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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文化理应相得益彰
【读 品】

推荐图书1：
《5G社会：从“见字如面”到“万

物互联”》

作者：翟尤 谢呼

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2019 年是我国5G商用元

年，正式开启5G时代。在2G落

后、3G跟随、4G并跑之后，5G

时代我国有望领先全球。5G具

有大带宽、低时延、广连接的特

点。本书从信息通信技术发展

历程开始，分析了1G、2G、3G、

4G 的特点，以及 5G 应用创新

的必要性和技术创新点，并对

未来5G发展提出了趋势判断，

同时，分领域对5G应用场景进

行研究，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论

述5G通信原理。本书适合通信

设备制造商、手机制造商、网络

运营商、科研人员、高校师生等

阅读和参考。

推荐图书2：
《数据挖掘：商业数据分析技术

与实践》

作者：［美］盖丽特·徐茉莉、彼

得·布鲁斯等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采用SAS公司的统计

软件包JMP Pro进行实践性应

用，使用引人入胜的实际案例

来构建关键数据挖掘方法（尤

其是分类和预测的预测模型）

的理论及其实践理解。本书所

讨论的主题包括数据可视化、

降维、聚类、线性和逻辑回归、

分类和回归树、判别分析、朴素

贝叶斯、人工神经网络、增量模

型、集成算法以及时间序列预

测等。

推荐图书3：
《视阈与绘画：凝视的逻辑》

［英］诺曼·布列逊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1970 年代艺术史酝酿新

的变革之际，布列逊创作了“新

艺术史三部曲”，本书正是其中

的第二部，它于 1983 年问世

后，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本书中，布列逊一方面立足

于艺术史的传统问题，另一方

面大量借用法国新理论对问题

进行重新梳理和反思，对被视

为经典或者被认为自然而然的

习见给予批判性的考察，对观

者与绘画的关系做了重新审

视，为艺术史研究注入了新的

活力。

随 笔
kexueren0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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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音】

——从经典京剧电影《借东风》的修复放映谈起

看似无关紧要的研究可能推动重大技术应用
10月 29日至 31日，第二届世界顶

尖科学家论坛在上海临港举办。诺贝尔

奖获得者们坦言，没有基础研究，许多

新技术就不可能产生。2012年诺贝尔物

理学奖获得者阿罗什被问到量子力学

有什么用时，他说：“我也没法回答这个

问题。”但他明确指出，一些重大的应用

往往是从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研究中

获得的。

阿罗什所言很在理，在科学史上

不乏这方面的事例，电力、X 射线、原

子能和激光等的应用都得益于基础

研究。

1820年，丹麦的奥斯特发现了电流

的磁效应，激起了英国的法拉第对电磁

现象的极大的兴趣。他认为既然电能够

产生磁，反过来，磁也应该能产生电。他

自 1821年起企图以磁力对静止的导线

或线圈的作用中产生电流，但都失败

了。经过近 10 年的不断实验，到 1831
年，法拉第发现，当缠在磁铁环上的通

电线圈的电流刚接通或中断的时候，另

一个线圈中连接的电流计指针有微小

偏转。经过反复实验，法拉第证实了当

磁作用力发生变化时，另一个线圈中就

有电流产生。他终于发现了电磁感应定

律，从而开通了大量产生电流的新途

径。法拉第继而发明了史上第一个发电

机——圆盘发电机，拉开了大规模产生

和利用电力的序幕。

1895 年 11 月，德国物理学家伦琴

在研究阴极射线管中气体的放电过程

中，发现了一个意外现象。为防止管内

的可见光漏出管外，他用黑色硬纸板把

放电管严密封起来。当管子接上高压电

流后，他看到 1米以外的一个荧光屏发

出微弱的闪光，把荧光屏移远至 2米左

右，屏上仍有荧光出现。这一新奇现象

不可能是阴极射线引起的，因为阴极射

线只能在空气中行进几厘米。伦琴经过

反复试验，确认这是一种新的射线，因

其性质不明，暂名为“X射线”。X射线具

有比阴极射线强得多的穿透能力，只有

铅等少数物质对它有较强的吸收能力。

伦琴用X射线给自己的夫人照了一张

手骨像，公之于众后，引起了轰动。很

快，X射线在探究晶体结构，在医疗诊

断、工业探伤和安检等方面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

1905年，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里

提出著名的质能转换公式E=mc2，为原

子能的利用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尽

管原子物理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连

爱因斯坦在内的许多科学家都没看到

实际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1938年，德

国物理学家哈恩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

发现了核裂变现象，意大利物理学家费

米提出了链式反应的概念，很快得到了

实验证实。科学家们认识到，链式反应

一开始，无比巨大的能量就会在短时间

里爆发出来。1942年 12月美国芝加哥

大学成功启动了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

堆。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把两颗原

子弹先后投在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1954年，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商用

核电站——奥布灵斯克核电站。人类开

启了原子能时代，将核能广泛运用于军

事、能源、工业、航天等领域。

爱因斯坦在 1916 年指出，在场和

物质的相互作用除了吸收和自发辐射

外，还存在着受激辐射。他预言了辐射

光量子和受激光量子的绝对一致性，

即相干性。在上世纪 30年代，光学家试

图利用受激辐射来放大光，未能成功。

1953 年，美国的汤斯利用氨分子的受

激辐射实现微波的放大，制成第一台

微波激射器——氨分子种，它在几千

年里走时误差不超过 1秒，是当时最精

确的时间标准。1958 年，汤斯等人指

出，可以把微波激射器的原理推广到

光波段，制造成光激射器。1960 年，美

国的梅曼利用红宝石制得了世界上第

一台激光器。他用强光使红宝石中的

铬离子发生受激辐射，发现红宝石一

端发出的光增强，方向性和相干性变

好，经过反复验证，这是一种新的光源

——激光。在梅曼成功以后，不同类

型、不同性能的激光器不断问世。激光

与多个学科相结合形成多个应用技术

领域，比如激光医疗与光子生物学、激

光加工技术、激光检测与计量技术、激

光制导、激光分离同位素、激光可控核

聚变、激光武器等。

阿罗什说不知道量子力学有什么

用，他是很谦虚的。其实，现代物理学家

都了解量子力学的建立过程及其应用。

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研究黑体

辐射，提出了辐射量子假说，假定电磁

场和物质交换能量是以间断的形式（能

量子）进行的，正确地给出了黑体辐射

的能量分布的公式。1905年，爱因斯坦

用量子说解释了光电效益。1913年，玻

尔在有核原子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原

子的量子理论。在上世纪 20年代，描述

微观粒子的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建立，

标志着研究微观领域的一门新学科

——量子力学的诞生。量子力学为核技

术、半导体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

提供理论依据。激光、电子显微镜、原子

钟和核磁共振的医学图像显示装置，都

用到了量子力学的原理。人们正在研制

量子计算机，利用量子密码安全地传输

信息。

基础研究具有强大的推动力，是社

会变革的源泉，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

各类问题提供支撑。然而，自然规律的

发现和利用是艰难曲折的过程，基础研

究价值的体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些

研究的未来价值甚至是难以预测的，具

有风险性。公众不应以急功近利的价值

观去苛求基础研究，对于研究人员为满

足自己的好奇心和兴趣去追求那些看

似无用的知识，应给予理解和宽容；对

于有风险但具有创新性的基础研究项

目，也不妨给予支持。
上海市反邪教协会协办

□张民全

为何不愿给国内期刊投稿？
□李东风

为什么大家不愿给国内期刊投稿？这个问题很

值得深思。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国内期刊运作水平低

一些期刊投稿很难找到该刊的正规网站，被一

些商业化的所谓期刊网假冒替代。连个“门面”都难

找的期刊，谁还愿投？

期刊社俨然成了企业，自负盈亏。版面费也水

涨船高，有些甚至接近国外刊物。谁投稿不计算性

价比？如此自然拒人于门外。

2. 稿源问题

一些期刊很难有充足的好稿源，有时不得不要

求本学科的“大牛”编委赐稿，但多为综述。因为原

始论文“大牛”们多半会投给SCI刊物，投给国内刊

物显得“浪费”。有的期刊不愁稿源，但又变成圈子

里的游戏，圈外人投稿很难被认可。

3. 审稿水平低

审稿意见不专业或人情稿充斥，过于宽松或

“严格”的刊物导致作者很“受伤”。有时投稿遇到刁

难者让人很无语。

4. 编辑部管理混乱

有些期刊编辑部人员不足，兼职人员无暇及时

处理或关注稿件。审稿周期长且无反馈。经常发生

投稿后石沉大海的现象，联系不畅导致作者投稿意

愿降低。有的期刊审查不严，交钱就发，质次价高，

纯属垃圾。

5. 业绩考核忽略不计

在“唯 SCI”导向下，国内期刊越发不受待见。

通常都是投国外的期刊不行才不得不改投国内的，

或者为了年终考核时充数、赶时间毕业等。国内刊

物成了鸡肋或最后的“救命稻草”。

如上所述，有些国内期刊陷入恶性循环。不仅

影响力上不去，甚至连生存都是问题。要想让国内

期刊有底气抬起头来，需要期刊、投稿人、审稿人、

编辑以及学校、政府多方的共同努力，任重而道远。

（本文摘自作者“科学网”博客，编者略有改

动。）

11月12日，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放映经高清修复的彩色京剧电影

《借东风》。京剧迷们奔走相告，如期待过节那样盼望着欣赏62年前京

剧大师们的精品力作。要知道，那是多么难得的京剧大师的集体亮

相！剧中除了梅兰芳大师之外，萧长华（饰蒋干）、马连良（饰诸葛亮）、

谭富英（饰鲁肃）、叶盛兰（饰周瑜）、裘盛戎（饰黄盖）、袁世海（饰曹

操）等名角悉数登场。为了满足广大观众也想欣赏梅大师的杰作，大

光明电影院特安排在11月26日放映梅兰芳主演的《洛神》。这一安排

可谓匠心独具，不失品牌影院的风范。

放映前，大光明电影院的工作人员为了对热爱国粹的观众表示欢

迎，在银幕前举行了开奖仪式，共有5位幸运观众得奖。影院里洋溢着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烈气氛。然而，在放映过程中，音画不配、唱词字

幕落在银幕之外等一系列出人意料的故障使笔者大失所望、大跌眼镜。

我对《借东风》情有独钟，是有故事可讲的。

20世纪80年代，在我担任上海铁道学院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时，作为中国科协讲师团的成员，我应邀到成都地质学院为地质部的

后备干部讲授“领导科学”课程。我提前一天到成都做准备。过去我在

讲“风险决策”这一节时，列举的大多是外国案例；而这一天我在参观

成都武侯祠时突然来了灵感——诸葛亮的“借东风”不也正为后人提

供了一个风险决策的精彩范例？

在次日晚上的课堂上，我把风险决策的步骤形象化地概括为“三

部曲”：风险预判、制定预防性措施、制定应急性措施。诸葛亮在模拟

周瑜的决策思路时想：如果孔明借不到东风，因为立过军令状，正好

借机杀了他；如果诸葛亮借到了东风也要杀他，因为在当地只会刮西

北风的隆冬季节，他竟然能“借”来东南风，岂非神仙、妖怪莫属？兵不

厌诈，杀了再说，以绝东吴后患。诸葛亮在做出这一风险预判的基础

上，制订了预防性措施和应急性措施。预防性措施针对旱路追兵，派

赵子龙驾小船到长江滩头等他；应急性措施针对水上追兵，令赵子龙

射断帆船上的蓬索，因为赵子龙是百发百中的弓箭手。

然而周瑜也非等闲之辈。他预判诸葛亮借东风后，无论成败，一

定会逃往长江对岸的刘备营地。为了万无一失，周瑜同样制定了预防

性措施和应急性措施。他命令丁奉、徐盛二将各带一百人：丁奉从旱

路去，到南屏山七星坛前，休问长短，拿住诸葛亮便行斩首，将首级来

请功；如果陆上的“斩首行动”不成功，徐盛就从江上去追杀，同样要

用诸葛亮的首级来请功。

众所周知，两位战略家博弈的结果是诸葛亮的预案胜出。当东南

风一起，诸葛亮立马与一位守坛将士换穿了外套，并令这位将士俯身

低头，在诸葛亮原来的座位上继续“作法”，同时令其他将士低头闭

眼。诸葛亮则迅即走下神坛，直奔江边滩头而去，致使丁奉的“特战

队”扑了个空。徐盛得信后立即率领一百刀斧手从水上追杀诸葛亮。

由于东南风强劲，多桅杆帆船满帆快进。眼看就要追上赵子龙的小船

时，诸葛亮的应急性措施立即生效：赵子龙拉弓搭箭，把一根根蓬索

射落了下来。常言道“推动帆船前进的不是有形的帆，而是无形的

风”，由于发生了“能源危机”，徐盛的战船只能横在了江面上。这时，

诸葛亮站到了小船船尾，大声对站在战船船头的徐盛笑道：“上覆都

督，好好用兵；诸葛亮暂回夏口，异日再容相见。”此行可谓诸葛亮的

“潇洒走一回”。

当晚我讲完“风险决策”的这一案例，正在沾沾自喜之时，突然发

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由于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学界在领导科学、软科学、现代智囊

团、科学学、模糊数学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方面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当

时的地质部、成都地质学院领导同意对新兴学科感兴趣的大学生们经

批准可在课余旁听这些课程。讲到“风险决策”这部分内容正好是在晚

上，因此，我讲课的阶梯教室两侧都站满了地质学院的“旁听生”。其中

有位学生告诉我，虽然明天考试，但还是想先听课再去复习应考。

当我一讲完“借东风”这一案例，一位站着旁听的同学突然举手

发问：“老师好，对于风险决策，您讲清楚了，我也听明白了，谢谢您；

可是您讲的案例是借东风，而诸葛亮在实施空城计时并没有任何预

案，对此您怎么看？”

当时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并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学生的大脑转

动得真快啊——今日方知教师也是个风险行业，因为有朝一日会被

学生问倒。然而，着急也是一种动力，我急中生智，反问这位学生道：

“你读过作家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吗？”

《哥德巴赫猜想》写的是数学家陈景润创造性攻克世界难题的故

事，在当时十分流行。这位学生回答说：“读过。”

“那好，”我继续说：“能不能允许我提出个诸葛亮猜想——诸葛

亮的小心谨慎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有诗为证：诸葛一生唯谨慎、吕

端大事不糊涂。因此空城计只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为了增加悬

念强加给诸葛亮的。当然，这一科学假说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如此这般，我过了这一关。那天我特别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温家

宝同志就在这个班上，当时他是地质部的领导，策划了这个干部培训

班，由他亲自带队而且跟班听课。

让我十分庆幸的是，“诸葛亮猜想”很快得到了证明。在完成地质

部的教学任务回到上海之后不久，一天我在学校阅览室备课，休息时

随手翻阅新到的一期《历史研究》杂志，想看看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哪

些课题。一看目录，真令我喜出望外。“诸葛亮没有用过空城计”几个

大字突入眼帘，我如获至宝。仔细阅读后得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

理研究所谭其骧教授及其团队，研究了三国时代的军事地图，证明诸

葛亮的军队不可能在阳平关或西城与司马懿的军队相遇，结论是诸

葛亮的空城计子虚乌有。我把这一信息转告了成都地质学院，在同学

们的努力下，当时的《四川青年》杂志转载了这篇论文，以正视听。

这段经历使我感悟到，在古典文学著作与现代管理科学之间可

以架起桥梁，它们之间存有交集。

讲完故事之后，让我们回到《借东风》这部经典电影的修复和放

映。科技与文化理应相得益彰：修复艺术珍品需要现代科学技术；现

代科学技术由于能使优秀传统文化超越时空发扬光大而凸显其社会

功能，给人民群众带来获得感、幸福感。在提倡精细化管理和通行问

责、追责的当下，大光明电影院不妨将这次放映事件抓住不放，认真

分析发生故障的原因：究竟是电影修复企业的技术不过关呢，还是影

院放映技术不过硬，或者是由于责任心不强导致“大意失荆州”？

在11月16日举行的“庆祝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70周年座谈会”

上，奚美娟老师引用20世纪90年代上影厂一位化妆师的话：“一个好

的工作习惯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守住它非常不易；但要破坏它，

一天就可以了。”“团结一致重细节”正是上影厂特有的工匠精神。电

影制作单位需要工匠精神，电影院是电影走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同样需要弘扬工匠精神。过几天即将放映经典京剧电影《洛神》，我衷

心希望，大光明电影院能认真吸取教训，一扫《借东风》放映事件的阴

霾，让梅兰芳的京剧舞台艺术在今天依然大放异彩，走近万千观众！

（作者系同济大学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会长、《城市轨道交通

研究》杂志社主编）

□孙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