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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塞兹的英文很飘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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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至 1964 年，钱穆在香港新亚书
“孟子”
“中国通
院期间，所开课程计有“论语”
史”
“中国经济史”等十余种，同时期在校内外
所作学术讲演，更是不可胜数。
1953 年至 1963 年间，叶龙入读新亚，受
业于钱穆，详尽记录和整理堂上讲课和学术
讲演。20 世纪 70 年代，叶龙择题外独白和讲
学插叙语义精辟者，整理编写，经钱穆删改润
饰，所计百余条讲学札记，分为思想与学术、
历史讲论、文学评述、为学与做人、人物点评
等五大类。每则“札记”均为已出版钱穆诸著
作中所未见。
书中还有钱穆与叶龙师徒二人的来往书
信，从这些书信及叶龙为每一封书信增补的
“案语”，可得知学术界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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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幼南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在 《波粒二象性》
一文中借用的一首简洁的现代诗，开始按原文译
为“你适合我，如钩入眼，一枚鱼钩，一只大眼”，
显然这与原诗在意境上有一定的差距，后来经过
几番讨论，最终改为“你融入我，如钩入眼，一枚
鱼钩，睁大的眼”。
书名也是难点，不但几位译者、编辑提出了
不同的名字，译者的同行以及学生也提出了一
些，最终“见微知著”得到一致认可。“原书名 No
Small Matter，其实也算是美国成语。”秦冬说，现
在的书名基本能反映它的本意。
秦冬表示，翻译此书的压力很大，一则这是导
师的书，
还是他的要求，二是怀特塞兹的中国学生
很多。
“没准导师让一个人把某段中文翻译成英文，
如果不对的话，他会说：
‘怎么回事，怎么和我的英
文完全不一样？’
”
秦冬笑称，
希望导师能满意这本
书，
他们都很急切地想看到中文版呢。
“翻译这本书前后花了近两年时间，想想几
个月前我们还在讨论封面怎么设计、字怎么做等
等。”虽然以后也不大可能翻译这类科普书，但提
到那段翻译的日子，夏幼南难免有些留念。
因为非常重视这本书的中文版，夏幼南告诉
记者，
“ 除了样书，作者和译者都没有拿任何稿
费，书的定价相对也不高，就是希望这本书有更
多人读到，了解纳米”。

，

▲苹果的影子，部分像苹果，部分像一个立
方块的投影。
台阶上的水是跳跃式向下流动的。

白春礼评价这本书时提到“作者用风趣幽默
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读者描绘出微纳米科学的
神奇，并且巧妙地结合精美的图片来隐喻这些微
小的事物之中所体现的科学之道”。
这“幽默的语言”正是让译者感觉最难的地
方。
这本书的 4 位译者组成也可谓“超豪华”，夏
幼南是全球顶尖化学家，秦冬曾任美国国家纳米
技术基础设施组织主任。曾杰、王燚则是夏幼南
的学生。尽管如此，本书的翻译让几位科学家感
到“很难”。
“怀特塞兹的英文很飘逸。”秦冬笑道，他的
英文功底很好，读他的书，会觉得写得太好，但要
翻译又是另一回事。也正是这个原因，中文版保
留了英文原文，也就是说中文版是双语书。
夏幼南也表示，
“英文很容易理解，但要翻译
成很顺的中文，真的很难”。
最让他们费尽心思的是书里有太多的比喻，
要准确表达，还要有趣不能太呆板。有时为了一
个词一句话，几个人来来回回发邮件商量。
像《盲人摸象》一篇，显然英文里没有这个成
语，这篇文章谈到目前还“看”不到纳米，只能用
“触觉代替视觉”，就像盲人摸到什么就是什么，
“这个成语的本意有贬义的意思，所 以打了问
号。”夏幼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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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汉”魏格纳
姻尹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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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的起源》，
［德］阿尔弗雷德·
北京大学出版社
魏格纳著，
李旭旦译，
2006 年 11 月出版

今年是作家契诃夫逝世 110 周年。这本书
有关契诃夫的生命和情感，
是一个用三种不同
的方式来讲述的爱的故事。
第一种讲述充满了私密性，
是契诃夫和米
齐诺娃之间的通信，
这一束私密的情书反映出
契诃夫的真性情，
让人们看到恋爱中的契诃夫
的样子，
也是他文学遗产的特殊的组成部分。
第二种讲述是剧本《契诃夫和米齐诺娃》，
以戏剧的方式重现了两人的交往，
属于后来者
对先贤及其精彩人生的描述。
因为
第三种讲述是契诃夫的剧本《海鸥》，
这
米齐诺娃是《海鸥》女主角妮娜的生活原型，
我们能从中看
部戏对两人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见生活中的恋人如何变成了戏剧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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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大陆漂移说”的思想与证据，于
1915 年出版了《海陆的起源》一书。但
是，直至此书第三版英译本 1924 年
面世之后，
“大陆漂移说”才开始受到
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37 年，
商务印
书馆推出了沐绍良由日译本转译的
《大陆移动论》，
为该书最早的中译本。
现在看来，
魏格纳是第一个发表
了有明确证据且符合逻辑的有关大
陆移动理论的科学家。他的思想的继
承者——
—板块构造说，
今天已被视为
结构和动力的
支持地球大陆之起源、
首要理论。从大陆漂移说的提出到板
块构造说的确立，终于促成了一次名
副其实的地球科学领域的伟大革命。
可是，
魏格纳超前于时代的思想在当
时受到了广泛的嘲笑、敌视和抵制，
被挖苦为“一个漂亮的梦，一个伟大
诗人之梦”
，
甚至被抨击为“十足的该
。
死的愚蠢想法”
话说当年，魏格纳以“从事地质
学研究的气象员”身份提出大陆漂移
学说理论，难免让所谓的“专业人士”
起疑，
而他对大陆漂移动力机制解释

上的瑕疵也留下了让他饱受攻击的
“把柄”
。当时的一位权威人物曾断定：
“一个门外汉把他掌握的事实从一个
学科移植到另一个学科，显然不会获
正是以这种
“跨
得正确的结果。”
然而，
学科方式”
使用其他学科的数据和观
点进行研究，让魏格纳获得了成功。
事实上，
魏格纳为大陆漂移说提供的
最好的证据，恰恰来自于他在气候领
域所做的工作。魏格纳最根本也最有
创造性的贡献在于，他首次揭示了大
陆大规模水平运动的可能性，对当时
占优势的海陆固定论形成了重大冲
击；
他还首次提出了大陆和海底是地
表上的两个特殊的层壳，它们在岩石
构成和海拔高度上彼此不同这样一
个概念。
魏格纳出生于柏林，父亲是一位
传道士兼孤儿院院长。他小时候体质
较弱，
耐久力差，
可他十分向往去北极
探险，
因而自觉乃至严酷地锻炼身体。
由于父亲的阻止，
他没能在高中毕业
后就加入探险队，
而是进入洪堡大学
学习。1905 年，
魏格纳拿到天文学方
向的博士学位，但此时他对地球物理
于是就到林登
学和气象学更有兴趣，
堡航空气象台从事高空气象学研究，
还先后任职于汉堡海洋气象台、汉堡
大学、
格拉茨大学。
魏格纳的人生结局堪称悲壮。
1930 年 4 月底，他第四次抵达格林
以便
兰，
试图重复测量格林兰的经度，
从大地测量方面进一步论证大陆漂
他在过完 50 岁生日的
移。不幸的是，
倒
第二天即遭遇强大的暴风雪袭击，
在茫茫雪原上。他的遗体直到第二年
4 月才被发现——
—已经冻得像石头一
样，
与冰河浑然一体。

：

躺在病床上的
1910 年春的一天，
阿尔弗雷德·魏格纳（1880～1930）无
意中扫了一眼对面墙上挂着的世界
地图，
便注意到一个平日里不曾寻思
过的奇特现象：大西洋的两岸——
—欧
洲和非洲的西海岸遥对北南美洲的
东海岸，
其轮廓竟然有着极大的对应
性。特别是巴西东端的直角突出部
分，
与非洲西岸凹入大陆的几内亚湾
非常吻合。如果能够移动这两个大陆
它们正好就能镶嵌
使它们靠拢的话，
在一起了。
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德国气象
学家当时觉得，这种巧合很有趣，但
并没有多想。第二年秋天，魏格纳偶
非常
然在一本论文集里看到一句话，
惊讶，
那句话是：根据古生物的论据，
巴西和非洲曾经有过陆地连接。结合
自己在格陵兰岛等地的考察经历，魏
格纳心里冒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这
两块大陆早些时候就是一个整体，只
漂移而分开的。
是到后来才因破裂、
接下来，
魏格纳开始认真研究这
个问题，
并努力从各方面搜集地学资
料，
查找海陆漂移的证据。他在不少
研究项目中发现，
一些化石和岩石的
种类与当时这些大陆的气候并不匹
配。比如，
在北冰洋的斯匹博根岛上
而这些动物在
发现了许多动物化石，
过去只能生活在热带地区。如果不是
斯匹博根岛“漂移”到目前的位置，那
么，
它在过去如何会“赶上”热带气候
人们在
呢？另一个例子也令人称奇：
撒哈拉沙漠发现了一种叫作冰碛岩
的沉积矿，
但这却是由移动的冰河留
下的奇特的沉积物。
1912 年 1 月 6 日，
魏格纳在德国
法兰克福地质学会上作了题为《大陆
与海洋的起源》的演讲，提出了“大陆
漂移说”
。不久，
他应征入伍参加了第
一次世界大战并两次负伤住院。养病
期间，他得以集中、深入地思考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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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7 册），
《科学最前沿》
《环球科学》
杂志社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年 12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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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今生、
“失落的巨兽”中介绍“新仙女
木事件”等，让初涉科学的读者就有科学
体系的概念。
如
也有一些背景是出于趣味添加的，
《科学最前沿·天文篇——
—太空移民，我们
准备好了吗》中的文章《不合群的奇特中
子星》，
由于提到了 7 颗中子星是以“七侠
荡寇志”中的七位主角名字命名，就随即
介绍了这部老电影，
而另一颗新发现的天
又和孤立中子星有
体光谱与“七侠”
相似，
巨大差异，
于是科学家以电影中反派角色
卡尔韦拉的角色命名。了解了这个文化背
景知识，
有助于理解科学家的风趣和良苦
用心。
前沿天文学中，寻找地外文明和太
空移民并非研究核心，但是大众关心的
焦点。这本书以地球为核心展开全书的
火星、太阳
叙述，
话题从地球扩展到月球、
层次编
系、
地外行星，
进而到宇宙的未来，
排井然有序，领着读者从地球在宇宙的
位置谈起，
最终理解霍金的预言。
对青少年而言，掌握学习和研究的
方法，比机械记忆科学知识本身更有意
义。《科学最前沿》的研究角度，有利于读
者开拓思路。
拿《科学最前沿·生物篇——
—
其中的《语
谁是地球的下一个主宰》来说，
言进化的动力》 从基因的角度解释语言
《Bt 毒素能杀虫》 介绍
障碍和语言进化；
Bt 毒素制成的杀虫剂杀虫机理，并非由
于毒素本身，而是协同毛虫的消化道细
菌；
《进化在加速吗？》从地域性基因差异
分析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加速进化。这
些研究的切入角度新奇，单就提出问题
的方式，
足以启人心智。
出乎意料的解读更是开阔读者思路，
如《科学最前沿·天文篇——
—太空移民，我
们准备好了吗》收录的文章《钻石构成的
星球》，在我们的世界中，钻石非常珍贵，
但作者告诉读者，由钻石构成的星球，氧
这看似玩笑的话可
和水才是珍贵的礼物，
教育一向注重创新
以颠覆读者的价值观，
能力的培养，
这从近几年的高考理综新情
平时科学动态的关
景信息题就可以看出，
注、
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何其重要。《科学最
前沿》正符合这样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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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订阅《环球科学》
已经三年多了，作为《科
学美国人》的中文版，这
是目前国内市面上贴近
科研前沿且分析深入透
彻的科普杂志。当《科学
美国人》 推出精选本图
书《科学最前沿》时，我
还有些担忧，一是杂志
文章偏长，内容分析虽
然透彻，普通读者时间
有限，而且囿于专业知
识限制不能尽数理解；
二是杂志反映科研的第
一线，有一定时效性，而
图书需要长期保存，如
■
何做出产品差异？
瑶
这套精选本却做
草
到了，将科技新闻整合
成了常读常新的图书。
选本精简的不只是篇
目，还精选简短的科技
新闻，将凝练了最有价
值的部分呈献给读者，
省去论证过程，一目了
然。而经过三五年的积
累，有争议的话题也尘
埃落定，读者所看到的
都是经过时间检验后
的文章。
编辑时加入必备背
景知识，适合中小学生。
这些背景知识，有些是
本学科内的基础知识。
《科学最前沿》这套书共
分七册，分别 是 天文
篇——
—《太空移民，我们准备好了吗》、医
健康
药篇——
—《现代医学真的进步了吗》、
环境与能源
篇——
—《谁是没病的健康人》、
篇——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地球》、科技
篇——
—《科技时代，你 OUT 了吗》、数理
与化学篇——
—《霍金和上帝，谁更牛》、生
物篇——
—《谁是地球的下一个主宰》。
如《科学最前沿·生物篇——
—谁是地
球的下一个主宰》中的文章《人类起源再
争议》有关古猿“露西”的故事，是生物领
域研究者所习见的，却有必要向一般读
如《追寻远
者介绍。也有的是跨学科知识，
古巨兽的分子遗迹》 中介绍白令海峡的

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布朗肖一生行事
低调，中年后不接受采访与摄影，但他的作品
和思想影响了整个法国当代思想界，对法国
许多大知识分子和大作家如乔治·巴塔耶、列
维纳斯、萨特、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等都
影响深远。
卡夫卡对布朗肖的影响在布朗肖的著名
文论《文学空间》里已经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本书汇集了 13 篇布朗肖论卡夫卡的文章。从
卡夫卡开始，到卡夫卡结束，这是一部向文学
大师卡夫卡致敬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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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大陆与纳米有什么关系？本书第一篇
文章《探索新大陆》告诉人们，探索新大陆是有危
险的，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其结果则是让我们了
解了地球上的不同大陆。作者用此来类比纳米研
究，虽然现在对它们还有很多未知，但将来一定
。
会找到这片
“新大陆”
作者以这种行文方式，试图让人们了解纳
米，这本书不是以传统方式普及纳米知识，而是
以作者的思考向读者传达出纳米是什么、纳米的
运用、纳米的将来、纳米的不可知及危险性等，这
纳米与社会现实联结方
些思考包括哲学方面的、
面的。
全书分为 6 章，
“小之道”
“奇境中的爱丽丝”
“鲸鱼还
“生命”
“为何在意？”
“灌木丛中的黑影？”
是鲱鱼？”每个方面又从更为具体的一个点来解
释，如波粒二象性、核糖体、人造狗鼻子等，有些
是人们熟悉的，如水、肥皂泡、电子纸和电子书、
雾、
灰尘与健康、火焰等。
本书译者之一、乔治亚理工学院教授夏幼南
“作者想告诉我们，纳
向记者介绍了作者的思路，
米世界是‘小’世界，但对整个社会都很重要，并
且会对一些领域有颠覆性。”
纳米的世界与我们看到的现实世界是不一
作者首先解释为
样的，甚至可能是相反的。因此，
什么要研究纳米。“我们曾经的‘金科玉律’已经
作者幽默地写道。
被证明只不过是
‘一派胡言’。”
接着是纳米在各个领域运用的重要性，如
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等。同时谈到纳米还有许
多未知内容以及可能的危险性。这是本书的主
要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即“鲸鱼还是鲱鱼”一章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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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微知著：纳米科学》 可以算作一本“画
册”，一幅图，一篇文章，高清晰度的图片占了整
个页面，有的甚至横跨两个页面，文字则很精练，
几百字或者 1000 多字。
当然这不仅仅是“画册”，作者乔治·怀特塞
兹是著名化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校级教授，这是
一本有关纳米科学的科学类书或者说科普书。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盛 赞该书，在
其 序言 中 这 样 写 道 ：
“本 书 给 你 提 供 一 双 见 微
知著的眼睛，让你能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去感
受微观世界的奇妙，从而提供一次科学和艺术
的完美邂逅。”

， [

《见微知著：纳米科学》，[美]弗莉丝·弗兰柯、
乔治·怀特塞兹著，曾杰、王燚、秦冬、夏幼南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5 月出版

技术将彻底改变我
夏幼南和秦冬说他们也正有此意，其实他们
这张图是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弗莉丝·弗兰柯
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纳米”
做出来的，
她是一位知名的科学摄影师。
们的世界，
还仅仅是过眼烟云？鲸鱼是巨大的鱼， 早就在用这本书，给学生推荐为课外读物，还给
鲸鱼是可以改变人类
国内的学生推荐，效果很好，学生们都非常喜欢。
“这个职业是她首创的。弗兰柯以前是建筑
而鲱鱼是小鱼。相对应的，
怀特塞兹今年 75 岁，作了近 50 年的研究。 摄影师，后来对科学有兴趣，就和怀特塞兹合作，
社会的、带有颠覆性的研究，鲱鱼是指可以改善
还是“鲱鱼”现在 “他很忙，既要作研究带学生，世界各地作报告，
已 7 年了。怀特塞兹每写出文章，她都会去想用
人们生活的研究，
纳米是“鲸鱼”
同时又对应用很有兴趣——
—他有 12 家公司，另
什么图配合。”夏幼南介绍，弗兰柯现在是美国
还是未知。
外他还为美国政府、
基金会等机构作咨询。”夏幼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有自己的工作室。
作者写了 60 个题目，
“与纳米相关的当然肯
选择这些内容的条件
南介绍。
秦冬进一步解释，怀特塞兹也很重视图，那
定不止这些，
”
夏幼南认为，
夏幼南说怀特
“他是一位严谨、
认真的导师。”
时他们还是他的学生，他会要求学生们对图有自
或者说理由是，一方面与社会相关，另一方面这
许多时间是在飞
塞兹差不多一周有三天在外出差，
己理解，
“现在大家并不会认真观察身边的事物，
个问题或者领域很重要。
机上度过的，
于是准备了一个重约 30 斤的手提包， 这些图把科学现象与生活联系起来了。”秦冬认
“因为他不用电子
里面是打印出来的学生的论文，
为，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同时也很重要，
大科学家的思想结晶
写的字 “我现在教本科生，也让他们看图，能不能联想到
版，
只用纸版的”
，
怀特塞兹就在上面修改，
“这种写作只有像怀特塞兹这样在该领域研
有时比一页论文上的字还多。
周围的事物或者曾经学到的知识，这样让他们更
很空。”
究了几十年的大科学家才可能做到。”本书的另
“估计写这本书花了他几年时间。”夏幼南
有兴趣。否则纳米就是一个词，
一位译者、
乔治亚理工学院副教授秦冬评价道。
说，看得出，每篇文章都是怀特塞兹的一个思考，
《见微知著：纳米科学》 的原版就像是一本
怀特塞兹是美国科学院、工程院、人文和科
与什么有关、哪些问题没弄清楚、有什么重要性
“画册”
，
“是有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即把书打开
“他真的很了不
夏幼南解释道。
学学院三院院士，他在化学、材料科学以及纳米
等，
然后像写随笔一样记录下来。
来，正好可以放在咖啡几上。”
科学等领域开创了众多研究方向。怀特塞兹还是
起。”
中文版和原版版式几乎一致，只是封面图
夏幼南、秦冬夫妇在哈佛大学时的博士及博士后
片选的不一样，中文版封面用的是怀特塞兹发
导师。
现的一个现象，即不同液体在微通道里流动时
图片不可或缺
2012 年 7 月的一天，怀特塞兹到夏幼南、秦
不会混合。
冬夫妇所在的城市亚特兰大开会，送了这本书的
透明的苹果，影子却是方形的。这张图是想
谈到中文版的图，秦冬表示，出版社很“给
英文版给他们，因为已经有了德文、俄文等版本，
告诉人们，纳米世界和眼睛看到的不一样，也就
力”
，对图片作了很认真的调整，可以说其色彩和
在微观就是这样子的。
希望他们能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
是说，现实中不可能的事，
清晰度直逼甚至超过原版书。

作为美国类型电影中的特殊一员，
黑色电
影引起了许多电影学者、评论家和电影制作人
员的关注，有关黑色电影类型研究的著作更是
层出不穷，
本书就是其中一本。
这本书介绍了黑色电影的概念，梳理了
黑色电影的发展史和评论史。在书中，作者
没有 枯 燥 地 空 谈 理 论 ，而 是 以《爱 人 谋 杀》
《漩涡之外》
《死吻》
《漫长的告别》
《唐人街》
《七 宗 罪》 等 六 部 有 代 表 性 的 黑 色 电 影 为
例 ，从 技 术 、文 化 、历 史 等 多 重 维 度 进 行 深
度分析，生动地探讨了黑色电影类型的 发
展与流变。
栏目主持：喜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