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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很多人说，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最
能体现科学语言的简洁优美，我们也不得不
承认，随着科学的发展，大众要理解科学领
域新发现、新理论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教会
孩子勾股定理，讲个孟德尔种豌豆的故事或
者牛顿的灵感苹果似非难事，理解微积分、
讲透基因编辑、弄懂量子理论就得费点精力
了。可能正因为难懂，如意大利物理学家、诺
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帕里西所言，“科学
的声望和人们对科学的信任正在迅速下
降”。人们转而寻求占星术、顺势疗法。帕里西
说，科学家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让大众了解
真正的科学——— 不只因其实用价值，也因它
作为一种文化的魅力亲近它——— 是重要的。

《随椋鸟飞行：复杂系统的奇境》一书就
是一扇管窥科学的小窗，书中收录了帕里西
科学主题的发言和随笔，以平易近人的口吻
讲述了作者从事科学研究的经历和感想。开
篇《与椋鸟齐飞》涉及的就是一个复杂而现实
的问题：鸟群在空中变换队形、越过障碍，不
会相撞，也不会散开，仿若有个指挥，个体的
行动究竟是如何汇聚成集体行为的？帕里西
的实验我们一般读者也看得懂，他的团队架
起了相机，同时从三个角度拍摄椋鸟的飞行
照片，再重建起三维图像。在几百张照片上同
时分析数千只鸟，分析群体飞行特点：鸟阵边
缘的密度比中间高，可能是为了抵御游隼的
攻击；每只鸟与前后同伴的距离比它与两侧
同伴距离远，就像高速公路上并排飞驰的汽
车一样，拉开与前车的车距；由于每只鸟都密
切留意跟它最近的那只鸟而非远处的鸟，邻
居的动作就是调节的信号，譬如转弯时，一侧
的小群鸟先行转弯，它们的邻居紧跟着效仿。
这项研究有什么意义呢？有人不认可物理学
家跨界研究动物，但作者说，用定量技术进
行统计学研究是有益的尝试，对于大量超比
例增长的数据和解决复杂的无序问题，需要
探索新的可能性，不应该对方法设限。

科学比我们想象的更具包容性。事实
上，用一个领域的结论在另一个领域进行预
测，也是常见的灵感来源。帕里西透露了科
学家的思考方法。面对常人难以理解的问
题，如何寻找突破口？在做好准备和酝酿之
后，不妨将问题放一边，意外的契机可能出
现在无关闲聊、偶遇或梦境中。有时候，如此
得来的灵感可能在论证之后行不通，那就从
头再来。科学中的隐喻不只帮助科学家联想
和发展理论，也让大众从公式中解脱出来，
试着理解科学之美。用肺部、树杈、花椰菜理
解分型网络，用麦浪和海浪理解波，甚至还
能用同一数学模型来研究不同现象——— 如
磁性系统在低温下的行为（作者研究的自旋
玻璃）、大脑功能、动物大型种群的行为和经
济学，跨学科的迁移拓展应用前景，超出了
作为发端的隐喻本身。

而隐喻无处不在，在意识到之前，我们
就有充分的可能去发掘和感受科学之美。帕
里西说，不懂中文的人可能无法领略古诗中
的画意，然而翻译的诗歌依然有美感。同样，
不懂数学的人也不应被剥夺欣赏科学的资
格。傲慢的科学家是糟糕的翻译，晦涩的理
论阻人探索的兴致；而亲和的科学家提炼出
简洁的诗，让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感受力的
人都能乐在其中，有所收获，这是身处科技
时代的一幅更美好的图景。

趣味科普

科学
是首简洁的诗
□乐倚萍

作家安宁在“乡村四部曲”第四
部散文集《寂静人间》中，所构筑出
的寂静人间，具有超脱个人经验之
上的普遍存在性。文学之真，在于表
现与认识的统一，即表现情感之真
理。《寂静人间》在家园与远方的冲
突中构筑出现实与理想交织的双向

矛盾，这种情感属于
我们每个人。

朱光潜在《诗
论》中说：“生活中的
情感，当其忧喜，若
不自胜。忧喜既过，
便不复在想象中留
一种余波返照。而艺
术中的情感却能跳
到旁边来，很冷静地
把它当做意象来观
照玩索。”安宁便是
这种以静观的情感
体验视角将她的寂
静人间呈现在读者
面前。作者体验、玩

索着她曾经的回忆，而读者则是作
者体验之下的再体验。所以远与近、
冰与火、梦幻与真切常常交织在作
者的行文中，那是作者遥远的儿时
回忆。当读者再度体验时，那些回忆
已经成了碎片被压在一面毛玻璃
下，永远看不真切，永远无法触摸。
但更多的时候，当它们涌来，又是那
样真切：能清晰地看到每一片叶子
的纹理，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能抓
住一缕正在吹过的风。仿佛那些记
忆和现在就是隔着一片毛玻璃而
已，仅仅是一厘米的距离。

安宁以一种百川汇海的叙述方
式，将她的家园慢慢道来，这是我国
古代小说中常用的叙述方式。《寂静

人间》的每一个章节，都只向读者呈
现了家园的一角。风、雨、雪、月、飞
鸟、河流……那些景物和故事孤立
在时间和空间中，每个角落的风景
都可以在一刹那间静止下来，成为
永恒；但当读者看过了许许多多的
风景，将它们拼接在一起时，它们就
开始涌动，变得鲜活，讲述那些生死
枯荣的故事，然后故事汇成一条大河
奔腾而过。安宁善于以猫头鹰般的目
光，去捕捉那些暗处的人和事。盲眼
的柴山娘、痴呆的连根娘、自杀的媳
妇阿秀、病逝的少女阿桑、为给哥哥
娶亲而嫁给傻子的燕麦……那些人
就像影子的影子，在暗中出生，在暗
中喘息，在暗中死去。暗吞噬了一切，
没有人会看到他们。大家歌颂与喜爱
的是婴孩响亮的啼哭，是划破黑暗的
晨曦，是秋收的麦香，那是光明的人
间；而劳苦、沉默、疾病、死亡也是世
界的一隅，是暗中的世界，是寂静的
人间。他们本应是冰冷和痛苦的，但
是在作者笔下，这寂静的人间又是柔
软的，是奇幻的。作者以孩童的心灵，
去触碰一个个暗中的故事。于是那些
不幸的人身上仿佛都撒上了月光里
的清辉，冰凉又朦胧。虽然忧愁，却
不悲苦，这种感觉正契合我国古代
诗论中“哀而不伤”的审美追求。

远方与家园是《寂静人间》的两
大主题，这两大主题重叠交错，冲撞
缠绕。作者爱这个生她养她、伴她成
长的家园，所以家园中的一草一木
她都记得，乃至风雨云雪，飞鸟河
流，都是寂静人间所独有的。在作者
笔下，它们极尽详细地表现着自己
的特征：风吹过村庄的形态，云如何
聚拢又如何散开，布谷鸟的叫声，泥
土的气味和坟墓的来历。作者的这

些记忆就像空中扑棱扑棱飞过的一
群鸟，在那一瞬纷乱中，只有将它们
伸手捉住，放进笼中，这些记忆才能
留住。但是留住的记忆，又是灵魂的
桎梏；笼中的鸟，无时无刻不想逃脱，
飞去远方。所以寂静人间里的一切，
都不会永远属于那里。它们或许来自
远方，或许随时随地准备奔向远方，
就算在暗夜中死去，也会像一片落
叶、一朵蒲公英般被风吹去远方。作
者试图紧紧地抓住一切与远方有关
的事物。她追寻风，追寻来自未知领
域的布谷鸟，追寻被沙河冲走的鞋，
甚至羡慕和男人私奔的女人。在作者
所构筑的寂静人间中，远方就像灯光
下人长长的影子，紧紧地黏住脚跟。
人向它奔去，却永远也无法捉住它；
转身回头，它又顺着脚跟爬上来，蛇
一样缠绕在身上。远方是寂静人间里
希望的唯一源头，但同时也是痛苦的
源头，所以作者最终找到的布谷鸟，
却被弟弟的弹弓射死，而沙河也常常
断流。在这种希望与痛苦的明灭交织
中，作者爱着她的寂静人间。爱它，
并不是爱它午夜甜蜜温软的美梦，
而是爱它真实的眼泪，爱它的苍白
与寂静。

最后一章《家园》或许就是终篇
的答案。远方的迷人仅仅来自于远，
就像站在作者的孟村看沙河，仿佛它
从遥远的天际而来，滔滔滚滚流向神
秘的未知世界。实际上就沙河而言，
它只是流经了孟村、王村、张村和李
村。这些村子像天上的这颗星星和那
颗星星，是彼此的远方，却没有丝毫
不同，所以当作者成年之后再次抵达

“家园”的时候，曾经的牢笼，也成了
远方。这样正好走了一个圆圈，也是
圆满，而这就是寂静人间的意义。

闲读随笔

寒武纪是地质学上的一个名
词。在寒武纪之前，地球并未出现动
物。待寒武纪开始（大约五亿四千万
年前）之后，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各种生命纷纷诞生
和进化。地质学上将
这种现象称之为“寒
武纪生命大爆发”。
在六神磊磊看来，唐
诗的发展也经历过
一次“大爆发”：唐诗
之前，中国诗坛在很
长的一段时间里都
是沉闷、乏味的。待

“唐初四杰”（王勃、
杨炯、卢照邻、骆宾
王）登上诗坛之后，
唐代诗人像约好了
一样，纷纷现身。唐
诗在很短的时间内

便大放异彩。
六神磊磊的新书《唐诗寒武

纪》，以唐诗为切入口，聚焦初唐时
期的诗坛人物和诗坛故事，向人们
展示了唐诗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文
化逻辑。与此同时，围绕着诗歌和
诗人，六神磊磊也给大家讲述了很
多有趣的故事。了解了这些，我们
再读唐诗，味道就不一样了。打个
比喻，简简单单地读一首唐诗，然
后背诵下来，这样背诵的一首首唐
诗，是碎片化的，像一颗颗零散的珠
子。而把唐诗的发展脉络、诗人故
事、诗歌赏析等方方面面的信息都
打包学习了之后，原本一颗颗的零
散珠子也就穿成了一串，散珠子变
成漂亮的手串了。

俗手学习，采用的多是碎片化
的学习方式，一个个的知识点就是
一颗颗的散珠子，散珠子不但记忆
起来枯燥乏味，而且还容易丢失。而
高手学习则善于连点成线，由线组
面，构面成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六

神磊磊读唐诗，就是把一个唐诗系
统“打包”交付给了读者。他让读者
透过唐诗，了解了诗人，知晓了唐代
诗坛，也感受到了大唐的历史变迁。

六神磊磊带领读者回到唐朝
的历史现场，让人们感受大唐王朝
的时代变迁；他给大家讲唐代诗人
的人生故事，让大家体悟诗人的悲
欢离合。在我看来，六神磊磊不是
就唐诗讲唐诗，而是借由唐诗，开
启人们的共情模式，并由此窥探宏
大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和诗意的审
美。六神磊磊在这部书的序言中也
说：“所谓诗歌，就是人类中最敏感、
最多情的那部分成员，先把所有的
悲哀喜乐都经历一遍，把他们千疮
百孔的心灵展示给你看。然后当你
再经历那一切的时候，就会觉得不
那么孤独。”

唐诗是中国文学的经典，这样
的经典需要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不断
学习。这种学习，不仅包括普通人的
一般性阅读和背诵，而且也需要像
六神磊磊这样的文化达人进行深入
的研究和诠释。没有广泛的民众参
与，经典就会曲高和寡，不接地气；
没有高手的深入解读和精心诠释，
经典就无法完成创造性转化，不能
充分为当代人的精神成长赋能。

我们读经典，既要有回到历史现
场的能力，同时还要有把前人的智慧
转化到我们生活之中的能力。只有尽
可能地回到历史现场，我们才能更
好地、更切实地理解古人，同时，也
只有把古人的智慧转化成今人的
精神营养，我们才能从历史中真正
受益，才算完成对经典的创造性转
化。六神磊磊在这两个方面做得非
常到位，他不仅善于将唐代大诗人还
原成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且更
善于用今人的视角去创造性地转换
唐诗中暗含的智慧，从而让唐诗起到
抚慰你我心灵的功效。

《唐诗寒武纪》《唐诗光明顶》《唐
诗笑忘书》，这是六神磊磊的“唐诗
三部曲”。现在，《唐诗寒武纪》问世
了，而且取得了很好的口碑和市场
反馈，这也让人们对他的另外两部
书充满期待。

最近这几年，古典诗词重新受
到了大众的欢迎。《中国诗词大会》
成了央视的名牌节目，张炜、马未
都、康震、郦波、蒙曼等一批文化名
家也纷纷著书，讲解唐诗。这是一种
可喜的现象，它一方面证明中国人
在奔波忙碌的生活中仍有一份尊重
文化、渴求诗意的顽强努力，另一方
面，这也可以说是包括唐诗在内的
古典诗词在当代获得了精神共振。
对此，郦波曾说：“所谓经典，就是可
以把它融进血脉里、骨头里，随着人
生的成长，就像造血干细胞，可以在
漫长的一生中不停地为我们提供滋
养。事实上，不论得意还是失意，站
在诗人曾经站过的地方，回眸诗人
的身影，眼前有景，心中有情，我们
的灵魂会瞬间被激活，和历史、自
然、社会、文化以及我们这个族群中
的所有人达成一种和谐共振。”

唐朝大诗人孟浩然曾说：“人事
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
我辈复登临。”我们今天登临的泰
山、黄山，历史上就有无数先贤登临
过；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留下过前
辈筚路蓝缕的奋斗足迹；我们头顶
的这轮明月，就是张九龄、张若虚、
李白、杜甫诗歌中的那轮明月。我们
触景生情，自然而然就会想起唐诗，
并怀念那些写出这些诗歌的古人。
当现实的生活场景能不断地引发我
们的怀古之思，那么，历史与现实之
间的通道也就打通了，今人与古人
也就产生了共情。今人一次又一次
地与古人共情，唐诗由此拥有了体
温，我们读唐诗的人也由此得到了
前贤的文化加持和诗意滋养。

以共情模式读唐诗
□郑连根

远方与家园
□吕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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