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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尽天下鸟！
■邹崝华
看尽天下鸟！那是萦绕鸟人
心头的一个梦。
当我瞥见《看尽天下鸟》那一
瞬，丝丝儿酸楚涌上心头，我连华
夏鸟还有三分之一没见过，居然
有人看尽天下鸟。
赶紧翻开书瞅瞅。哦，原来
没有人看尽天下鸟。
《看尽天下鸟》不过讲述一位
叫做理查德·科佩尔的美国鸟人
为看尽天下鸟穷其一生追逐梦想
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由儿子讲述的父亲的故事。
全球鸟类万余种，科佩尔的
清单 7000+，
跻身世界顶级鸟人之
列。如此傲人成绩的背后，是一
个鸟痴疯狂追鸟的人生，与鸟儿
纠缠不清的人生。追鸟是知识、
体力、意志、时间、金钱，以及吃苦
耐劳的比拼。每个鸟痴都有一箩
筐的故事，大多数故事都妙趣横
生。而本书尤其特别，作者不是
他者，而是某些事件的亲历者，他
讲起父亲的追鸟故事如行云流
水，让你读之不忍释卷。故事里
穿插着鸟类学科普、美国观鸟史、
鸟圈逸闻趣事、犹太复国运动、纽
约 市 皇 后 区 的 变 迁 、1939 年 与
1964 年纽约世博会、联合国及其
总部大楼的发展等等相关知识，
直看得你连连感叹开卷有益。然
而，最打动我的还是那浸透纸背

的浓浓父子情，小科佩尔把老科
佩尔的人生故事讲得荡气回肠，
让你读罢不禁沉思，人为什么而
活，
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
1940 年代末，纽约市皇后区，
一只褐弯嘴嘲鸫诱发了少年科佩
尔的观鸟兴趣，从此乐于此而不
为疲，
且终生执迷不悟。
褐弯嘴嘲鸫，比大杜鹃稍小，
身修长，喙细长，尾颀长，上体红
褐，下体色浅染褐条纹；栖于灌木
丛、
草原、
林地边缘，
在地面捕食无
脊椎动物；
广布北美地区。美国作
家 哈 珀·李 创 作 的 小 说 Kill a
Mockingbird（《杀 死 一 只 知 更
鸟》
），获 1961 年普利策奖，小说中
的 Mockingbird 是一只小嘲鸫，与
褐弯嘴嘲鸫同科不同属。很遗憾，
李没有以一只褐弯嘴嘲鸫作为隐
喻，它的声名便不像小嘲鸫以“知
更鸟”
之名逸出了鸟圈。褐弯嘴嘲
鸫，这只其貌不扬的鸟儿，我曾在
纽约市郊一个小树林里遇见过，
或
许科佩尔也曾在那片树林里听过
它鸣唱。
少年科佩尔天天都去看他的
褐弯嘴嘲鸫，却不能由着天性发
展观鸟爱好。他的父系母系两个
家族都是东欧犹太人，在欧洲犹
太人大屠杀前夕逃往美国。科佩
尔家族的兴旺，犹太民族的复兴，
父母亲将希望寄托在美国出生的
科佩尔家族第一代的长子身上。
他将来必须成为一名医生，这是
犹太人的传统职业。父母的期望

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心，他的学习、
爱好以及专业、职业，都跳不出医
生这个目标。凭心而论，希望孩
子未来衣食无忧，受人尊敬，过体
面的生活，不必位高权重，不必富
可敌国，更不必去振救地球，这样
的期望算不得奢求，也不算苛求。
少年科佩尔自觉背负起责任，默
默地朝着目标靠近。当天性让他
走得太远，
责任又会将他拽回来。
如父母所愿，青年科佩尔做
了医生，并娶妻生子。然而，在时
代潮流面前，大多数人都会被夹
裹进去，成为社会剧变的一部分。
1960 年代美国兴起嬉皮士运动，
激荡着 Do your own things 的吼
声，科佩尔压抑已久的天性喷薄
而出。医生科佩尔医得了他人的
身体，却医不了自己的心灵，在追
求精神自由的反叛风潮中，循规
蹈矩的人生被中断，他的婚姻破
裂了，两个相背而行的灵魂解放
了，
肉身不用捆缚在一起了。
人生寄一世，
奄忽若飙尘。芸
芸众生将苦短的人生活成别人的
样子或者别人想要的样子，
真正为
自己而活的能有几人？看尽天下
鸟，
一个声音在声声唤。青年科佩
尔如梦初醒，
用梦想交换的职业和
婚姻，不是他想要的。他思忖，自
己究竟想要干什么，
想要与谁共度
余生，什么才能给自己带来快乐。
他果敢地听从内心的召唤，
他要做
鸟人科佩尔，
将余生献给鸟类。他
开始朝着梦想一路狂奔，
物质清贫

了，精神却充盈了。他成功了，成
了超级清单记录者，
活出了一个自
己。
然而，做自己想做的事，成本
是高企的，如何在逐鸟与家庭、亲
情、事业之间踩翘翘板，需要太多
太多的断舍离。事实上，当暮年
时追忆起过去，科佩尔依然挣扎
在天性与责任的角力之间，也未
能完全挣脱出俗世的泥潭。真正
拥有恣意人生者，
屈指可数，
菲比·
斯内辛格或许可算一位。菲比是
两位清单超 8000 的鸟人之一，40
岁那年诊断出癌症，当被告知生
命只剩下六个月时，她毅然放弃
治疗，去追逐鸟类。17 年后，当即
将找到她的第 8500 种鸟时，她在
马达加斯加一条偏远的路上因车
祸丧生。她真正活出了属于自己
的人生精彩。
隔圈如隔山，
鸟人的疯狂追鸟
行为，
尤如洁癖一般的强迫症，
圈外
人或许难以理解，
于鸟人却心有戚
戚焉。一入鸟圈深似海，
看尽天下
鸟，
是每个鸟人心中的魔念。理想
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科佩尔的人
生可仰慕却难以复制，
更遑论菲比，
大多数鸟人只能将梦想深藏心底。
我也渴望像重度清单记录者
一样，着魔似地追着鸟儿满星球
跑，及至耄耋之年不因为别人而
活而懊恼。可是，尘世的羁绊实
在太多，放飞自我，谈何容易。惟
有把观鸟当作一种修行，假装活
出自己，给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

关于“错误”
的科学史
■ 刘为民
《看尽天下鸟：父与子的观鸟人
生》，[美] 丹·科佩尔著，秦颖、程恳
译，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2 年 2
月第一版，
58.00 元

混迹茫茫人海中，心底总萦绕丝
丝的孤独、
丝丝的焦躁，
是观鸟让心
变得宁静、
充盈喜悦。非鸟人，
难知
追鸟之乐。多年前一群小䴙 嬉
水的情境至今仍历历在目——十
余只小䴙 两两一组企起小脚板
比赛划水，
无邪的快乐在湖面上下
回荡，一种大欢喜霎时涌上心头，
我感动得泪流满面，
情不自禁地为
小鸟儿们大声喝彩，
内敛的我难得
如此放纵自己任情感自由倾泻。
法布尔说，
如果你不善于与人打交
道，
就躲进大自然吧。斯言诚不我
欺，在红尘里打滚，观鸟便是可以
归隐的山林，我要躲进去，躲进看
尽天下鸟的美梦里，
让污浊的蝇营
狗苟，
滚他丫的。
看尽天下鸟，于科佩尔，是一
种人生宣言，也是一种人生姿态，
于我却是一种奢望。不能够像科
佩尔一样奔走在看尽天下鸟的路
上，不时拿出《看尽天下鸟》来翻
翻，用别人的故事来装点自己的
梦境，纾解备受煎熬的心，也好。

《文心雕草》：从草木之文到草木人文
■任

芳

界的想象和思考，
情感与趣味。
撰写自己民族的植物史，对
于一个人文学者来说，无疑是一
《文心雕草：中国植物人文小
场精神的壮游。尽管有时只是毫
史》爬梳文献，
考镜源流，
给中国草
不起眼的野草野树，但就像爱德
木写传。
《诗经·摽有梅》中的梅是梅
华·威尔逊所说：
“ 只要我们愿意
子树，
而非梅花树；
《九歌》
“桂酒椒
把视界从眼前垂直下移一臂之
浆”
，
桂酒非桂花酒，
椒浆也非辣椒
遥，一辈子人生都可以投注在围
水。作者以人文观照草木，
书写也
绕 一 株 树 干 的 麦 哲 伦 之 旅 上 。”
就草中见人，
木上见文，
将草木置于 《文心雕草》的草木史之旅不止于
人之文化史中，
遂有草木人文。
一片叶子到另一片叶子的距离，
说是草木人文小史，但这背
更是心灵地域的扩张和探索。
后的文化世界是广阔而浩大的。
作者的草木之旅在历史之河
单看作者列出的参考书目，从诗
里，但并未因此而失去对生命的
骚名物、本草书、农书、园艺书、字
体贴。白色槐花曾是作者作为北
书，到笔记杂著、民俗岁时、地方
方孩子的美食与欢乐，而初到江
志……就能想象一个现代学人如
南，雪天盛开的红色茶花给他震
何大海捞针般于浩如烟海的古籍
撼。这些草木之文中，
“ 我”总是
文献中寻找一草一木的历史遗
在场。从深夜写到凌晨，从上古
迹。沉在故纸堆的深渊里，只为
写到现代，从屈原的“芳洲”写到
搞清楚古人眼里的枸杞之“枸”之
鲁迅的“百草园”，读者也就跟着
“杞”为何物，
“ 采芳洲兮杜若”的
作者一同经历柳暗花明的精神历
杜若又是怎样一棵香草……在古
程，一同感受到心灵史与文化史
老的典籍里，我们看到古人世界
中精微与宏大的场景。童年读过
里的草和树，也看到古人面对世
的故事，少年读过的诗，北方乡村

的木槿花炒鸡蛋……
虽然在传统文化史里寻觅草
木变迁的历史遗迹，
但中国现代文
学的专业出身，
也让他时时想起民
国那些人与事。在青藏高原遇见
骆驼刺，
会想起《本草纲目》所记的
边疆旧俗，
更想起《骆驼草》这本杂
志，
以及一群专心致志做书生的文
化人；写木槿花，古代辽远的事要
说，
但也忘不了鲁迅《朝花夕拾》里
的那些朝开暮落的花……
泡桐，他从《书经》的“峄阳孤
桐”
写起，
他热爱古籍古歌里的树，
也念念不忘自己和一棵树的遭遇。
深夜的街头遇见泡桐花，
他写：
“暗
夜里，
满眼白色花，
像是浮雕在夜的
黑石之上。而花，
如清澈的星空，
铺
天盖地……”
丰富而细腻的感受力，
让名物考证的草木之文也有了热情
和诗意。文字是舒缓、
诗意的，
自有
一种典雅的气质。整本书找不到一
句网络和市井流行语，
这种对文字
的坚守，
对汉语质地的要求，
也是对
心灵质地的捍卫。
不管是钦定的《广群芳谱》，

还是民间权威的李时珍，
他都要继
续探索与考辨，在学术面前，钦定
与权威皆非金科玉律。一个不复
制的心灵是有自己的殊异性的，
一
种真知灼见的背后，
都是心灵与头
脑纠缠和思辨的结果：
采薇采的是
什么？卷耳到底是什么菜？……
考辨这些生长在古籍里的旧物，
是
一个现代读书人对一种古老传统
——名物考证的延续，但也更是
一种情感——一种对文化和天地
万物的情意：每一种草木的背后，
都有着古人的生活与心灵，
他热爱
那些生活与心灵。
“余生无所好，唯嗜花与书”，
清人陈淏子在《花镜》序言里的这
句话，作者常常提及，这也是他热
爱的生活。他在露台上养花栽草，
每天去看它们，
和读书一样是他的
日常。他热爱鲁迅的百草园和三
味书屋，
他也用草木和草木之文建
构着自己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
沉浸草木人文，并非躲进草
木丛中象牙塔里做隐士，做悠闲
有趣的草木之文，他有明确的身

《文心雕草》，
马俊江著，
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2022年5月第一版，
69.80元

份定位——读书人。执拗的读书
人是书呆子，书呆子总是有话要
讲 。 从“ 文 与 心 ”到“ 学 与 文 ”两
辑，我们都能看到一个书呆子在
历史之光的烛照下，对当代中国
生活的思考。入之以草和木，出
之以文化与思想，细腻的感觉、体
验，加上理性的思辨，构成了他参
与世界的方式，
简单而纯粹。
对自然草木的感受和诗性描
绘，对文化的求索与回归，共同构
成了这本《文心雕草》。草木世界
与历史文化都浩渺如宇宙，一本
书无法穷尽，但它至少给读者呈
现了一种新的认识视角……

由著名科学史
家范岱年审校的潘
涛 译 著《爱 因 斯 坦
的错误》在卷首列出
“爱因斯坦的错误年
表”，说明某些科学
史也许正是“错误”
的变迁史、
纠错正误
的发展史。
书中指出：
爱因
《爱因斯坦的错误：
天
斯坦 1905 年奇迹年
所写的每一篇论文 才的人性弱点》，[美]汉斯·
都有错误；海伦·杜 C.欧翰年著，潘涛译，范岱
卡斯在爱因斯坦死 年校，新星出版社2022年
后收集的爱因斯坦 5月第一版，69.00元
科学论文的清单中
大约有 180 篇原创
文章，
其中约 40 篇都
“包含错误”
。并且，
爱因
斯坦常常坚持自己的错误，
这不仅表现于他在
“质能关系”
的推导中反复犯错，
而且，
在 1905
年的论文发表近五十年后，
他仍然坚持对
“同
步”
的误解。
尽管如此，爱因斯坦毫无疑问是 20 世纪
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他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
“仅次于牛顿的第二个伟大物理学家”
。事实
上，
爱因斯坦的许多错误也
“都是令人惊讶”
的
“阶段性成果”
，
在指引爱因斯坦奔赴那些具有
颠覆性的
“科学革命”
理论方面，
起到了开创性
的奠基作用。
最有成效的是他提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
相对论时的两个错误——他对时钟同步的误
解，
促使他引入关于恒定光速的臆测——这又
带给了他关于
“洛伦兹变换”
“长度收缩”
“时间
延缓”
等等丰富的其他新成果的思想
“结晶”
。
最广为人知的是：
他的错误的或至少是
“有缺
陷”
的等效原理，
使他发现了广义相对论。
《爱
因斯坦的错误》以轻松调侃的笔调，
深入剖析
了爱因斯坦在犯
“富有成果的错误方面的非凡
才能植根于他的精神、
习惯和个性——他的斯
瓦本人的沉思习惯，他对解决问题的深刻直
觉、灵感和神秘的进路，以及他独立、叛逆和
固执的性格”。爱因斯坦尤其清楚“非理性
过程在科学发现中起着重要作用”。他在自
述里写道：
发明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
尽管最
终的结果总是联系着一个逻辑思维结构。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爱因斯坦本人给我们
提供了他
“犯错误的精神病理学的线索”
。比如
说灵感为想象力打开了更广泛的可能性，
但也增
加了出错的风险。爱因斯坦最重要的是他
“不知
不觉利用自己错误的惊人技巧”
：
凭借直觉和对
物理世界深刻的神秘洞察力，
他完成了
“梦游”
般
的奇迹，
一次又一次从失败的夹缝中夺取胜利。
就像科学史上的另外几位伟大科学家如哥白尼、
开普勒、
伽利略、
牛顿等等——都是用
“错误作为
垫脚石和捷径”，最后达到了自己的科学设想
与目标。
历史淘汰谬误，
实践验证真理。也许，
我们
可以从爱因斯坦对“统一理论”
的执着中吸取教
训——他为此孜孜矻矻、
不弃不舍地花费（
“浪
费”
）了三十年（甚至更多）时间，
而作为对比的是，
发展出狭义和广义相对论，
获得伟大的历史性
成功，
他只用了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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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传记的历史性和文学性
■李光杰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是
鲁迅先生对《史记》的经典评价，
道出
了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应该做到历史
性和文学性俱佳。传记作为历史书
写最古老的形式之一，
承载着读者两
个方面的期待：首先，应该是真实的
（历史性），然后又必须是可读的（文
学性）。回顾传记的发展历程，不难
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传记写
作的讨论都主要围绕着历史性和文
学性展开。而读者视角的真实性和
可读性，
则是评判传记撰写水准的最
重要的尺度。
在中国，
先秦两汉时期以
“传”
命
名的文体主要是给经做注释，即解
经。魏晋以后，
传记开始逐渐发展为
以人物传记为主，
并且发展出偏重文
学和偏重历史两条路径，
分别隶属集
部和史部。司马迁的史传写法为古
典时期的传记树立了典范，
讲究对史
料的鉴别、甄选、剪裁、组织，语言精
练，人物鲜活，细节生动传神。传统
传记是在接受西方传记影响后走向
现代化的，以梁遇春、胡适为先导的
学者倡导保持传记的真实性的基础
上，要增强其文学性，好的传记应该
兼具历史性和文学性。
刘兵教授在他的科学编史学著
作《克丽奥眼中的科学》
（商务印书馆
2021年版）一书的第十二章详细回顾
了西方传记发展的历程。书中叙述

西方传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5 世纪
古希腊诗人希俄斯的伊翁为当时的
名人所撰写的传略。在漫长的发展
过程中，传记在形式、风格、撰写方
法、
强调的重点等诸多方面都经历了
巨大的变迁。书中引述《不列颠百科
全书》对传记的形式的分类，排除自
传，
将传记分为两大类，
即
“根据第一
手知识写成的传记”和“根据研究编
写的传记”
。前者的作者往往与传记
主人公有某种关系，
后者则更是我们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所关心的。对于
“根据研究编写的传记”
，
又可以从不
同的角度再分类。据撰写方法的相
对客观性，它们可以分为以下 6 类：
资 料 性 的 传 记（informative biogra⁃
phy），它是传记中最为客观的，仅仅
通过资料证据来展示传记主人公的
生平，除了对资料进行选择之外，作
者避免任何形式的解释，
这类传记大
多可以成为后来的传记作者的原始
素材；评传（critical biography），是学
术性和评论性的，
作者要按学术规范
通过对原始材料细致的研究写出，
不
允许任何虚构，
作者的目的主要是评
价传记主人公的工作和展示其生平，
这类传记通常只能吸引专家的兴趣；
“标准”传记（
“standard”biography），
它是传记文学中的主流，
在客观性和
主观性之间保持一种均衡；
阐述性的
传记（interpretative biography），虽有
一定的依据，但却是主观性的；小说
化的传记（fictionalized biography），
可以自由地进行虚构，
凭想象来撰写

场景和对话，
而且往往是根据二手材
力解读传主的科学思想形成背后的
料在粗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
传记式
诸多社会因素之间的关联，
而这种关
的 小 说（fiction presented as biogra⁃
联并非可以抽象出一定的逻辑关系，
phy），
完全是虚构的小说，
只不过以传
而是受到个性的、
心理的各种复杂因
记形式写成而已。这种现代眼光的分
素的影响。
“ 把传记主人公生活的不
类，
主要依据的是作为历史性的客观
同方面综合成单一的一幅有条理的
真实和作为文学性的虚构，
二者所占
画面”
需要传记作者具有洞幽烛微的
比重的大小。这里面的文学性是指站
观察力和判断力。理论上说，
历史是
在历史性的反面即虚构，
与梁遇春和
无法还原的，
所有对过去事件和人物
胡适提倡的文学手法是有区别的。
的解读都是一种臆测。这么看，
即使
在历史性和文学性上追求平衡， 建立在可靠而翔实的历史资料基础
并非简单的平等用力，
而是需要根据
上的传记，
也都是传记作者二次加工
所写的传记类型精微把握，
对于传记
后重构的图景。科学家传记的历史
的作者是极大的挑战。科学家传记
真实，是存在于作者和读者心中的
是传记中较难把握的一种类型，
因为 “彼岸”
，
抵达
“彼岸”
的过程是一场苦
它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对
修，
其难度可想而知。
写作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克丽奥
困难之二是如何在真实的基础
眼中的科学》
（P265-266）一书通过
上满足读者对可读性的需求。科学
引述汉金斯《捍卫传记：科学史中对
家传记通常采取一种被称为
“生平加
传记的利用》一文的观点总结科学家
学问”的形式，其特点是详尽地包括
传记撰写的三个基本要求：
一必须涉
传记主人公的生平与工作的各种材
及科学本身；
二必须尽可能地把传记
料，卷帙浩繁，作者亦不参与过多的
主人公生活的不同方面综合成单一
解释。这样的科学家传记最大限度
的一幅有条理的画面；三要有可读
保留了历史性，却欠缺了文学性，把
性。认为满足这三个要求的科学传
大多数一般读者排斥在外。
记才是理想类型的。
但最难的是兼顾历史性和文学
最突出的困难也许来自于传记
性。如果过多迎合读者阅读兴趣，
让
作者自身的素养、才情、能力。科学
科学家传记变成一种低门槛的通俗
家传记的作者不仅要能够深入理解
读物，
就像杨振宁先生在清华大学科
和掌握传主的科学工作，
有能力阐释
学史系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我们的科
传主的科学思想、理论，还要全面地
学史写作为什么不成功》中说的：
“这
了解传记主人公所处的时代、
社会及
种科普的东西，大家随便写写，缺乏
各种有关因素。单单具备这样的知
学术性。我们还有一个很流行的名
识素养还不够，
还要求传记作者有能
词叫传记文学。写的人嘛，
觉得既然

是文学，就可以增加一些杜撰的情
节，
使得文章看起来好像更能够吸引
读者，
但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传统。
”
如何在通俗可读和严谨深刻之间寻
找一种平衡，
才是科学家传记写作者
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好的科学家
“中外科学家传记丛书”
（第一
传记，
“ 更倾向于建构另外一种意义
辑，10 册 ），王大明、刘兵、李斌主
世界，
用一个故事将公众引入具体情
编，大象出版社 2021 年 6 月第一版，
境中，
使得科学的种子能够在观众心
237.00 元
中生根发芽，
科普一头连着实验室中
的地方性知识，
一头连着广大公众的
为切入点，
娓娓讲述，
并阐释探索、
发
现实生活”
（王永伟、
刘立：
《科学家传
现与创造历程及其对人之观念和社
记：
科学史VS科普》，
《科学教育与博
会进步的影响。所塑造的科学家形
物馆》2018年第1期）。
象立体、真实，可以增进读者对科学
笔者曾经对近些年图书市场上
家的科学思想、创新方法，以及他们
科学家传记阅读状况进行调查，
发现
的科学精神和品格作风的了解。举
和热度较高的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相
个例子，
玻尔是量子理论史上最重要
比，
科学家传记的销量明显偏低，
其中
的科学家之一，
“ 中外科学家传记丛
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的原创科学家传
书”中，为其作传的戈革先生也是国
记整体质量不高，
正如杨振宁说的那
内研究这段科学史和玻尔最权威的
样，
科学家传记的撰写总体上是不成
专家，
他曾翻译了十余卷的《尼耳斯·
功的。读者到底需要怎样的科学家传
玻尔集》。真正的专家为自己研究领
记？简单地说就是内容是科学的，
阅
域的科学家作传，
才能写出信实可靠
读体验是舒适的，
也就是本文前面讲
的作品。同时，
戈革先生人文修养和
到的历史性和文学性俱佳。就此而
文字功夫极其了得，其作品不但可
言，
大象出版社去年出版的
“中外科学
读，
而且颇耐品味。
家传记丛书”
或许值得关注和讨论。
总而言之，笔者的看法是，历史
该丛书是《自然辩证法通讯》杂
性和文学性（或曰真实性和可读性），
志四十年来科学家人物评传栏目文
应该是科学家传记写作追求的目标，
章的选粹，
作者都是对传主的科学贡
献和生平有着深入研究的科学史家， 也可以作为评价科学家传记作品成
败得失的标准。
各篇评传都是从浩如烟海的科学史
中，选取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启发性，
（作者为大象出版社编辑）
同时兼顾故事性与趣味性的人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