日，北京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委员会公示了第一批
429 处历史建筑，包括中关村
街道的科源社区三栋楼，也
就是被称为中关村“特楼”的
13 号楼、14 号楼和 15 号楼。

这一消息让曾在特楼居
住过的边东子特别高兴，因
为此前特楼曾被列入北京市
改造拆迁范围。“这下特楼就
不会拆了。”边东子还告诉

《中国科学报》，由他撰写以
及他作为主编之一的两本关于中关村特楼的
书正在清样，即将出版。

1950 年代为中科院科研人员建设的三栋
住宅楼，因其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最好，安置
海外归来的著名学者和国内自然人文各学科
领域的知名科学家居住，被称为“特楼”。这三
栋楼曾居住过钱学森、赵忠尧、钱三强、贝时
璋、童第周、赵九章、郭永怀等许多中国现代
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学界泰斗。

因为父亲是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的党委书
记，1959 年，12 岁的边东子随家人搬进了中关
村 13 号楼，直到 1980 年迁出。2008 年出版的

《风干的记忆———中关村“特楼”内的故事》（以
下简称《风干的记忆》）就是边东子收集、整理、
写作的科学家的事迹和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2008 年 7 月 1 日，以《风
干的记忆》出版为契机，中国科学报社组织了
一次座谈会，邀请了特楼内曾居住过的数十
位“小住户”，他们中有的甚至近 50 年没有见
过面。陈世骧的女儿陈受宜、柳大纲的儿子柳
怀祖、贝时璋的儿子贝德、童第周的儿子童粹
中、顾准的女儿顾淑林、赵忠尧的女儿赵维
勤、赵九章的女儿赵理曾、陈宗器的女儿陈雅
丹等在一起共话特楼居住岁月。

如果《风干的记忆》算边东子的个体回
忆，《中关村回忆》就是特楼“小住户”的集体回
忆了。2006 年，离乡 20 余年的昆虫学家蔡邦华
之子蔡恒胜重回中关村，睹物生情。回到北美
后，蔡恒胜以“中关村人”的博客名撰写了《中
关村回顾》的系列文章，发表在中文网站上。

2008 年蔡恒胜再次回国，萌发了联系特楼
子女撰写一段中关村历史的想法。柳怀祖欣然
成为组稿者之一。2011 年这部集合了 28 位科
学家后辈回忆文章的《中关村回忆》出版了。

这本著作不是正史，也不是野史，而是侧
史，是子女眼中的科学家。这是柳怀祖为《中
关村回忆》定下的基调。也正是如此，我们得以
感受科学人身上流淌的温暖和爱意。我国地磁
学的奠基人陈宗器吃饭时会给儿女出各种有
趣的鸡兔同笼的数学题，晚上会架起天文望远
镜教他们看星星，出差还不忘买《连环画报》寄
给爱画画的女儿；植物学家林镕多才多艺、幽
默风趣，在缺衣少吃的战乱年代，孩子们饿了
没饭吃时，他就画个大饼充饥，最可乐的是“看
咸鱼吃饭”，叫孩子们看一眼“咸鱼”吃一口饭，
竟然把孩子们哄得不再“抗议”了……

除了亲情与爱意，让“小住户”们拿起笔
来撰写那段往事更重要的原因是父辈身上的
科学精神，他们都是在科学的氛围里长大的，
在那个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初创时期，他们亲
见了父辈科学家的顽强奋斗与无私奉献。

这大概正是特楼住户深爱特楼的原因。“你
要问我中国科学院是从哪儿起家的，我说就在
这些楼，中科院的‘根’就在这儿。”在特楼住了
近 60 年的李佩曾这么说。“这里住惯了，哪儿也
不去了。”何泽慧曾这样婉拒搬家的建议。

边东子告诉《中国科学报》，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风干的记忆》和《中关村回忆》都
已增补修订，将在近几个月内出版。《风干的记
忆》将更名为《中关村特楼》，书中增加新发现的
史料，如科学家程茂兰、刘崇乐等以及三位党政
干部的内容；《中关村回忆》则增加了张劲夫、谷
羽等人的内容，更名为《中关村纪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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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11 日，科学家从“事件视
界望远镜”拍到黑洞的第一张照片，证
实了数十年前爱因斯坦依据广义相对
论的预言。

为什么在没有看到真实照片之前，
很多科学家就已经确信黑洞的真实存
在？纵观科学史，类似这样的“无中生
有”并非个案，比如麦克斯韦在没有具
体实验的情况下，仅凭抽象的“审美判
断”提出了电磁波假说；在吴健雄的实
验验证之前，杨振宁和李政道就提出了
宇称不守恒规律……

是什么指引着科学家做出这样的
科学预言？又是什么让科学家坚信自己
的预言？

难道真如诺奖得主狄拉克所言：
“学物理的人用不着对物理方程的意义
操心，只要关心物理方程的美就够了”？
为什么杨振宁先生也总结说“物理学存
在三种美：现象之美、理论描述之美、理
论结构之美”？

也许，上述这些疑问，读者都可以
在《物理学之美》书中找到答案。

缘起

2008 年，《科技日报》原副总编王
直华与北京大学出版社教育出版中心
主任周雁翎，开始策划《物理学之美》，
目的是让普通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
者，认识到物理学这门学科的美好一
面，进而热爱物理学，投身物理学。当
年，与此一并启动的是一整套的“科学
之美丛书”，拟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
文、地理、生物六门学科。

《物理学之美》幸运地邀请到科普
作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杨建邺来创
作。几次沟通之后，作者很快就精选了
九个专题，以时间轴为隐线，从开普
勒的和谐宇宙到杨振宁—米尔斯的
规范场的故事。每个专题重点讲几位

密切相关的大师的故事及其理论，各
个专题看似跳跃，内在又具有一脉相
承的关系，也是九堂简短有趣的通识
课。通过物理学思想史上这几个重要
的节点，既将该学科的大框架搭建起
来了，又顺便带领读者重访了物理学
史上那些美丽的瞬间。

《物理学之美》的选题立意和创作
内容都得到了杨振宁先生的称赞，也获
得了北京市科协专家的认可，获得科普
专项资金资助。经过三年的努力，《物理
学之美》首版于 2011 年 8 月，获得了
2012 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北京市优秀
科普作品奖和吴大猷科普著作奖。这本
书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019 年 1 月，我们推出了颜值更
高的插图珍藏版。

回忆 20 多年前，我的中学时代，那
时候总觉得物理方程式很难，课本很
枯燥，即使当时成绩很好，但对物理
从来也提不起兴趣。在我全程参与

《物理学之美》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十
多年里十几次反复阅读书稿，经常感
觉那些曾经挂在中学教室墙上的科
学大师的画像，如今跃然纸上，万分
亲切。如果我在中学时代有机会阅读
这么优秀的科普图书，我对物理学科
的态度一定会更积极。

角度

正如本书作者在“前言”中所说，
《物理学之美》强调的不是现象之美，而
是物理学理论之美，尤其是理论中的结
构之美。因此，作者从理论的发现过程
着手，虽然同时描写大师的生活经历、
性格喜好等，但最主要的是结合当时的
科学文化背景，再现大师如何在研究中
感受到模糊的美感，又如何建立审美判
断，最终引起物理学思想的革命。

可贵的是，《物理学之美》并没有无

限夸大每一个审美判断的功能，而是正
视每一个物理学家因为不适当地利用
这些判据而遭遇的失败。

比如，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的曲
折的过程，是科学史上很有趣的一段故
事。1921 年，当普朗克等著名物理学家
提名爱因斯坦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时，瑞
典医学教授古尔斯·特兰德曾极力反
对，并曾私下表示说“绝对不能让爱因
斯坦获奖，哪怕全世界支持他”！

对于这种分歧，本书作者将之归结
为一种审美判断的冲突，他认为“19~20
世纪之交的科学革命过程中，科学的审
美判断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的变革，
科学家之间发生的争议差不多到了水
火不容的地步。老一派的科学家（以古
尔斯·特兰德为例）抓住“实验是检验一
切理论的根本标准”，不容动摇；而新成
长起来一派年轻理论物理学家（以普朗
克为例）已经发现，“判断真理的标准发
生了变化，有了新的标准，不能死死抓
住实验标准而断然否定物理学理论中
的美学标准”。

本书策划周雁翎在媒体上发表书
评文章《倾听科学与诗的对话》，从另一
个特别的角度总结了《物理学之美》一
书的闪光点。当谈到麦克斯韦等伟大科
学家的大胆想象时，周雁翎感叹道：“这
是科学与诗的对话，是情与理的对话，
是不同知识体系的对话，是异质思维方
式的对话，也是两种文化的对话。这种
对话，在人类思想史上永远闪耀着智慧
之美的熊熊火光。”

心思

《物理学之美》的编辑过程确实花
费了比其他图书更多的时间和心思。
翻开书我们可以看到丰富的知识链
接和图片，涉及书中人物的回忆录和
书信，科学家自己创作的诗句，他们

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状态，他们的学术
圈和理论示意图……这些附加资料
可以调节读者的阅读节奏、可以传递
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可以帮助读者更
好地理解文意，但同时，也对编辑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获得这些图片资料？又如何使
用这些资料？怎样编写图说才能让图文
结合得更自然？至今回忆起来，这个过
程仍然令我印象深刻且受益匪浅。

2009~2010 年期间，我频繁地进出
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中科院
文献情报中心，同时充分利用网络资
源，访问世界各大纪念网站，最终收
集到数千张相关的科学史图片。又经
过反复筛选，选中 500 多幅图用到

《物理学之美》中，并和作者一起反复
打磨图说文字。

另一点有意思的是新旧两版在装
帧设计方面的变化。2011 年做第一版
时，为四色印刷，内文用 70 克轻型
纸；封面也是面向初中生的、明亮的
色调和手绘风格，典型的那时青少年
读物的标配。当我们准备做珍藏版
时，周雁翎决定将全书改为黑白单色
印刷。没想到出版后的整体效果竟意
外的好。书中 500 多幅照片，黑白的
呈现方式显得更有质感，也充满了无
限的历史感和空间感；同时，珍藏版
的封面也采用雅黑的背景，主体用一
张带聚光效果的“伽利略审判”场景
图片，既有故事性，也给空间以想象
力，仿佛在太空般的深邃里看到无限
的希望。而因彩色印刷改为黑白印刷
节约下来的成本，用在提升纸张质量
上，图片的最终呈现效果反而更有层
次了。加上硬壳精装、护封等各方面的
升级之后，珍藏版整体上更具高级感，
真正体现了历史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也体现了科学与艺术的有机融合。

（作者系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
蓝。”寥寥几笔，一幅绚丽生动的江南
图景跃然纸上，这便是色彩的魅力。天
地万物，目之所及，皆有色彩。然而这
色彩背后的种种趣味与深意，现代人
却常不及细想。比如，为何说“黄花闺
女”？青、绿、蓝之间曾上演何种“相爱
相杀”的戏码？中国人最钟爱的红色，
又经历过怎样的流变？

在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视觉传达设
计系名誉教授曾启雄看来，了解色彩，
特别是中国传统色彩文化，是件极其
有趣的事情。如果进一步将色彩与历
史、文化、社会、信仰等相连，更可以开
辟出一条寻找民族特色的独特路径。

《绝色：中国人的色彩美学》这本小书
正记录了他寻路的过程。

甘被“色诱”30年

曾启雄常把自己称为好“色”之
徒，这里的“色”当然是指“色彩”。

与色彩结缘始于 30 年前。那时，
曾启雄正在台湾东海大学美术系教授
色彩学，由于教学需要，他开始收集、
阅读和比较台湾市面上所售的色彩学
教材及相关书籍。在这个过程中，他惊
讶地发现，这些书籍中大部分内容是
讲述近代西方色彩学的，也就是自牛
顿后光学发展下的色彩学，而对本土
色彩文化甚少提及，只有“东青龙、西
白虎、北玄武、南朱雀”而已。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他所看到的日本书籍，
虽也是从西方近代色彩开始讲起，但
最终必定会落到日本自己的色彩观、
色彩发展历史与文化上。

读完日本与美国的大学教材，曾
启雄说自己心中升起“淡淡的惭愧
感”，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疑问———中国
传统色彩到底在哪里？恰在此时，一位

日本同学请曾启雄帮忙照顾学校实验
室种植的蓼蓝，这成为了曾启雄了解
中国传统色彩的开端。

对传统色彩稍有了解后，曾启雄
打起了文学作品的主意。他从曹雪芹
的《红楼梦》和作家张曼娟的作品入
手，统计书中涉及的色彩词汇，进而去
理解作家使用色彩的特点。为此，他查
阅了不少古今字典，在此过程中又发
现许多色彩词汇含义的诠释存在着明
显的时代差异，于是又将字典与色彩
联系起来，从《尔雅》《说文解字》《康熙
字典》到现代字典，带着研究生慢慢铺
开了研究的地图。

就这样，一个问题牵出另一问题，
从色彩词汇延伸到色彩认知、传统染

色的技法复原、中国传统色彩的古典
表现技法与现代生活的应用等，这时
曾启雄才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好像航
行到了茫茫大海之中，方向明确但又
知道自己的渺小与无知，因此希望能

‘色诱’更多人理解和投入，建构出中
国传统色彩的全貌”。

这也是他创作《绝色：中国人的色
彩美学》一书的初衷。

色彩背后有深意

在书中，曾启雄讲述了 37 个关于
黑、白、蓝、绿、紫、红、黄等色彩的故事，
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文学表达、字义流
变、历史文化、传统技艺等多个方面。

比如，书一开篇曾启雄就搬来了
孔夫子。《论语·乡党》中说：“君子不以
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孔子借由
穿衣来比喻为人处世的道理，如果对
服饰色彩不了解，就无法深切体会其
中的趣味。“古人染制深色衣物，是很
费工和耗材料的。”曾启雄解释道，“要
染出红色或紫色，必须经过长时间的
制作与麻烦的工序，最后将这样染制
出来的衣物当作内衣穿在里面，显然
是相当不合理的。”

“如今，应该是重新回顾与理解过
去文化、历史的好时机，再次回溯汉字于
口语或文字表达上的古典原意，穿回、用
回、吃回传统色彩的自信。”曾启雄说。

书中还涉及许多历史典故。比如
在讲述黄色的一篇文章中，曾启雄就
饶有兴致地提到了“黄花闺女”的由
来。该词源自《太平御览》，说南朝宋武
帝时，某天寿阳公主正在殿外酣眠，恰
巧有梅花落在额头，印上了花瓣的形
状和色彩，宫女们竞相效仿，流行起梅
花妆。在冬天以外，就以菊花即黄花来
替代，由此衍生出“黄花闺女”的说法。
此外，还有“齐桓公恶紫”等故事，让文
章读起来非常有趣。

有趣之外，在曾启雄看来，理解中
国传统色彩文化还有助于解开很多社
会、文化和历史的秘密。

比如，曾启雄举例说，在闽南话
（河洛话）和客家话、绍兴话中，“黑”的
发音都以“乌”的发音表达。这三种方言
发音的独特性，极可能是因为三个族群
早期在中原区域曾彼此相邻，不约而同
地在选择语言措辞时，舍弃了‘黑’字，
使用了‘乌’字。后因为战乱移居与长时
间分隔，他们各自保留了色彩语言表达
上的切片，而这些切片恰好都保持了原
本的发音。“这是于田野研究过程中，偶
然发现的有趣现象。”

寻回国色路漫漫

在豆瓣上，有网友重金寻求曾启
雄的旧作《中国失落的色彩》。而曾启
雄自己也在寻找。

如今，由于现代染料的广泛使用，
广西、贵州、云南、新疆等地一些少数

民族所依赖的天然原料制成的、极具
特色的穿着与生活色彩正在逐渐消
失。这虽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但
也引起了曾启雄等学者的担忧。

“传统染色活动与日常生活密切
相关，选择何时繁殖、采收、染色，都有
时间、季节的节奏，也呼应着与环境
的关系，并与各地的信仰、历史有所
联系。因此，色彩的消失，绝不仅止于
色彩的改变而已，也相应带来文化与
生活形态的改变。”曾启雄说，“如果
民族特色不见了，不同部落间的差距
会缩小，生活习惯也跟着改变，生活
不再像从前那般自给自足，而是要仰
赖外部的供应。届时，不同地区的文
化特色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因为均
质化而消失。”

现代染料的诞生距今不过百余
年，就迅速击败了发展几千年的天然
色彩。在曾启雄看来，或许那些天然色
彩材料可以发展出其他用途，但长时
间经由天然染色积累下来的中华民族
色彩使用样貌及其意义与特色，却在
化学合成色彩材料的影响下，全面地
衰退了、改变了。

“国际化的同时，没有自我是很容
易迷失方向的，最后沦为没有根的现
象。最容易找到自我的方式，就是到传
统文化里去爬梳，理出自己的特色。而
色彩，是生活中最基础的东西，它具体
地构成了国民生活的基础面、工业生
产的脸面、消费者的第一印象、环境与
空间的美感等等，有着无法忽视的价
值。”曾启雄说。

而要重新找回失落的中国传统色
彩，曾启雄坦言，这不是出版几本书就
可以解决的。“其他比如教育层面的推
广，包括教具应用、幼儿教育、高校教
学内容改进等，都需要教育部门的介
入与研究学者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在
研究方面，也需要更多探讨。最近三年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传统色
彩学术年会，就是个很好的平台。此
外，我们还应该丰富中国传统色彩建
构的内容，将建筑、考古、陶瓷、颜料、
染料、室内设计、都市景观规划、生活
器具等各方面纳入其中。摆在我们前
面的，还有一段很长的路。”曾启雄说。

好“色”之徒寻国色
姻本报记者张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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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在第 43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意味
着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于距今五千年
前，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承认。

“良渚文化（3300BC～2000BC）分布于浙
江北部和江苏南部，以环太湖地区为主。该
文化于 1936 年首次在杭州附近的良渚发
现，文化遗存以黑陶为特点，当时被认为是
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传播所致。直到 20 世
纪70 年代，良渚文化才被当作一个地方文
化类型，可能和龙山文化同时，甚至可能略
早。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 200 多处良渚遗
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墓葬，且常常随葬玉
器。有关良渚文化的研究有很多，玉器研究
尤多。”在这本书中，两位学者对良渚文化有
详细的介绍和深入的分析。这本书让我们更
清晰地认识8000 多年来社会进步的过程。

《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
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刘
莉、陈星灿著，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7 年 9 月出版

《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
录》，[美]吉恩·贝尔-维亚达编，
许志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 7月出版

马尔克斯亲自揭秘他的作品：他本人
的心头好《枯枝败叶》，拒绝“严肃”诠释的
《百年孤独》，包含他毕生经历的《霍乱时
期的爱情》等；马尔克斯与文学巨匠们隔
空对话：福克纳、卡夫卡、格雷厄姆·格林、
卡波蒂、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海明
威等；还汇集了他讲述的亦真亦幻的故
事：他的童年、外祖父母、爱情；他的记者
生涯、创作的艰辛与愉悦；他的加勒比根
基、左翼立场、他与卡斯特罗的友谊；他对
电影、音乐的看法……

本书精选了这位讲故事大师 20 多年
间接受的 11 篇重要采访，其中多篇首度
译成中文。这些访谈清晰而系统地勾勒出
他早期、中期乃至后期的创作脉络，更为
了解和研究马尔克斯其人其事提供了珍
贵的一手资料。

《全球化逆潮》，[美]约瑟夫·斯
蒂格利茨著，李杨、唐克、章添香等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年 5月
出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约
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他上一本著作《全球
化及其不满》中，解释了为什么发展中国
家对全球化表现出不满。而在当前的逆
全球化浪潮中，似乎发达国家的不满情
绪更甚。错误的全球化方向已经反噬了
西方发达国家，导致产业空心化和不平
等加剧。而这些动荡，在一定程度上左右
了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

本书的第一部分，作者详细解释了
为什么特朗普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只会适
得其反，并描述了能够实现全球化将让
所有人受益承诺的替代政策。而在本书
的最后一部分，作者明确回答了全球化
进展的结果如何，谁将会受益；同时关注
了后特朗普世界可能出现的新全球化。

（喜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