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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科普比作一棵大树，

那么元科普就是这棵大树的根。

它不同于专业的论文综述，也不

同于专职科普工作者的创作，而

是科学前沿领军人物送来的一股

“科学之泉”。

这样的元科普作品，为其他种

种科普作品提供了坚实的依

据———包括可靠的素材和令人信

服的推理，真实地传递了探索和创

新过程中深深蕴含的科学精神。

域外

只有向公众提供透明的信
息，只有在核电管制相关政策制
定过程中听取公民组织的声音，
才能建立起信任，减少不同活动
者之间的摩擦对抗。

“

《深海浅说》，汪品先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20年 10月出版，定价：88元

在元科普的海洋中领航
■卞毓麟

一

有时候，科普读物和教材之间的界限是
模糊的。但是，倘若有人说一部科普作品“写
得像一本教科书”，那么隐含的意思恐怕以负
面居多。
但是，这也要看什么场合和语境。我读完《深

海浅说》，觉得它就是一部出色的“教科书”。请别
误会，我不是说它像一部讲授深海的教科书———
作者汪品先院士在“引言”中已经申明：本书“不是
教科书”。我想说的是，《深海浅说》堪称“元科普”
的典范，对于科普创作尤其是元科普作品而言，确
实起到了教科书般的引领、指导作用。
经常有人说：“汪院士的科普真是不一

样。”那么，请问：怎么就不一样呢？
我以为，简而言之，那就是：汪品先院士做

的许多科普，都是很到位的元科普。
“元科普”这个概念，是我在 2017年 5月 19

日的一次会议上做题为“元科普与科普产业化”
发言时首次提出和使用的，汪先生也出席了这次
会议，并当即表示，其实他对此也考虑已久，只是
没想好用什么恰当的词来表达这个概念。

两个月后，7月 16日《文汇报》“科技文摘”
专版以整版篇幅论述“期待我国的‘元科普’力
作”，同时刊登了汪先生的“书面发言”：

元科普这个概念的提出，相当有意义。在
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跨学科的能力变得越来
越重要。学科的交叉口，往往就是创新的源头。可
是，学科越分越细，谁来为学科的鸿沟架设桥梁？
解铃还须系铃人，由做出发现的科学家本人来做
是最合适的，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其中的曲
折、关节和甘苦。这种第一手的科普作品可以让
人最迅速、也是最准确地掌握该项发现的核心
内容，令行外人一目了然，从而拓展跨界能力，
对于创新的意义是相当大的。
汪先生还说：
元科普的好处还在于防伪。中国目前的科

普创作氛围还比较浮躁，产生了很多拼凑摘
抄、令人不忍卒读的科普次品。很多文章在科
学性上就有硬伤，甚至反复转抄、以误传误。一
旦元科普盛行，就可以堵塞科普界伪劣产品的
销路，改良科普文坛的环境。
《深海浅说》一书，正是汪先生对此身体力

行的成果。为了更清晰、准确地阐释“元科普”
这一概念的内涵，我当时举了几个著名的例
子。例如，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
的进化》、詹姆斯·D.沃森著的《双螺旋———发
现 DNA结构的个人经历》、斯蒂芬·温伯格著
的《最初三分钟———宇宙起源的现代观点》、利
昂·莱德曼著的《上帝粒子———假如宇宙是答
案，究竟什么是问题？》、约翰·C.埃克尔斯著的
《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等。

没有列举《深海浅说》是因为汪先生还没
有写这本书。做个事后诸葛亮的推测，我相信
这本书的种子早已在汪先生的脑海中生根、发
芽、成长，渐成雏形了。

二

在此，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谈论科普，为
什么要用这个“元”字？
《辞海》中，“元”的释义有十几项，主要意

思包括：“始、第一”“为首的”“本来、原先”“主
要、根本”等。用“元”字修饰科普，就是指科普
中的元典之作。

更具体地说，元科普是工作在某个科研领域
第一线的领军人物（或团队）生产的科普作品，这
种作品是对本领域科学前沿的清晰阐释、对知识
由来的系统梳理、对该领域未来发展的理性展望
以及科学家亲身沉浸其中的独特感悟。
《深海浅说》对本领域科学前沿的阐释清

晰而引人入胜。
例如，20世纪晚期，美国古海洋学者布勒

克为解释北半球气候突变，提出了“大洋传送
带”假设，《深海浅说》对其成功之处做了生动
的介绍。然而，作者突然出人意料地笔锋一转，
写道：“近 30年来，‘大洋传送带’的概念在学
术界根深蒂固，似乎已经是天经地义的真理。
但是学无止境，正在学术界为这项发现热烈欢
呼的时候，最近的科学发现却从根子上对‘大
洋传送带’提出了挑战。”

接着，在“南大洋才是中心”这一节中，作
者介绍了 21世纪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并引出结
论：“多少年来，总是说北大西洋决定着全球的洋
流，决定着全球的气候。现在终于弄明白：从海
洋学上讲，南大洋才是世界大洋的中心……世
界各大洋相互连接，其中心并不是北大西洋，
而是南大洋。”

又如，《深海浅说》介绍始于 1968年的大
洋钻探，是 200 年来地球科学历史上影响最
大、成果最佳的基础研究国际合作计划。

书中的讲述震撼人心：“从组织的角度看，
大洋钻探也是国际科学史上的奇迹：一项基础
研究的国际合作计划，居然能历经 50年而不
衰。目前也正在研究 2050年前的科学计划，总
共吸引了 5000位各国科学家参与，可称为‘深
海研究的奥林匹克’。”
《深海浅说》对知识由来的系统梳理层次

分明，不仅对“深海”这个总题目的探索历程有
高屋建瓴的综述，而且对其中诸多重要方面也
各有言简意赅的概括。

例如关于海底地形测量，书中是这样写
的：“海底地形测量技术，从用绳子测点，到声
波测线，再到遥感测面，经历了‘点—线—面’
的三部曲，在近几十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但

是绝大部分海底至今缺乏详细的地形图，关键
在于遥感技术应用的局限性……由于受几千
米厚层海水的阻挡，人类对于海底地形的了解
还不如月球背面，甚至不如火星。”作者在此展
示了两幅同样比例尺的地形图，一幅是深海海
底，一幅是火星表面，质量的差异一目了然。读
者自然明白，海底地形测量依然任重道远。

又如，“阿尔文号”深潜发现深海热液的故事
曲折而精彩。1977年地质学家去找烟囱的航次，
意外发现了热液生物群；1979年生物学家去找热
液生物的航次，却发现了黑烟囱。先前国内对此
的科普阐述几乎都不准确，说是“阿尔文号”深潜
加拉帕戈斯时意外遇上了黑烟囱，《深海浅说》特
地纠正曰：“深海热液的发现是学术界多年努力
取得的突破，并不是偶然的巧遇。”这也再次凸显
了“元科普”这个“元”字的重要性。

三

《深海浅说》对未来发展的理性展望，涉及
面很广。此处仅以“深海生物资源”为例。

作者首先提出：“什么才是‘深海生物资
源’？‘深海生物资源’能不能开发？如果‘能’的
话又该如何开发？这一系列问题，已经摆到了
海洋科学界的面前。”

确实，这些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作
者告诉我们，人类在海洋捕鱼相当于在陆地上
狩猎。在陆地上，人类从狩猎转向农牧业，走上
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今天的海洋，人类却
在变本加厉地向“工业化捕鱼”的方向发展，这
必然造成原有陆架和近海渔场的资源枯竭，渔
民纷纷向深远海发展，其结果就是上世纪 80
年代起出现的全球性渔业资源下降……

深水生物新陈代谢缓慢。《深海浅说》写
道，深海生物资源不能像开矿那样开发，不能
像收割庄稼那样去深海水底捕鱼，深海生物资
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另辟蹊径，最值得注意的
就是生物基因资源。“其着眼点不在于从深海
索取动物蛋白，而在于深海的生物多样性。”

深海生物有各种各样的“特异功能”———适

应高温高压、在还原缺氧环境下繁盛、非人类尺
度的长寿等等。“提供这些特异功能的基因就是
无价之宝，有着给人类带来特种福利的潜力。”

生活在热液口、泥火山和冷泉口以及玄武岩
孔隙里的微生物，具有我们完全陌生的生命活动
方式，一旦解开这些生命之谜，将会进一步展示
深海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所在。
《深海浅说》在全书最后一节“人类与深

海”中打了个比方：“人类对陆地的认识已经获
得了大学文凭，开始读研；而对海洋的认识至
多有个小学毕业的水平，还没有考入初中。”是
啊，路漫漫其修远，人类要有自知之明，要自强
不息、努力进取啊！

阅读《深海浅说》，令我不时拍案叫绝，读
毕却又觉得还不太过瘾。书中提到了我国的一
些成就，例如“近年来我国快速发展深潜设备，
接连涌现的‘蛟龙号’7000米和‘深海勇士号’
4500米载人深潜器，以及多台遥控深潜器，都
已经成为深海探索的尖兵”。

也提到了 2018年春，“深海勇士号”和加拿大
ROPOS遥控深潜器，“分别下南海对西沙的深水
区和北部的海山进行探索，都在 1000~3000米的
深海底发现了成片分布的珊瑚林”等。

但我还想更多地知道我国科学家特别是
汪先生本人及其团队在深海探测领域所取得
的重大进展和成果。不过，作者在“引言”中已
经有话在先，“为了集中主题，提高效率”，本书
并不打算专门汇报国内进展。

我想，也许不久以后，我们将会读到汪先生
（或其团队）专门介绍国内进展的新书。也许新书
的书名会是“华夏深海谱新曲”吧？到那时，我们就
可以更充分地领略中国科学家们特别是汪先生本
人亲身沉浸在深海探索事业中的独特感悟了。

四

《深海浅说》清楚地表明，如果把科普比作
一棵大树，那么元科普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它
不同于专业的论文综述，也不同于专职科普工
作者的创作，而是科学前沿领军人物送来的一
股“科学之泉”。
《深海浅说》也表明，这样的元科普作品，为

其他种种科普作品提供了坚实的依据———包括
可靠的素材和令人信服的推理，真实地传递了探
索和创新过程中深深蕴含的科学精神。

汪先生在“引言”中告诉我们：“撰写这本《深
海浅说》，就是想提供一份既能获取深海知识，
又能当作消遣读物的科普材料……从深海的
基础知识，一直讲到深海的开发利用，说明海
洋既不能当作聚宝盆，也不该用作垃圾桶。在学
术方面……争取既能反映国际科研的最新进展，
又能追溯历史，揭示科学发展的过程。”确实，作
者想做的，不仅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出色。

科普，是科学家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是，一
线科学家首先要致力于科研，他们应该或能够
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来做科普呢？

因人而异。但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尽可能
把时间和精力优先用于做别人难以替代、潜在
社会影响最大的科普，而“元科普”正是非由一
线科学家来做不可的事情。

我认为，汪先生在百忙之中花费时间和精
力创作《深海浅说》，是将做科普的劲儿使在刀
刃上了。这是一部公众期盼的、当之无愧的、有
示范性的元科普精品，填补了中国深海科学元
科普的空白，值得方方面面的人士一读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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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德国慕尼黑的德
意志博物馆出版社出版了德国
洪堡大学现代当代史讲师、德
意志博物馆资深研究员 Astrid
Mignon Kirchhoff 女士主编的
著作

（本文作者译为“西欧走
进和撤出核电的路径：奥地利、
丹麦、联邦德国、意大利和瑞典
的案例”）。

不同国家的核电发展史是
不一样的，多数读者很少有机
会了解其他国家走进核电和撤
出核电之路径。他们往往以为
本国的核电发展史同全世界的
情况是一样的，在科技发展范
式内看待核电，而没有想到，自
己的视角是有偏差的，在相当
程度上是被本国的政治情况所
框定了的。

本书提供了从多视角考察
核电的宝贵机会，它是一项国
际合作研究项目———核能与
社会之历史（HoNESt）的产
物。本书由 5 篇研究报告组
成，分别阐述了奥地利、丹麦、
联邦德国、意大利和瑞典的核
能政治学之政治、经济和文化
状况。

HoNESt 项目也研究了其
他国家的核电发展史。它之所
以选择上述五国来重点分析，
是因为它们都是市场经济导
向且公民社会组织力量很强
的民主制国家，也因为它们都
经历了从欢迎核电到淘汰核电
的历程。

本书的写法是聚焦核电发
展史上发挥过关键作用的事件、活动者和公众参
与情况，阐明五国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书中叙述的某些事件，包括美国总统艾森豪
威尔的和平利用原子能政策、苏联时期乌克兰境
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日本福岛核电站事
故等，都具有跨国影响，影响着所有国家的核能政
治。不同国家与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及五国之间
的关系，对于推进核电站建设以及反核运动和示
威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本书的研究表明，所有这些国际性事件和
国际性联系的影响力十分依赖于各国内部的活动
者———科学家、政治家、产业界和公民社会组织及
其相互作用。各国核电政治的发展轨迹也受到各
国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各国的自然资源、在二战
中的角色、当地的环境问题等）及围绕它们的叙事
之强烈影响。

对五国情形的比较研究表明，它们走进核电
的路径是各式各样的，十分复杂，有许多因素在
发生作用。在丹麦、瑞典、联邦德国和奥地利，基
于对科学技术乐观的未来叙事，其背后是政治
家早期的大力推动，而意大利则是产业界的推
动力更大。

五国的核电发展虽说都是组织化的行动，但
从多方面说还是有相当的偶然性。各国淘汰核
电的过程则远没有那么组织化了，有相当的偶
然性。比如，本来意大利和德国支持核电的政策
有复苏之势，福岛核电站事故给了核电支持者
当头一棒。

为了解释何以五国当初都认为核电利大于弊
但后来都决定淘汰核电，本书的作者分析了这些
国家的公众对核能的接受程度。

他们认为关键是信任。百姓如何看待自己与
各种机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相信谁的话？本书
令人信服地表明，只有向公众提供透明的信息，只
有在核电管制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听取公民组织
的声音，才能建立起信任，减少不同活动者之间的
摩擦对抗。

笔者对这一观点深表赞同。我在 1991年发表
的文章《巩固公众对核电的信心———介绍法国电
气公司的核教育活动》中介绍说，法国电气公司
（EDF）做了很多提高透明度的事，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1）让公众来核电厂参观。EDF每年共接待

30万人次的参观者。
（2）各核电厂的领导与核电厂所在地的政府

官员与新闻界人士频繁接触，尽量满足他们的知
情要求。
（3）EDF 在其每个核电厂所在地都成立了

一个信息委员会，这种委员会负责回答公众提
出的与核电有关的问题。EDF发现，要清除公众
对核电的过度恐惧，有效措施之一是使医生对
核安全有正确的认识，因为公众十分相信医生
的看法。1988 年以来，EDF各地的信息委员会专
门为医生组织了一些信息讨论会，约有 5000 名
医生出席。
（4）EDF特别注意向青少年作宣传。
（5）法国每一位拥有计算机终端者，都可以联

机实时询问 EDF核电厂的运行状况。
（6）在 EDF 参与下，法国能源部仿照地震测

量的里氏震级的形式建立了核事故等级。EDF努
力使公众知晓不同核事故等级的含义，免得一听
到“核事故”三个字就惊慌失措。

法国的经验表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破除了
神秘感也就破除了恐惧感。

宋太祖的半百人生
■胡乐乐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王朝。
其开国者宋太祖赵匡胤，不仅建基立业，而且
文治武功彪炳史册。后世史学家从多种角度对
他进行研究与评价。
得益于史料的丰富和研究功底的深厚，由

王育济、范学辉所著的《宋太祖传》即是一部研
究赵匡胤的史学佳作，成功地把宋太祖安邦定
国的深层次原因、意义与价值都挖掘了出来。
该书近 65万字，内容翔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
值，同时有良好的可读性。
两位作者深耕宋史多年，具有较高的学术

水平，取得了学界公认的学术成就。第一作者
王育济为山东大学历史学教授、宋史专家。第
二作者范学辉师从王育济，现在也是山东大学
历史学教授和宋史专家。

王育济 1994年发现宋太祖遗诏，在宋代
收兵权、冗兵等问题上多有独到的见解，曾被
著名宋史专家、暨南大学教授张其凡赞为我国
宋史界的后起之秀。
宋太祖是一位推动历史发展的杰出帝王。本

书开篇叙述了宋太祖的家世、出生、成长的时代
与过程，包括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其父母相遇与
成婚的“风雪杜家庄”，以及英雄主义色彩浓厚的
“千里送京娘”，文笔优美，故事精彩，引人入胜。

书中还通过对宋太祖孝敬母亲、善待其兄
弟姐妹，以及其他各种齐家事迹，客观真实地
还原了一个践行儒家孝道人伦的宋太祖形象，
让人倍感亲切———虽是一代伟大帝王，但宋太
祖亦是平凡人。

众所周知，宋太祖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
身”开创了大宋基业。但是，《宋太祖传》认为，
史料显示“陈桥兵变”不是一次简单的突发性
军事哗变，而是时任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及其
幕僚与亲信精心策划的，甚至其家人（母亲与

妹妹）都事先知道。通过发起这次非常成功的
“教科书级”政变，时年 34 岁的赵匡胤可以说
以兵不血刃的方式迫使后周末帝柴宗训禅让，
从而登上帝位。

随后，宋太祖不仅通过军事战争统一了大
半个中国，而且治国颇有方法。比如“杯酒释兵
权”、根除藩镇动乱的“三大纲领”（“稍夺其权”
“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以及削弱相权、罢黜
支郡、强干弱支、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
判、创差遣制度等措施。

其中“杯酒释兵权”屡屡被后世称誉。客观
而言，两次“杯酒释兵权”罢去禁军将领及地方
藩镇的兵权，解决了自唐朝中叶以来地方节度
使拥兵自重的局面，成功避免五代十国的军人
改朝换代局面，非常有利于国家一统、政治安
定、经济与社会及文教发展。当然，辩证地看，
“抑武重文”的治国政策同时无可避免地带来
宋对西夏、辽、金的军事困局。

宋太祖在位 16年，武功文治卓著。建国初
就相继平定了昭义节度使李筠和淮南节度使
李重进发动的叛乱，迅速巩固了政权。在宰相
赵普的谋划下，宋太祖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改
革军制、发展生产，统治愈加巩固。

经过两年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准备，
雄心勃勃的宋太祖确定“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
统一战略，先后灭亡南方割据政权荆南、武平、后
蜀、南汉及南唐，完成全国大部的统一。

在文治上，宋太祖澄清吏治、劝奖农桑、减
轻徭役、赋税专收、整治河患、救济灾民、整饬
河道、改革科举（创行锁院制、弥封制、誊录制
度、别试）等，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举
措不仅快速恢复了五代十国以来的战争创伤，
而且使国家呈现出相对稳定繁荣的局面，出现
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

在对外关系上，宋太祖建宋后继承了后周
与辽（契丹）、北汉的敌对关系，双方时有小规
模战事。对于自后晋以来便被割让的燕云十六
州，宋太祖一方面有着收复燕云故土的强烈责
任感，认为燕云未复难称全国一统，另一方面
对宋辽双方实力的估计又很实际，故而设计了
以和平赎买的方式收复燕云。对此，王育济认
为该策显示宋太祖在外交政策上的灵活、务实
和理性。

关于宋太祖的一个重大历史谜题是其驾
崩前风雪之夜的宫中“烛影斧声”、与之密切相
关的是“金匮之盟”。

宋太祖的具体死因至今不明，近世学术界关
于宋太祖的死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是从医学的
角度出发认为太祖死于家族遗传的躁狂忧郁症。
本书秉持这种观点。但民间传说宋太祖的弟弟即
宋太宗赵光义（原名赵匡义）在风雪之夜弑杀了
宋太祖，从而继承大统，君临天下。
书中引用众多史料进行理性推断，认为

“烛影斧声”不仅是过度演绎，而且当时并未发
生弑兄。作者认为宋太宗的即位既是“金匮之
盟”的必然结果，也是宋朝建立初期政局稳定
的关键之举。
“主少国疑”是五代十国频繁更替的主要原

因。宋太宗通过其生母昭宪太后（即杜太后）与其
同胞兄宋太祖订立、赵普记录的“金匮之盟”继
位，从而成功避免宋朝重蹈短命前朝的覆辙。
宋太祖的半百人生，充满仁爱、雄心与矛

盾。作为一部严肃的史学力作，本书作者如实
将宋太祖作为孝道、仁爱、雄心、开明、积极有
为帝王的正面形象呈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宋太祖由政变夺
权———美其名曰被军士迫使和禅让———立国
被普遍认为得国不正，但本书从历史发展的客

观规律出发，认为瑕不掩瑜，宋太祖建立宋朝
不仅是顺势而为之举，还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
的发展进程———结束地方政权割据的混乱局
面，实现国家大部分统一。

宋太祖一生的评价，侄儿宋真宗赵恒于大
中祥符五年（1012年）闰十月给予的定谥“启运
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确实客
观。本书并无单独章节全面、系统评价宋太祖
的一生，而且书末最后一句话里还有“我们仍
然不能不对宋太祖……生发出一声长叹”，但
是全书内容主调依然遵循了定谥。

《宋太祖传》，王育济、范
学辉著，人民出版社 2021年
3月出版，定价：8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