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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以《显微镜下的大明》为平民作传

作家马伯庸历史纪实类新书《显微镜下的大明》日前

上市。他从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

出六个基层政治事件，替那些生于尘埃、死于无闻的平民

作传，记录明代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

想要读懂大明，想要读懂中国古代政治，不可只观宏

大叙事，亦要听到最底层的呐喊。《显微镜下的大明》一书

展现了朴实的百姓诉求、狡黠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胥吏手

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描绘出一幅极其鲜活的中国明

朝的政治生态图景。 （夜 雨）

《显微镜下的大

明》马伯庸著/湖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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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中国美术家协会换届，

引发了书画收藏市场的巨大波

动。书画市场上一直有以官衔为

基准的定价潜规则，换届让前任主

席、副主席书画作品的市场价格哗

哗往下掉，新任领导的书画价格则

迅速攀升……有的收藏者被套牢，

有的却早早押宝新任领导书画，一

时炒家、庄家忙得不亦乐乎。

山东潍坊作家马永安在其新

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画都》（青岛出

版社版）中，对书画市场的“官本

位”现象亦有精彩描述。作家在书

中从一位失意诗人陈词被同学李

墨拉去合伙做书画经营生意的故

事切入，通过他的经历，对当下的

艺术与市场、画家官职及炒作、文

化传承与弘扬等诸多问题进行了

深刻的思考，并展示了画都潍坊深

厚的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书画传

统以及独特而丰富的人文景观，更

开启了一段探索艺术与人性关系

的灵魂苦旅。

《画都》采用了现实与历史交

叉叙述的“复调”结构，以40万字的

体量描摹人间万象和一座城市的

人文历史景观。在中国书画艺术

的大背景下，《画都》通过陈词与李

墨在书画经营中的沉浮，对当代潍

坊乃至中国书画市场的繁荣进行

了表现。通过二人的老师郭鹤鸣

极富传奇色彩的跌宕人生，追寻到

了民国时期著名的潍县“同志画

社”，串接起了潍坊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丁东

斋及陈寿荣、于希宁等书画大家，并在陈词

的思考与追寻中将触角延伸到了中国画成

就卓著的宋代，深究了潍坊书画艺术渊源。

与此同时，深入探讨了艺术与时代、画家与

画廊、艺术与市场的关系，对中国书画艺术

的传承与创新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作品更将笔墨继续延伸，用丰富多彩的

人物形象去追寻艺术与人生、艺术与人性的

关系。郭鹤鸣是献身艺术的典型形象，在经

历了复杂多变的生命遭遇之后，潜心绘画，

作品已达高妙境界但从不示人，临去世之前

才交给陈词，作为他“生命的证明”；郭鹤鸣

曾经“把谭梅兰身体之美对他的吸引”都倾

注在了画笔上，用各种不同的画法，描绘出

了生动的欲望与诱惑，表达出了摄人心魄的

生命之美，“如果那些画能得以留存，或许能

成为惊世骇俗的佳作”，但在特殊年代背景

下，“它们不仅遭到毁灭，也将谭梅兰一同毁

灭了”；极具绘画天赋的李墨，在物质大潮的

冲击下迷失自我，直至精神崩溃，最终大彻

大悟让画魂得以回归；还有隐者吴见素的

“出世”与“入世”奇遇，从古今诗歌中取材一

直”画诗”并活在诗意之中的燕翩……诸多

人物各不相同的经历，都牵引读者去思考文

化艺术对人的生活和生命的作用与意义。

在此基础上，小说试图超越时代与社会

背景，追索人的世俗生活与精神追求的终极

性问题。郭鹤鸣的母亲张月容在民国时期

的“不伦恋”、陈词的网络情人王烨被所谓的

“灵魂净化大师”欺骗、李墨深陷世俗泥淖却

逃向物质追求、陈词初恋情人夏小雨以向女

儿灌输仇恨来寄托思念、陈词在诗人光环暗

淡之后的放纵与迷茫……都在昭示着人物

在动荡岁月和物欲时代中如何挣扎生存、找

寻意义，从而体察人们无边的欲望与绵延的

痛苦、生活的庸常状态与逃离的愿望。并告

知人们，面对各自隐性或显性的精神需求，

解决的方式与结果都各不相同，而艺术，则

应成为安放和抚慰心灵的一处净土。这，便

是艺术存在的意义；而非钱权交易的筹码。

■王智敏（书评人）

●重磅推荐

《枫落华西坝》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谭楷用历史文献和实地采访，讲述一百多年来已被湮灭的那些往事——那些远离故乡，以信仰

为基础、以行动为动力的加拿大友人，如何为华西坝、为四川乃至为中国的近代医学与教育做出巨大贡献。这种精神不应被遗忘，也

不能被遗忘。

枫叶曾这样落在华西坝上

四川大学是我的母校，也是我现在的

工作单位。2000年，华西医科大学并入四

川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算是华西

坝上人。

但当我伴着加拿大民歌《红河谷》那

忧伤又清朗的背景音乐，打开谭楷先生的

作品《枫落华西坝》时，才蓦然发现，我不

经意走过的地方，曾经飘落过那样壮美的

枫叶——它们跨越世界大洋、文化鸿沟，

凭着信念和执着，落在华西坝上，积淀成

肥沃的精神养料，一直膏腴着我的大学。

1892年5月21日，当包括启尔德在内

的7名来自加拿大的医学传教士历时8个

月，行程1.8万公里，抵达成都东门码头时，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缺乏现代科技知识的蛮

荒之地。这些来自枫叶国的友人用他们的

仁心仁术，在陌生的国度救死扶伤。

华西协合大学第一任校长、美国医学

传教士毕启（Joseph Beech）15次横渡太平

洋，先后募集了 400 万美金作为建校资

金。从 1905 年获得首块 170 亩地到 1930

年扩大到千亩土地，一代代坚持下去，终

于建成了现在依然运转使用的、包括办

公、教学、宿舍楼等大小39幢的华西坝建

筑群，成为被流沙河先生誉为“堪与杜甫

草堂媲美的成都最重要的文化地标”。

比校舍、设备、财产更为重要的，是从

这座学科齐备、师资力量雄厚、与国际接

轨的综合性大学毕业的学生。从118年前

的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

学至今，这里陆续走出了中国第一个口腔

医学博士黄天启、第一位华西医学院女博

士乐以成、第一位口腔医学女博士张琼

仙、中国第一位整形与颌面外科教授宋儒

耀……因为有“枫落华西坝”的精神，2017

年，四川大学口腔医学院以“世界知名高

水平科研”被列入教育部“双一流”名单。

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仅专注于医学

这一专科领域，而是以人文关照情怀。毕

启校长每次照相，都让“五老七贤”这些学

校聘请的文科教授坐前排，他站后排；两

度出任华西医学院院长的莫尔思博士创

办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并担任主席，他以

一个正直的人类学学者的严谨研究成果

为基础，坚决反对将民族进行优劣划分。

这些白求恩的同窗和同乡们有着悲悯的

救世情怀和科学的严谨态度，推行西医，

帮助国人摆脱愚昧，护佑国人身体康宁。

他们甚至为华西坝的繁荣与发展付出青

春、家人甚至生命。这一切，曾湮灭在历

史烟云中，却被谭楷打捞和书写了出来。

在四圣祠街14号，成都市第二人民医

院门前的青铜群像旁，匆匆而过的行人与

病患，想来少有人不知道雕像中的外国人

是谁；启尔德启希贤夫妇、林则、翁之龙等

人微笑着，望着世人在他们创立的医院前

走过……我想他们不会在意，因为他们早

已把自己融入到华西坝，他们以及后人，

都认同自己是成都人、四川人、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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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加拿大 白求恩 华西坝 ■段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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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著，吴忠超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学是美丽的》沈致远著，上海教育出版社

《果壳中的宇宙》[美]史蒂芬·霍金著，吴忠超

译，湖南科技出版社

《物理世界奇遇记》[美]G·盖莫夫著，吴伯泽

译，科学出版社

《寂静的春天》[美]蕾切尔·卡逊著，吕瑞兰

译，科学出版社

《科学家谈数理化》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少

年儿童出版社

《自私的基因》[英]里查德·道金斯著，卢允中

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讲给孩子的中国大自然》（5册）刘兴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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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接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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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编委会编，上海科技出版社

《海洋的末日》[美]伍达德著，戴星翼等译，上

海译文出版社

《从一到无穷大》（修订版）[美]伽莫夫著，暴

永宁译，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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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400本科
学科普书”TOP40人气书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阅读公共文化中心

40本书勾勒改革开放40年科学出版史
“4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40本科学科普书”揭晓

继去年年底本报与喜马拉雅联

袂发布“4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400

本科学科普书”后，“40年中国最具影

响力的 40 本科学科普书”于今日揭

晓，《科学家谈数理化》《物理世界奇

遇记》《寂静的春天》《物种起源》等40

本科学大家之作最终入选。（书单见

本期P10）

“40 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40 本

科学科普书”是在本报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发布的“40 年中国最具影响

力的 400 本科学科普书”基础上，经

大众投票和专家评选综合而来。同

时，依照网络投票数，发布“40年中国

最具影响力的 400 本科学科普书”

TOP40人气书单。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变革，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到

科教兴国战略的全面落实，中国真正

走入科学技术时代。改革开放40年

来，一大批科学、科普类好书层出不

穷，传播先进文化，普及科学文化知

识，提升全民素养。尤其科学精神代

表了理性和质疑、智慧与思辨，也带

来了思想观念的变革，更是人类探索

未知的关键。

因此，为纪念改革开放40年，本

报自2018年9月向出版界发出“40年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400 本科学科普

书”推展征集，历时3个月，经过百余

家出版社的自荐、商报牵头成立的组

委会的多次评议，以及江晓原、刘兵、

刘华杰 3 位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

的把关，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

求真务实，于去年 12 月正式出版这

一书单。（详见本报第2486、2487期合

刊第46、47、50版）

“4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400本

科学科普书”，包括自1978年12月～

2018 年 12 月在国内正式出版、公开

发行的中文简体版图书，分为科学人

文类、大众生活类和少儿科普类，这

些书反映了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世界

前沿的科技创新和科学理念，以及时

代面貌的科学人文精神。这份书单

洋洋洒洒，光书目就有3万余字。为

优中选优，将这份洋溢着科学精神的

书单进行更广泛的传播和推广，“40

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40本科学科普

书”便由此而来。

这是一份勾勒改革开放40年科

学科普书出版史的书单，也是一份40

年来最值得阅读的科学读物精要版索

引。书目入选标准首选文本的经典性

及思想的开创性，文风有趣也是重要

指标。虽然兼顾这些书仍在当下销

售，但更多地“厚古薄今”，即考虑在

40年历史中对中国社会和学术发展，

真正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作品。在版

本的选择上，对于多个版本的作品，我

们选其影响力最大、呈现最完备的版

本。另外要说的是，举贤不避“亲”，我

们亦入选评委相关著述。

出版和教育、科研工作一样，都

在探索和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

神，倡导科学方法，宣传科学思想，提

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养。一部好的

科普作品，往往能产生广泛、深远的

影响，且这种影响非专业学术著作所

能抵达。

从整体书单来看，我们能看到一

部好的科普书应具备的特点：笔法风

趣幽默，行文通俗易懂，改变科学知

识的严肃和刻板面孔，让科学阅读的

过程变得有趣。科学研究是艰辛甚

至枯燥的，更需要持之以恒，但无论

在作者的研究还是在写作过程中，均

包涵有对未知的好奇心，以及探索、

怀疑、理性和实证的科学精神，提供

基于科学的对世界的认识角度以及

基于科学的人文世界观。更重要的

是，培养和引导大众如何像科学家一

样，用科学思维进行科学思考。

因为全民族整体科学素养的提

高，要从青少年抓起，因此，“40年中

国最具影响力的40本科学科普书”也

选择了把青少年吸引到科学殿堂的严

肃认真又生动有趣的科普作品。

在几个月来整理书目的过程中，

编辑所读所观常有“内心极大震撼”

之感。想来这便是经典的思想之魅，

这些作品常常是中外作者集毕生研

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可谓是以

文学家的文笔、哲学家的哲思、艺术

家的美感、数学家的自由、博物学家

的知识广度……为后人留下的精神

财富。亦希望我们所作的工作，能给

读者带来科学阅读之思维乐趣。

这些作品所创造的百万乃至千

万册级别的销量，也见证了优质作品

一定能扎根于深厚的群众土壤，并拥

有良好口碑，成为传世经典。在这些

优秀图书的背后，也包涵有出版者认

真、执著、敬业的专业精神。

我们希冀提供一份权威且专业

的科学书目，但在 40 年出版物的打

捞中，难免因眼光所限，不免挂一漏

万，还有赖读者方家予以批评补正。

（p9~p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