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空中最亮的
科学星

姻本报记者张文静

“郭永怀星”和“李佩星”，
是第一次用一对中国夫妻的
名字来命名的小行星。它们不
仅大小相近，而且在未来千万
年的时间里，都会在稳定的轨
道上运行，如一对恩爱夫妻牵
手在浩瀚宇宙中漫步。

《雪龙探极：
新中国极地事业
发展史》，黄庆桥
编著，上海交通
大 学 出 版 社
2021 年 7 月出
版，定价：78元

今年 98岁的任溶溶是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和儿童
文学创作领域德高望重的翻译家、作家、编辑家。在其
首部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土耳其作家萨德里·埃特
姆的《黏土做的炸肉片》正式发表 75周年之际，上海
译文出版社推出全二十卷、总字数近千万字的丛书
“任溶溶译文集”。这套文集收入任溶溶多年来的代表
译作———近 40位外国作家的 80余部经典作品，是其
多年翻译成就和翻译风格的一次集中展现。

任溶溶通晓多国语言文字，他翻译了大量英语、
俄语、日语及意大利语等多语种的儿童文学作品。《安
徒生童话》《夏洛的网》《柳林风声》《长袜子皮皮》《木
偶奇遇记》《小飞侠彼得·潘》等百年来的儿童文学经
典经由他的翻译在几代读者中广为流传。他的原创作
品《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杂技演员》等同样深
受读者好评。

“任溶溶译文集”（全二十卷），任溶溶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 4月出版，定价：
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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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时间为序，以欧盟、欧元为轴心，描述了二
战后直到 2017年欧洲 70多年来的发展。政治上从欧
洲共同体到欧盟，经济上从各国单一货币到欧元的诞
生，串联起一出欧洲社会的理性与冲动、繁荣与危机、
憧憬与幻灭的大戏。

作者阿绍卡·莫迪不仅掌握了欧元 /欧洲危机的
大量一手资料，而且本人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
担任高级职位，这保证了作者对欧洲有切近的观察、
精到的思考与专业的分析。欧元，既是一个经济悲剧，
也是一个政治悲剧。通过这样的分析，作者意图深度
展示一个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如何融合，并寻求更好的
互动与发展的国际机制的成败枢机。

寿司、天妇罗、荞麦面与鳗鱼，被誉为“江户美食
四大天王”“万国无双的江户之味”，诞生于江户街头，
在充满烟火气的市井中发展成为今天我们所熟悉的
形态，并成为日本饮食文化的代表。对于中国读者而
言，这四种美食是去日本旅游时一定要去打卡的标志
性食物。这四种美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背后又
有怎样妙趣横生的小故事呢？

本书是日本饮食文化研究专家饭野亮一的代表
作。作者援引大量一手史料，细致梳理了这四种食物
从诞生、发展到形成今日形态的整个过程，同时搭配
近 140幅珍贵手绘插图，勾勒出江户时代的市井生活
与庶民风貌。 （李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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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莫厄特，加拿大作家、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一生
出版著作 44本，有 2500多万册远销世界 60多个国家。
本书被世界反捕鲸组织奉为经典，后改编成电影。

本书讲述了一头怀孕母鲸被困海湾、被人类无情
射杀的悲惨故事。人类无情而残忍的扫射、雄鲸不离
不弃的守候、作者努力而徒劳地寻求救援，整个故事
温馨与悲伤、残酷与绝望相交织。此外，全书亦详细梳
理了两三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大海域中所有鲸类惨遭
屠戮、几近灭绝的真实情况，揭露了工业化时代以来
人类无限膨胀的欲望，批判了人性的自私与丑陋，读
来令人触目惊心，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

小行星，是唯一一类可以由发现者提名
并经国际组织审议批准，从而得到国际公认
名字的天体。由于小行星命名的严肃性、唯一
性和永久不可更改性，获得小行星命名成为
一项世界公认的殊荣。
在浩瀚星空中，有一些小行星的名字，就

是用那些在科学、教育、文化和社会发展等领
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命名的。在这其中，也
有很多中国科学家的身影。
最近，一本介绍这些中国科学家的书《科

技“星”光———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的星》（以下
简称《科技“星”光》）出版。该书总撰稿、作家
边东子说，撰写该书是希望能为读者当好“星
探”，找到那些在星辰大海中真正能指引人生
航向的星。

52个人，52颗星

9月 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执行飞行任务的航
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
我国空间站建造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出差三人组”———三位航天员三
个月的太空生活也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国载人航天的

发展还与一位生物学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他
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贝时璋。《科技“星”光》
一书中就讲述了贝时璋的故事。
上世纪 60年代初，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

息也曾传遍大江南北———我国科学家用自己研
制的生物火箭，把名叫小豹、珊珊的两只小狗和
几只小白鼠送上了高空，并成功进行了回收。这
个成果背后的科学家之一，就是贝时璋。

早在上世纪 50年代，贝时璋就提出，应
当在中国开辟生物物理学的研究。生命是自
然界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必然遵循物理学
和化学规律，因此诞生了生物物理学和生物
化学。由于贝时璋十分了解国际上相关学科
的最新动态，又有很好的数理基础，加上他一
贯重视生物学和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于是
他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1958年，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成立，贝
时璋担任所长。正是在他富有远见的领导下，
这个研究所在建成之初就成立了放射生物
学、宇宙生物学、生物工程技术和生物化学等
研究室。同年，贝时璋成为人造卫星研制“581
工程”生物组的领导成员之一。
发射卫星的下一步就是载人航天，航天

员在太空的失重状态和宇宙射线的影响下，
生理条件会发生什么变化、如何应对，都需要
生物物理学的支持。将小狗送上高空，就是为
了这一研究而做的尝试。
“贝时璋被认为是我国宇宙生物学的开

创者，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打下了基础。”书
中写道，“今天，当‘神舟号’飞船载着我国的
航天员遨游太空时，我们不应当忘记贝时璋
和他们那一代科学家的贡献。”

贝时璋只是《科技“星”光》一书中介绍的
52位中国科学家中的一位。该书后记中写道，
以中国科学家命名的小行星很多，但限于篇
幅、出版时间及其他原因，该书不可能一一收

入。该书收入的 52位科学家，是中国现代科
学的部分奠基者和引领者，截至 2019年底获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人民科学家”称号、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共和国勋章的科学家
中，名字被作为小行星名的科学家。

大成就，小故事

在介绍这 52 位科学家的大成就时，《科
技“星”光》一书也讲述了他们的很多小故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学家吴征镒被称
为植物学的“活电脑”，他穷尽大半生精力参
与主持编写的《中国植物志》（80卷 126册，共
5000多万字），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种类
最丰富的植物学巨著之一。

1958年，为了考察植物，吴征镒带着全家
从北京来到偏远的云南。云南的红土地一遇
到雨天，就变得又黏又滑。野外考察时，吴征
镒因为脚不好，经常滑倒。别人心疼他，劝他
当心，他却笑着说：“跌倒也好，说不定还能发
现新物种呢！”没想到，真让他说中了。一次，
他摔了一跤，正想爬起来，突然发现一株锡杖
兰正在他面前摇晃呢，这种新植物正是他
“摔”出来的新发现。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四光是中国现代地球
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
一，他开创了地质力学学科，为我国的石油勘
探、开发以及地震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很
多人不知道的是，李四光在学习生涯中曾数
易专业。难道是他不够专心致志吗？

原来，小时候，李四光的父亲就告诉他，在
甲午海战中，中国战败的重要原因就是不能自
己造军舰。于是，他心中早早埋下了一颗种
子———要努力学习，为祖国造大军舰、大轮船。

1907年，李四光考入日本大阪高等工业
学校，学习造船。1913年又远涉重洋，进入英
国伯明翰大学继续追寻造船梦。然而，这时他
发现，中国最需要的其实是钢铁。轮船和军舰
都是用钢铁造的，可是中国的钢铁工业非常
落后，没有好钢怎么造好船好舰？于是，他想
改学炼钢。刚想学炼钢时，他又了解到中国的
采矿业非常落后，没有铁矿石怎么炼钢铁？于
是，他又转学采矿了。学习采矿一年后，他深
感要找矿就必须有地质学方面的知识，于是
又改学地质。李四光一再改变专业，只因为他
把祖国的需要放在了第一位。

科学精神和爱国精神存在于书中每一位
科学家的故事中。遗传学家谈家桢上世纪 30

年代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学习
时很受别人赏识。在谈家桢获得博士学位后，摩
尔根的助手杜布赞斯基很想把他留下来当研究
助理。但谈家桢坚定而又诚恳地说：“中国的遗
传学底子薄，人才奇缺。我，是属于中国的。”

上世纪 50年代，物理学家谢家麟在美国
斯坦福大学研制出了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
电子直线加速器，这是治疗肿瘤的“新式武
器”。美国很想把谢家麟留下来，移民归化局
发来一封信，让他在当美国公民和回国之间
二选一，谢家麟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
“这本书收录的科学家，都曾为了中国科

学的发展、祖国的强大、人民的幸福，散发光
与热，奉献毕生的精力，甚至生命。小行星自
身是不发光的，因此在我们的心里，他们比小
行星更明亮、更有温度。”边东子说。

为何追星，追什么样的星

书中一些小行星命名的故事，也充满了
科学家的浪漫。

2018年 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告，
编号 212796 的小行星以中国科学院院士、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名字命名为“郭永怀
星”，编号 212797的小行星则以郭永怀的夫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英语教授
李佩的名字命名为“李佩星”。这是第一次用一
对中国夫妻的名字来命名小行星。

这两颗星是 2007 年由中国科学院紫金
山天文台研究员赵海斌首次观测到的。令人
惊叹的是，这两颗小行星竟然“同框”———显
示在同一张照片里，也就是说，它们是同时被
发现的，这在小行星观测中非常罕见。因此，
它们的正式编号也是相连的。它们不仅大小
相近，而且在未来千万年的时间里，都会在稳
定的轨道上运行，如一对恩爱夫妻牵手在浩
瀚宇宙中漫步。

天文学家戴文赛，不仅自己是中国现代
天体物理学、天文哲学和现代天文教育的主
要开创者和奠基人，同时也是“中国天文界的
伯乐”，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天文人才，是一个“种
星星”的人。他培养出的学生曲钦岳、陆埮、苏定
强、孙义燧，都成为了知名的天文学家，他们的
名字也与老师戴文赛一样，用于小行星命名。
1979年，戴文赛去世。人们把他的一部分骨灰
撒在了南京大学天文台的穹顶上，在这里，他可
以看到那些他亲手“种”下的星星。
“这本书是中华科技群星的‘星’传记，是

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是一曲共和国科技成
就的凯歌，也是一曲科学家精神的赞歌，是时
代新人的前行灯塔。”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社
长丁凌云说。
“追星，是青少年中存在的一种现象。追什

么星、为什么追星，直接影响着他们‘三观’的形
成，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追求。‘少年强则国强’，
因此青少年追什么样的星，不仅关系着他们的
未来，更关系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边东子说，
“而写作这本书，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寻找真
正的人生榜样、选定正确的人生目标、形成正确
的价值取向，向真正的星———具有爱国主义和
求真务实精神的中国科学家学习。”

《科技“星”光———这才是我们应该
追的星》，边东子总撰稿，侯艺兵总摄
影，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1年 6月
出版，定价：46元

中国极地事业 年
姻黄庆桥

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被誉为全球发展的新
疆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极地科学考察，是人类探
索自然奥秘、探求新的发展空间的重要领域，是一项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极地，是对地球南极地
区和北极地区的统称。近年来，伴随着环境问题和能
源资源紧缺问题的日渐突出，极地因其特殊的地理
位置、独特的科学价值和丰富的资源禀赋，日益引起
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新疆域”逐渐成为各国拓展
发展空间、谋求竞争优势的重要阵地，也成为国际关
系博弈的新舞台。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洋强国战略受到各方关注，
海洋强国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推进。“雪龙探极”等一批
重大工程相继启动，“雪龙 2”号极地破冰船成功建造并
投入使用，极地事业蓬勃发展。2017和 2018年，《中国
的南极事业》和《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相继发表。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雪龙探极：新中国极地事
业发展史》的编著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启
动实施的。

我国极地事业肇始于改革开放之初。1981年，直属
于国务院的原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
我国极地事业正式起步。40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发展实
现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历史跨越，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些科研成果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极地事业发展前
景广阔。但囿于多种原因，社会公众对极地事业的重要
意义以及我国极地事业的发展成就缺乏深入了解，极
地教育和极地科普资源较为匮乏，这与中国极地事业
的巨大成就和蓬勃发展现状是极不相称的。
放眼全球，极地事业涉及国家、区域、全球等多

层级国际治理，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科技、气候、环
境、资源、海洋等多领域问题，考验着我们处理全球
问题的领导能力和运筹能力。因此，深入研究、展示我
国极地事业的发展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入阐释党领导
下形成的伟大南极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以国家海洋局历年中国极地考察报告、中

国极地研究中心历年统计报告等原始文献为依据，
以极地考察工作者的日记、回忆录、亲历记等口述史
资料为参考，以“党领导中国极地事业 40年的发展历
程与发展成就”为主题，系统梳理中国极地事业从无
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的发展历程，全面总结中
国共产党领导我国极地事业特别是极地科考事业取
得的重大成就，深入阐释中国极地事业发展的历史
经验和南极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中国极地
事业 40年的发展历史启示我们，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是中国极地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综合国力不断增
强是中国极地事业壮大的坚强后盾，新时代海洋强
国战略为中国极地事业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本书共由六章构成。第一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全面介绍南极、北极的基本情况特别是科学价
值，阐明我国开展极地考察事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
意义。第二章至第五章阐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极地
事业的发展历程、方针政策和主要成就，因极地事业
与国家战略和规划密不可分，故而本书以国家中长
期规划及极地事业五年、十年规划为线索，每章大致
阐述两个五年规划时期中国极地事业的发展。第六
章总结历史，阐述中国极地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
光明前景。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为本书提供了数十幅
珍贵的极地科学考察现场照片，为本书增色不少。

本书采取纵横结合的写作方式，以时间为经，以
极地事业发展重大事件和重大成就为纬，力图反映
我国极地事业发展的全貌。全书在内容的呈现上深
入浅出，兼具学理性和可读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
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的光辉历程，是新时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的生动读本。

中国极地事业发展史波澜壮阔、成就辉煌，囿于
资料获取利用的局限和笔者学识的不足，书中疏漏
和错误之处难以避免，还有巨大的丰富和提升空间，
有待未来不断深化。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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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全球能源互联网
发展合作组织（以下简称合作
组织）研究编制的《生物多样
性与能源电力革命》一书出版
发行。该书首次提出能源电力
与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的新
思路，致力于搭建能源电力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桥梁，推动
各方共同开展生物多样性保
护创新实践。
合作组织秘书长伍萱在

发行仪式上表示，能源发展方
式不合理是导致生物多样性
丧失和环境破坏问题的重要
根源。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
关键是要以清洁低碳发展为
核心，加速能源电力革命，推
动建立“无污染、零排放、高效
率”的新型能源发展模式，全
面减少能源开发利用对自然
生态圈的影响，以能源电力革
命促进解决生物多样性问题。
《生物多样性与能源电力

革命》一书首度系统阐述了生
物多样性与能源电力革命的
关系，揭示了化石能源开发利
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创新
提出以全球能源互联网为载
体推动能源电力革命、促进实
现生物多样性目标的一揽子
方案和行动路线图，兼顾了创
新性、科普性和指导性。合作
组织希望能以本次新书发布
为契机，与各方深化合作、携
手努力，加快推动全球能源互
联网建设，全面促进能源电力

革命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该书
的出版也是合作组织对接今
年 10月将在昆明召开的联合
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COP15）、推进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一项
实际行动。
《生物多样性与能源电力

革命》一书提出，生物多样性
问题已成为一场全球性危机，
其主要驱动因素包含气候变
化、环境污染、栖息地破坏、生
物资源过度消耗、生物入侵 5
个方面，这些因素本质上都
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化石
能源为主导的不合理能源发
展方式对生物多样性危机 5
大驱动因素都有直接或间接
作用。而全球能源互联网将
为改善生态环境带来 5 大方
面、16 个维度的综合效益，
彻底改变不合理的能源开发
利用方式，针对性地减小和消
除威胁生物多样性的 5 大驱
动因素影响。

该书还提出了以全球能
源互联网加快碳减排、治理环
境污染、减少栖息地破坏、推
动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
生态修复和应急保护、引领生
物多样性关键技术创新等 6
大方面 21项重点举措，以及
一系列可操作、可复制、可推
广的生态友好型发展模式，为
各国开展生物多样性治理顶
层设计、企业和机构开展研究
和工程建设提供“中国经验”
和“中国方案”。

COP15执委会副主任刘
宁表示，作为中国发起成立的
能源领域首个国际组织，合作
组织编写出版《生物多样性与
能源电力革命》一书，为推动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解决能源问题
开辟了新视野。清华大学地球
系统科学系教授杨军认为，该
书启示人们，保护的同时也可
以兼顾发展。例如，书中所列举
的“电—水—土—林”协同发
展模式，提供了新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思路。 （计红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