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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观察

央视科教频道近期推出的六集纪录

片《李约瑟和中国古代科技》虽然首播时

间被安排在夜间较晚的 22 点，但依旧让

笔者眼前一亮，打起十二分精神熬夜看

完。

李约瑟是谁？1900年出生的他是剑

桥大学生物胚胎学博士、英国学术院院

士，他提出的“李约瑟之问”引发了全球

对中国古代科技和文明的全新解读。从

抗日战争至改革开放之时，他九次到访

中国，是七卷二十多册巨著《中国科学技

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in Chi⁃
na》）的主编和主笔。

这部纪录片的惊艳是由表及里的。

且不说众多航拍的中英美景画面和与之

相辅相成的知名古典音乐让人赏心悦

目，首先是片头素雅的水墨动画和散布

在各集中的水粉动画就很有特色，吸人

眼球，中国风的形式运用让这部主题厚

重的人物纪录片有了更多清新的气息。

中国历史的沧桑画面、祖国山河的优美

曲线、片中人物的肃穆肖像、敦煌飞天形

象的唯美勾勒等，无一不激发视觉上的

愉悦。还有梁思成招待李约瑟时在院子

里抓鸭子的幽默画面、再现李约瑟与生

物学家石声汉泛舟岷江之上吟诵《虞美

人·听雨》时出现的大写意中国山水动

画、还原李约瑟生命终点“最后一个春

天”的场景等都让人印象极其深刻。

再就是片中出现了大量从未公开的

史料和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冷知识”。

李约瑟为了研究中国科技与文明，保

存了相当数量的图文资料。几十万

字的笔记日记中记录了他从中国西

南辗转前往西北考察沿途的所见所

闻，记录了其在当时日本占领区的缝

隙中穿行而过，为了解中国航海科技

史而遭遇的种种艰险……两千多张

索引卡片里除了科学家，还有各色人

物，比如苏轼，他不仅仅

是 大 文 豪 ，还 和 其 他 人

合作写了一本药物学著

作；比如杨玉环，她不仅

仅 是 唐 玄 宗 的 妃 子 ，还

与皇帝一起赞助过当

时的科学研究……近

四千张珍贵的照片中

有不少八十年前中国

人熟悉但没有注意细

节 的 生 产 生 活 场 景 ，

有缠绵病榻却依旧美

丽 的 林 徽 因 ，更 有 当

时 身 处 乱 世 、被 迫 西

迁至乡野寺庙中却依

旧坚持研究工作的中国“最强大脑”：童

第周、傅斯年、竺可桢等学术大咖及眼中

满含热望的高校学子们……

不过，如果只有新颖精美的“包装”

和独家的史料，《李约瑟和中国古代科

技》还不足以成为一部一流的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独树一帜之处在于它不仅故

事性强、有历史感，而且与当下中国的科

技发展现状有着紧密的关联。

我们不少人在了解了一些中外历史

知识后，总有这样的疑问：中国的四大发

明为什么成为西方破除愚昧和黑暗的利

器，成为其近代侵略中国的技术先导？

而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却成了我国老百姓

日常生活中驱邪的爆竹、罗盘成了算命

先生手中的“神器”？中国为何在近代科

学方面没有什么发展，而最终让欧美国

家“弯道超车”？其实，这些疑问李约瑟

在七十多年前考察中国之后就提出了，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之

问”自提出至今，对其的讨论浩如烟海，

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众多世界知名人士

都参与其中。但是，纪录片没有对“李约

瑟之问”进行直接的学术探讨和回应，它

只是细腻呈现了一个西方顶尖知识分子

受中国文化的吸引，排除万难为中西方

文化交流搭设沟通桥梁的故事。

近代中国科学发展的缓慢，一些学术

研究在言必称欧美理论。如何恢复我们

该有的自信，加快科技创新，实现在新时

代的“弯道超车”，纪录片通过李约瑟的故

事从两方面做了润物细无声般的回答：

首先是对本国文化和本职工作的热

爱，这种热爱应该是一种执着，但不是偏

执和投机。李约瑟来中国之前还未满 40
岁，却已经是明星学者。他因为对中国

文化的喜爱，甘愿抛弃大好前程，奔赴当

时正在饱受炮火蹂躏、十分危险的中国

考察；其次是李约瑟的学术研究方法和

路径是有借鉴意义的：刻苦的学习、实地

的调研、大量原版书籍的参考阅读、严格

的自律等。

以史为鉴，承前启后，把握当下。中

国有着辉煌的过去，但《李约瑟和中国古

代科技》并没有刻意表现这些，体现出一

种大国无须证明和争辩的自信。它只是

通过一位学者的故事给了观众一道科学

的光芒，照亮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科学光芒照亮我们前进之路
——观纪录片《李约瑟和中国古代科技》

□ 刘 毅

新作快评

“人就是树，树就是人！”这是四集广播连续剧《信念树》中等待
丈夫 50年的红军遗孀梅娘的心声。这部剧取材于一段真实的历
史，这段历史的波澜一直延续至今，涉及一个村子或家族的四代
人。他们延续着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基因中积淀的是一种生生
不息的坚定的革命信念。这股信念历经 80多年而未改变，以四集
的广播剧来讲述宏大历史变迁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可谓不易，这
样的革命题材年代剧听来感人至深，更是难得。

当年江西瑞金叶坪乡黄沙村华屋的17名年轻的红军战士出征
前，每人在华屋的后山上种下一棵松树，并留言：如果有人牺牲了，
活着的人归来后要帮助牺牲的战友孝亲敬老。革命终于胜利了，
然而这17位红军战士已经血洒疆场，再未回还。17位战士的亲人
们继承了他们的信念，历经几代始终不渝，17棵树被乡亲们命名为
信念树！而今华屋后山的 17棵苍松已成参天大树，注视着穷乡僻
壤的华屋村演变成了花团锦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编剧听闻这段历史后为其中所涉及的人物命运所感动，不仅
肃然起敬于逝者的义无反顾壮烈牺牲，也为梅娘这样的红军遗孀
至死不渝的爱情坚守而心动不已。而剧中华崇山、华红军这样的
红军后代继承先烈遗志，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时期，始终不忘

“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红军精神，以 17棵苍松蕴含的革命信念激励
自己，用建设美丽家乡的实际行动来告慰先烈的在天之灵，听来也
令人感慨万千。

广播剧在电视诞生之前甚至之后都是一种重要的媒介艺术。
二战结束后，欧洲的广播剧曾经独领风骚，出现了许多思想性艺术
性俱佳的广播剧作品。如德国著名的反战广播剧《大门外边》就曾
因对纳粹战争罪行的深刻反思和极高的艺术成就而轰动整个西方
世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的荒
诞派戏剧家贝克特（其著名荒诞派戏剧代表作《等待戈多》享誉世
界）甚至创作过15部广播剧，可见广播剧影响之大。近些年随着中
国互联网的普及与兴盛，出现了“喜马拉雅”“云听”和“小红书”等
听读类APP，以满足开车族群体的休闲娱乐需求，广播剧成为新时
代重要的融媒体文化产品。疫情发生后，该剧的编剧兼导演阚平，
就曾经用 72小时编导并制作了融媒视听剧《凡人小林》，开创了疫
情时期云端联手、隔空制作的新模式，并成为新媒体的爆款产品。
此后由中国广播剧微剧研究会联合全国几十家广播媒体采用云制
作的方式，向全国听众推出了《八方驰援》的广播连续剧，听众反响
强烈，对全民抗疫起到了极大的精神激励作用。

回到广播剧《信念树》，其实与该剧有关的这段历史资料不
多。尤其是 17位年轻的华屋红军烈士，人们对他们参加长征后的
具体革命经历所知阙如。正如剧中所示，他们的烈士阵亡通知书
也是时隔几十年之后才送到烈属手中。梅娘就一直相信26岁时出
征的丈夫华钦才还会回到自己身边。尽管她也做好了丈夫可能已
经牺牲的准备，但没有得到正式的通知前，她总还心存侥幸。可以
想见，由于缺乏资料，剧中华钦才、樟树头、小井冈等17位华屋子弟
当年随军长征后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经历，包括华钦才的儿子华崇
山、孙子华红军三代人的经历，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和编导的虚构或
者再创造。但也正因如此，给了编导极大的创作空间和拓展作品
思想艺术深度和广度的可能。这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起自1934年红
军出发长征，华钦才、华崇宜等17名华屋子弟后山种树及告别家乡
亲人踏上征程，之后故事延展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革命老区
在新一代华屋人、大学生及驻村干部带领下脱贫致富，绿水青山变
成金山银山的时代巨变。而整个故事的叙述者，则是梅娘的儿子、
志愿军退伍军人华崇山，而他的儿子、华屋村支书华红军退休后自
驾车重走红军长征路，重温祖父华钦才革命历史，抚今追昔带领乡
亲建设美丽乡村，并终于在华红军、长林、华星、华彩虹、环保姐、小
跑男等第三、第四代华屋人的共同努力下，以华屋山山水水的历史
性巨变来告慰“信念树”象征的先烈英灵的故事。广播剧的特点是
运用丰富多彩的声音手段并充分调动听众的感知觉和艺术想象
力，在虚拟的故事“叙述者”引领下，走进人物的命运故事和情感世
界，在广播剧与听众的双向互动作用下，人物形象和其精神世界得
以栩栩如生，使艺术形象与听众一起在特定的历史或现实时空中
相伴而行。

《信念树》给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启示是，在对待中华传统和革
命历史的态度上，老百姓更加虔诚！当然某种意义上这部戏里的
老百姓又是当事人，这种虔诚具有神圣的生命意义和主流伦理价
值。创作者的创作如果从生活中知晓了这样的信息，倘若重视它，
并将其有机地融合进作品的艺术形象中去，那将会大大地提升作
品的艺术与思想价值。在《信念树》一剧中，当 17位华屋红军战士
牺牲的消息传到村里后，父老乡亲来到华屋后山的 17棵苍松下追
悼英灵，人们当即决定将这 17棵苍松命名为信念树！这一典型细
节其实本身就出自现实生活。而正是这一现实生活原有的事件和

细节，深刻地启发了创作者，催
生和触发了编导的创作灵感与
创作冲动。这样的创作过程，
我想，本身也是一次精神和灵
魂净化的过程吧！

广播剧《信念树》
的昭示

□ 路海波

3 月 4 日，江西日报副刊以连版的篇幅刊发了

《献给二十四节气的诗》。赏读这组诗的时候，世界

正笼罩在局部战争的阴影下，风雨飘摇，无论对于炮

火中奔走呼号的民众，还是千里之遥的我们来说，都

太需要一份现世的安宁与和平。正是在这样一个复

杂多变的历史时刻，诗歌尤其显示出它不可替代的

价值和独特功效——眷顾身边美好，留住精神之光

的悸动，为内心留出一方献祭与救赎的净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二十四节气入诗，可以说古

往今来，都是诗人们的一种很惯常的写作主题和创

作手法，既然是节气，书写的内容就与天地物候产

生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人与天地、自然与自然、万

物与心灵互为交织的过程里，通过诗人对于隐秘世

界的发现、发掘和发明，使这些农耕文明下诞生的

古老节气，衍生出了更多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向度，

更 重 要 的 是 它 让 读 者 看 到 一 些 新 诗 的 书 写 可 能

性。四位诗人分别以春夏秋冬为主题，四季分明，

每人围绕一个季节的六个节气进行诗题创作，可以

说通读下来，奇峰凸起，各有千秋。但共同的是，每

位诗人的书写都重新诠释和呈现了节气的生命内

质，自带畅快的呼吸和隐秘的言说。

林莉的春季一组，有很强烈的文化或者说文明

的仪式感，“可效仿古人，郊外踏青祈福”，是精神的

接续和追慕，也有思古的浓烈情怀。她对于时间形

态的把握，可谓是举重若轻，“这一日，万物初始，人

世乃新/在古老的仪式和秩序中/风吹来了”,一年初

开，只需要等待，就能感受世界真切的蠢动。她的

诗中，有很深广的物象，尽管皆为日常所见，“燕呢

喃、蝌蚪嬉水、谷粒发芽、花蕾爆裂、油菜苗萌动”，

它们都在给诗提供着一种不竭不休的驱动力量，是

向上蓬勃的自然召唤，抛除任何观念性的东西，用

最质朴沉静的及物叙述方式，达到直击心灵的真切

效果。这还不够，在《惊蛰》中，春已经不再一味的

清丽隽永，它在“青山震颤，爱意骤浓”中散发出了

史诗的光芒，在如此短的篇幅中，起承转合、腾挪律

动，显示出诗人胸中埋藏的万千丘壑与波涛。到了

清明和谷雨，林莉更往生命深处掘进，伴随着春的

消逝，也带出了对生命的思虑和感伤，“生长和消亡

同样从容/藏着一个更阔达的境界”直接抛出生死

命题，但已经感受不到死之“哀”，反而有着轮回转

圜的旷达与超然，尽管“携带着来自人类的惊雷与

忧戚”，但通篇下来，尽是季节自带的韵律节奏，寓

“重”于“轻”，向“死”而“生”。

和林莉相比，漆宇勤的这组“夏”同样展现出季

节本身的诸多特质，绮丽幻境、情绪的推拉、具象和

抽象的置换、时空之外的审视。六首诗皆蓬勃而热

烈，丰沛与湿濡。在语言上，笔者觉出有很多肢体

的细腻触感，和爱情、亲情、乡情的巧妙结合，营造

出更多姿更丰富的情感体验。“小兽慌乱的爱情”与

“她那雀跃的天真让春天的末尾美出新的高度”，对

于立夏这个节气的阐释，充满了诗人个体感知的奇

妙隐喻，也带有某种揭示性的抒情——诗，即揭示，

感触与体悟之后获得的生命印记。他将爱情置于

初夏的时空，因情赋形，因形抒情，写出了很舒服的

贴合度和肌理感。在《小满》中，诗人有种对白式的

叙说，在时间和雨水的糅合下，将这种词语的内在

关联进行了重新梳理，“少年人”“长翅膀的软体动

物”，他们并非只为自己孤傲地生长，也为这满眼葱

翠，为这能赏识到美好的瞬间而存在，就像诗人写

的“时节正好，将满未满的情感”，读来让人心头释

然，也有别样的宽慰。诗人习惯用相对长的句式来

达到一种形式上的气息充盈，如“忙于种植庄稼的

人也在种植水面倒映的天空”“星光垂落的草本刺

莓尝一口便有久违的酸涩”等，诗行的整饬，带来情

感流露的节制和规整，对表现节气的意义上，我想

是有强化推动的显性效果。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

拉美讲“诗人将主动权交付给词语，词语因彼此不

一致而互相碰撞，并由此而运动”，漆宇勤的诗中就

时常会有运动中词语的强力撞击。“只有草药般的

生命才能理解夏至”“只有云朵足够白足够蓬松”

“属于我的大暑被留在三十年前的乡村”，当诗人打

通时空与个体生命体验之间的隧道后，就像是在为

节气这一古老的“泥菩萨”重塑现代性的“金身”。

如果非要把个人气质靠到某种季节上，林珊之

于秋，应该说是实现了一种个人叙述色彩和天地自

然气象的抵达与契合。在她的这组秋的诗里，不需

要费尽笔墨写“秋”本身的缭乱物象，就已经营造出

深浓的秋之意韵、秋之情怀、秋之品质。舒朗冲淡

的叙述节奏、简明洁净的语言风格，在这组诗中萦

绕不散。《立秋》中的离别与相逢，《处暑》中的亲情

与惦念，《白露》里的重返和泪下，都在以“悲情”的

语调述说“欢喜”的生命细节。每首诗里，几乎都能

摘出几句，让人怦然心动，又反复咀嚼的句子——

“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吧”“你的衣襟和脸庞/沾满

了/吹拂过我的/秋风”“再没有什么/会比人世里的

重逢/更令人满心欢喜/又潸然泪下”。林珊不愧是

依景造情的一把好手，她对诗歌中故事性线索的把

控处理，是独门绝技，既能不厌其烦地精妙打磨，又

让人读来觉得浑然天成，有时候这凭借的不光是单

纯的诗艺了，更关键的我想是她在情感化的诗歌意

象中，找到了某条登堂入室的“密道”。诗人运用意

境来创作带有矛盾、纠葛、痛苦和幻灭的诗歌风格，

往往有种不费吹灰之力的“厚重”和“毁灭”，对于秋

的整体萧条和肃杀的氛围烘托，是完全有着血液般

的认同。“你爱过的人正走在遥远的路上/他带给你

的灰烬无处安放”，面对“秋分”时节，这种句子既有

展现对于消亡本身遗忘的功能，又让人激发出剧烈

的痛感和对时间流逝的深情。林珊之爱，其实是人

与万物自然之间的呼唤与回应，她在诗中的“你”和

“我”，也可以视同为她的诗性自传，那么这种若即

若离，将自己的情感密码深植其中的写法，换来的

是读者对于林珊作品纯粹的欢喜。就像《霜降》中

的那句“我一无所见/辗转千里/我从未与你相逢”，

无论悲欢离合、得失与顺逆，诗人始终与尘世保持

着谜一般的距离，其实也即是诗与现实的距离。

吴素贞的这组诗里，透露的是与其他三位诗人

完全不同的味道，那便是旷达。在冬的节气中，寒

冷是与生俱来的，但同时它又是兼具纯粹、明净和

透亮的特点，在诗歌语言的把握上，有种亦古亦今、

非古非今的气息。“走失的露水重新列队”“风入骨，

大地创造空阔”，诗人通过对自然景观的强力摆布，

创造出新奇、独特的诗歌意象。在《小雪》中，“鱼儿

静止/像银色的神符”“世间所有的光在这一天聚

拢”，对于诗人来讲，这种节气的到来，犹如一次神

启，对于内在精神图景的描摹和揭示，获得了全新

的现象世界和形而上领域，超时空立体透视的效

果。但不光仅限于此，每一首中都嵌入着浓浓的

“我”的情绪样貌——“我喜欢这样的小有/和贫乏

的一天”“我悄悄擦去人世十二行凛冽的诗”，我时

常惊叹于诗人能在平常中攫取出那些绮思的模样

来，这应该是凭借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才能

诞出这些诗的异果来。她写到冬至，写的是父母在

时家庭的团聚，“一年最漫长的黑夜，我们用团圆抵

御”“父母不在，冬至仅是被年放逐的一天”。写到

小寒已切入生死的主题，深冬再往前即是覆灭和重

生，但在诗里，却表现出另一幅参禅的景观，“当薄

雪来临，一株梅树已站成禅意”“漫长岁月，我们已

经学会/承受生命里的雪”，这些都在用来自现实世

界的真实，重塑人格精神中隐含的智慧与哲思。当

我读到“一叹楚亡；二寒秦灭；三感岁末”“大风吹，

人生忽如寄”这些诗句时，似乎听到刺骨坚硬的风，

打在自己裸露的骨头上，发出的那些金属般的回

响。嗯，是的，吴素贞确立了自己的言说姿态，鲜明

的个性化语调为我们带来生命旅途中难得一见的

瑰丽的“漫天大雪”。

四位诗人把诗写中一个最重要的维度——“时

间”做了如此浪漫多姿的呈现，不可谓不精

彩。我们对于往事的回忆，对于爱和痛的传

递，对于存在与湮灭的祭奠，都能在其中找到

某种密切的对应，这是诗人带给这

个世界的礼物，也是诗歌本身焕发

出的神秘魅力。我想，真正的诗表

现的就是人对现实的反应，这个现

实既是我们眼中看见的，也是我们

通过心灵真切感应到的。那

些心灵的山水时刻滋养着这

片诗的国度，让我们时刻不要

忘却它绚烂的过去，深情注视

它可爱的今天，并且祈福它无

可限量的未来。

心灵山水的心灵山水的心灵山水的 诗写
□□ 飞飞 白白季节性季节性季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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