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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科普普文文学学

社科类图书《巨变——中国科技70年的

历史跨越》（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追

溯新中国成立70年科技发展的脉胳，通过选

取70年中最值得记忆的人与事，在历史的浪

花中呈现波澜壮阔、激荡涌动的科技创新巨

变，致敬一路走来克服艰辛的“追梦人”，为解

读科技创新的中国密码提供了重要参考。

全书分为“人口大国‘吃饱了’”“中华医

学新荣耀”“生死竞速中国芯”“生命蓝图的追

寻”“探梦‘三深’极限”“超极工程的跨越”“新

高地的竞逐”等七章。分别从农业、医药、基

因工程、移动通信、现代核电、载人航天、量子

科学、深海探测、超级计算等不同行业领域，

全面展示了新中国70年，以科技为先导，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兼容并取勇于创新，在发展进

步中所取得的辉煌历史成就。热情讴歌了袁

隆平、华罗庚、顾方舟、任正非、南仁东、吴仲

华等一大批引领科技进步的跋涉者、奋斗者，

生动描绘了一幅中国科技的闪光画卷。

曾经风雨飘摇的旧中国，科学技术十分

落后，连日常生活的火柴、铁钉都需要从国外

进口，科技创新更是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

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技工作，充分发挥广

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紧随世界

科技步伐，先后取得“两弹一星”横空出世、人

工合成牛胰岛素、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秦山核电站并网发

电、“神舟五号”飞船成功升空、射电望远镜落

成启用、光量子计算机诞生、港珠澳大桥通车

运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等一系列科技

成果，大大振奋了国人的士气。如今，随着中

国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的动能也

越来越强，不仅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

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明专利申请数也连

续8年居世界第一。这一系列科技成就表明，

科技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

人民的生活。一列列动车的开通，让人们快

捷出行的同时，更让中国经济迈上了中高速

发展的快车道。此外扫码支付的运用，共享

单车和网购的兴起，不但提高了人们生活的

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也有力促进了全社会的

生态文明建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了不竭

动力。

作为新中国70年的一本科技传记，本书

很好地把科技成果的展示、重大科技事件的

解读、优秀科技工作者先锋事迹的介绍有机

结合在一起。通过领略中国科技的风雨路

程，回顾当代科技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感受科

技精英一心报国的满腔赤诚，读者情不自禁

对中国科技的光明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值得称道的是，全书既注重历史的宏观呈现，

也不忘人物精神境界的细微刻画。作者对顾

方舟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记叙令人难忘。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部分地区流行脊髓灰

质炎，在外国专家撤走，粮食供应短缺的双重

打击下，病毒学专家顾方舟不畏艰辛，在异常

艰苦的环境下，经过不懈努力，研制出了脊髓

灰质炎活疫苗。为了验证医疗效果，顾方舟毫

不犹豫拿自己做实验，受其感召，他的团队成

员也纷纷效仿。为了进一步论证其安全性，他

们又相继把各自的孩子纳入到实验中，最终

100%的成功率让“一向坚强的顾方舟哭了，和

同事们抱在一起哭了”。书中类似细节化的

描写几乎俯拾皆是，虽然着墨不多，却胜过千

言万语，把一代代中国科技工作者“有国才有

家”的大爱情怀诠释得格外生动。

从《巨变——中国科技70年的历史跨越》

里，已然清晰洞悉到新中国70年科技发展的坚

实步履。“蘑菇云”的惊天一爆，国产航母的逐

一入列，嫦娥四号探测器月球背面的成功着

陆，以及此次疫情中，短时间内“火神山”和“雷

神山”医院的相继建成……无一不彰显了中国

科技的“硬核”实力。这些闪光的征程既是一

次精神的洗礼、境界的提升，也是一次难得的

科技史和家国史的鲜活教育。

不忘来时路，走好脚下途。让我们在本

书的精神富矿里，汲取更多的智慧能量，在科

技创新的康庄大道上奉献更多的中国力量，

书写中国科技的美好明天。

中国科技的闪光画卷
■刘昌宇

一大家子人欢欢笑笑围绕在厨房，热热

闹闹办年货的景象，说实话，那真是儿时的记

忆。一晃就是几十年。虽然每年都要过年，

但那浓浓的年味儿像是被岁月有意稀释了一

般，越来越淡了，少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喜庆

感，而那正是内心深处最为亲切的怀念。想

到此，心中难免有一丝失落，仿佛记忆里的欢

乐真成了一去不复返的传说。

逝去的光阴，已让那些带给我们过年感

的情景变得模糊不清。那些在厨房和灶台扮

演过年大戏的主角，那些我们熟悉的亲人，不

是先逝于天堂，就是步入了耄耋之年，再也无

法带领我们去享受那欢歌笑语的过年时光。

每当年关至，心底就会泛起一种伤怀于心又

感念于情的情感。不管时空怎么轮回，生活

怎么变化，传统的快乐可以被淡忘一时，但不

会遗忘于世。在人们心里，那终归是一种不

可抹去的心心念念，也是我们应有的怀念。

那仪式感不可被淡漠，更不能遗忘在我们这

代人手里。久违的感觉终于来了。

操办年货需一个手脚施展得开的场所，

那不是一般的厨房就可应付得了的事情。在

我眼里，那就是一个大舞台，得有一个宽敞的

空间。不仅如此，厨房得有一定的“历史感”，

具有一些怀旧的元素，让人置身其中有一种

梦回时光的陈旧感。找这样的地方还真不是

什么易事。在这座千年古镇里，黄土墙、篾片

泥墙和石条子墙等，还真是不易找回的背

景。好在以宽敞瓦房做厨房的，亲戚家还有

一个，那是地道的土墙房。于是，将年货操办

点选在他家是最合适的。

铺开摊子就是舞台，一大家子人立马分

工。柴火灶是办年货的关键，这重任只有三表

叔能担当。全家人也只有他才具有烧柴火的

本事了，一般人无法烧好这口大柴火灶。我和

幺舅妈及三个晚辈，合力将两张大木方桌拼在

一起，七手八脚地将大土碗及大小盘子摆放在

桌上备用。几个晚辈被安排去剥蒜弄葱、摘菜

备料。我的刀法还算差强人意，被安排切酸萝

卜和泡海椒，这是办年货常用的作料。酸萝卜

是红萝卜泡的，海椒也是长长的红海椒，将它

们混杂一堆，抡起两把大菜刀，在菜板上左右

开弓，很是过瘾。多少年都没体验过这样的

滋味了，剁起来爽快至极。感觉不费吹灰之

力就剁了一大钵，在一片赞声中，成就感一下

涌上心间。其实，最有成就感的要数二表叔

了，他才是厨房的焦点人物：其上灶掌勺的本

事无人能及。身材高大的二表叔系着白色围

腰，戴着蓝色袖套，就差一顶高高的白色帽子

了。这丝毫不影响他厨艺的发挥。二表叔的

拿手好菜之一就是烧白。我们大家将灶台围

得水泄不通，看二表叔胸有成竹地在灶台上操

作开来：先是将精选的三线肉切成长方块，放

入大铁锅煮成五六分熟，起锅，摆在洗得干净

的灶台上，等肉凉一些后，将老抽和红糖水涂

在肉皮上，下锅油炸，俗称“梭锅”，这是最考水

平的环节。如果掌握不好火候，不是炸得皮肉

泛青，就是炸得焦煳。前者影响品相，后者则

是直接败坏舌尖上的味蕾。只有将皮炸成金

黄色，做的烧白才具上佳品相，在餐馆才有卖

相。二表叔虽然上了年纪，动作依然利索，一

副宝刀未老的样子。炸好的肉黄灿灿的，恰到

好处。将炸好的三线肉切成片状放入土碗

中，放上专门做烧白的干盐菜，浇上花椒、八

角等做的调料，放进蒸笼，大火猛蒸过后揭

开，整个厨房顿时弥漫起特有的烧白香味，咸

鲜略带微甜。将土碗扣在盘子上，一种油而

不腻、黄中带微黑的视觉冲击感令我们这些

围观的人大声叫好。烧白的浓浓肉香扑鼻

而来，让人垂涎三尺，根本没人叫吃，我们这

些“好吃狗”不约而同地拿起筷子，争先恐后

地把盘子里的烧白夹起就往嘴里塞，那肥而

不腻的口感让一群人边嚼边叫喊：好耙和（柔

软），安逸惨了！

去悉尼达令港，是在南半球初春的雨夜。

出国前，读过迟子建散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

“重”》。她介绍，“达令港的夜景是绚烂的。港湾里停泊

着许多漂亮的私家船只。灯火中，白色的桅杆看上去就

像一只只透明的蜡烛，要把夜给点亮。”冲着这样的描写，

我们兴匆匆往达令港而去。

或许是我等不解风情，也或许是冒雨抵达的扫兴，在

夜晚的达令港，我们委实没有感受到作家笔下所说的“绚

烂夜景”。夜幕笼罩下的港口，私家船只根本看不见，周

遭建筑物黑森森一片，窗口闪射出的灯光惨白，有点瘆

人。墨黑的夜空中，飘着飞飞扬扬的雨丝。成群结队的

白色海鸥在头顶上翻飞，时而呼啦啦从空中盘旋着降落

到你的脚边，旁若无人地四处觅食；时而在湿润的沙地上

快速跑动，尖嘴中发出一连串叽叽咕咕的声音。当然也

有霓虹灯，在远处的高楼上眨着眼睛，但实在不显眼。近

处，有一座亮着灯光的摩天轮，有气无力地旋转着，给人

懒洋洋的感觉。

环顾达令港，如我们一样怀有探秘心思的人几乎没

有两个，倒是海港里一字排开的酒吧灯光耀眼。光影下，

那些饮酒作乐人就是悉尼人夜生活的一个缩影吗？在进

入达令港港口的一座立交桥下，我们遇见一群着装怪异

的青少年集聚在一起。他们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诚

实说，我们理解不了这异域海港的人文风情，实在没有见

到达令港“同时升起的两轮月亮”。

倒是悉尼港的风光吸引人。一望无际的海面上，停泊

着巨大的邮轮和军舰，海水幽蓝，近处可见海底的礁石。海

港岸边，与皇家植物园相连。园内数万种来自世界各地的

植物，构建出千奇百怪的造型。当然，最值得我们心仪的，

是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我们知道，到了澳洲，不游览悉

尼歌剧院，如同到北京不逛故宫、不登长城一样。

悉尼港其实是一个“W”形海湾。参观完海边的麦考

利夫人座椅——一座以岸边沙石雕刻而成、以麦考利总

督夫人伊丽莎白的名字命名的景点后，我们沿海湾弯弯

曲曲的红棕色塑胶人行道漫步，时不时与奔跑如飞的澳

洲男女青年邂逅。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跑步者已经是

背心短裤，与我们北半球来的人长衣裹身的冬日形象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刻钟后，我们站在悉尼歌剧院门前的广场上。

坐落于悉尼海港便利朗角的歌剧院，是一处举世无

双的经典贝壳建筑，它由丹麦建筑师约恩·伍松设计，是

悉尼最具代表性的观光景点之一。2007年6月28日，悉

尼歌剧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走进

剧院内，打算在剧院里开开“洋荤”，一看演出节目单，却

是清一色的西洋歌剧，演出的时间也不符合我们的行程

安排，夫人又担心语言障碍，与其装模作样浪费时间，不

如赶紧多拍几张海港风光实惠。

快门声里，我们与经典的贝壳建筑合影。眺望近在

咫尺的海港大桥——以世界上第一单孔拱桥著称的海港

大桥。铁桥是可供游人上下攀登的，但我们徒步海港半

日，力有不逮，实在是没有一试身手的勇气了。

那就小憩吧。在海港的环形码头上，寻得路边条形

石座椅，来一个“葛优瘫”，让强劲的海风吹拂疲惫的身

心，些微放松异国旅途的紧张。身边不时有肤色各异的

游人走过。不远处，三五个不知从何方而来打扮怪异的

流浪艺人，旁若无人地吹奏着我们不认识的乐器，却极少

见到有人在他们放于地上的帽子中扔钞票。流浪艺人们

也无所谓，专心致志于手中的乐器，自得其乐，做出妙不

可言的陶醉状。

在一个名叫步云坪的地方

我脚踏一片祥云

像吴承恩笔下的哪吒一样

巡看百里苗乡

昨夜风雨

刮来了王母娘娘的美丽桃园

黄桃猕猴桃和冰糖橙都在

竞相打扮着赶赴一场春天的宴会

在天上我看到千山万壑层嶂叠翠

阡陌纵横编织着一个个硕大花环

我的眼光陷入一座花海迷宫

在七弯八拐的五彩缤纷中陶醉

一次又一次找不到隐秘的出口

跟着一群蜂蝶

我走进一座土坯茅房

数十百年前的农具

正准备再次躬耕

我扛起一张犁耙就闪进风雨之中

身后的一头老牛急切地叫唤

“等我!等我!”

驱赶了疫魔的人们

海啸般涌上山来

放飞着自然放飞着梦想

放飞着欢乐

我被人群冲挤到某个偏僻的角落

面前正好摆着一张树蔸做的餐桌

神仙们刚刚用完餐离去

花香果香和酒香还在散发着

猜拳行令大快朵颐的幻景

谁故意遗落一块花手帕挂在树梢

像飘远的天仙对我回眸一笑

我张开双臂欲作神话中的彩云追

却被一只嘎嘎追来的白鹅问住——

客官是不是想过锦江河？

千花万卉从山头绽放到心头

人间的快乐长寿密码

渐趋大白于天下

注：麻阳霞飞云果园坐落在

中国长寿之乡湖南省麻阳苗族

自治县步云坪村。

悉尼的海港
■罗 毅

美味烧白好馋嘴好馋嘴
■周康平

昨夜风雨刮来了蟠桃园
——麻阳霞飞云果园云游

■三都河

朝天门处

望巴山蜀水云蒸霞蔚

造化奇秀人在画中游

读不尽唐诗宋词

历来文人雅士笔间

晓风残月乌啼霜天

楚江云影兰舟催发

多少离情别绪渔樵愁苦

郁孤台上空吟伤千年

而今已付东流

斗转星移世纪常新

早春捎喜讯

风流人物创伟业

西部开发成渝双城经济圈

第四增长极再发力

街谈巷议顺民意

午后近斜阳

凭栏意切

滚滚浪淘似心花

中流搏击

你的善良

在那个暗无星光的夜晚

病魔夺走了你顽强的生命

我们虽然天各一方从未谋面

我和许多关心你的朋友一样

为你滴落伤心难过的泪水

你可曾知道

有太多的人为你惋惜

此刻你已悄悄离去

就像划过夜空的那颗流星

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

你的善良将会永远传递下去

美丽的江城依旧灯火灿烂

街市上人们流连忘返

在这繁华的背后

鬼魅面露狰狞伸出黑手

你挺身而出

拉响了危机来临前的警报

想把病魔提早挡在门外

你可曾知道

有太多的人为你送别

此刻你已真的离去

就像划过夜空的一颗流星

再也看不到你的身影

你的力量将会永远传递下去

朝天门(外ー首)

■郝彦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