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科学家们的精神

成为年轻人向上的标杆

“我们想得最多的， 是怎样创作才能对得

起科学家，才能对得起《丛书》编委会寄予的

厚望，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丛书》签约

作家、省作协副秘书长孔海蓉女士说。 在半年

多时间里，他们兵分多路，用一个生命去感悟

另一个生命， 去探寻科学家独特的心路轨迹，

去追溯往事背后的艰辛历程，去采撷精彩鲜活

的生活细节。

在路上的作家们， 有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意

识：了解贵州，不能仅限于了解黔山秀水，也不

能仅限于让大家看到改革成果和科学技术成

果给贵州人所带来的物质层面的改善和进步，

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综合性、互动娱乐性的各种

展示宣传和网络宣传上，还应该多营造一些可

让大家接受的贵州科学精神和拼搏精神，启发

人们去深入思考何为贵州精神？ 贵州科学家在

这块热土上如何工作？ 在何种驱动力下去从事

创新创业？

前期工作中， 由于部分入传但已逝的科学

家除网上有简单资料外， 其他几乎一片空白。

比如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简称 “地化

所” ）侯德峰、涂光炽、刘东生、郭承基等几位

著名院士。 对此，地化所专门安排了半天时间，

由欧阳自远院士与编撰作家、编辑集中交流座

谈，提供了翔实的信息和线索，讲述了许多关

于他们的生动故事和对贵州对国家的历史性

贡献。

“在写作过程中，科学家们志存高远，日积

跬步以至千里的风范，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强大

的力量！ 虽然我们无法完全还原科学家们所经

历的风雨和内心的情感，但是我们深信，为科

学家立传，就是为科学立言，为强国立威。 ” 这

是《丛书》签约作家李祥霓、涂万作、宋小竹、

刘燕成等共同的心声，“我们力争以独特的视

角， 去谱写这些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的奋斗之

歌、奉献之曲，让读者在阅读中，情感产生共

鸣，灵魂更加接近。 我们希望，能用与科学成果

同样珍贵的人文精神，为年轻一代树立积极向

上的标杆。 ”

“嫦娥之父” 欧阳自远、空间结构领

域权威马克俭、农药界“大咖” 朱宝安

……包括十七位两院院士在内的十九位

黔籍或在黔工作多年的杰出科学家 ,在

我省首部记录科学家的传记类丛书《贵

州科学家传记丛书》（以下简称 “丛

书” ）第一卷中集体亮相。

十九位传主的学术研究涵盖地球化

学、冶金物理化学、矿床学、环境地质学、

结构工程学、天体化学与地质化学、草地

农业学、农药学、太空科学等多个自然科

学领域。 他们所在的自然科学领域可谓

是面对“天地” 做“上天入地” 的工作，

对未接受相应学科训练和科普教育的大

众而言，在“天地” 上成就卓越的科学

家，只可远观。为此，《丛书》编委会特别

聘请省内十六位作家为这些科学家立

传。《丛书》里科学家们在讲述各自科学

故事的背后，却有着共通的贵州情怀，以

及殊途同归的科学人文精神———引用欧

阳自远院士的话说，是十二个字：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自主创新。

7 月 9 日，随着《丛书》第一卷在贵

阳首发，《丛书》第二卷、第三卷的编撰

工作也正式启动，已收集整理、研究确定

入选的贵州杰出科学家近五十名， 其中

两院院士十一名， 采访线索的梳理和签

约作家的遴选正在进行之中。按照规划，

《丛书》以明清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

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发展时期四个时段

为主线， 在第一卷即两院院士卷的基础

上，将陆续出版《贵州改革开放时期杰

出科学人物卷》《新中国建设时期贵州

杰出科学人物卷》《贵州民国杰出科学

人物卷》《贵州明清杰出科学人物卷》。

《丛书》计划五年时间内完成，共涉及一

百余位杰出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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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15 日下午 3 点，

旅行美食作家蔻蔻梁将携新作

《假装好吃》和《旅行的尴尬》二

书与筑城读者见面， 分享旅途中

的美食与知识。 感兴趣的读者可

前往互动。

蔻蔻梁本名梁春雪，9 岁就确

定了环球旅行的梦想。 她原为南

方都市报城市杂志中心首席编

辑，长期写美食和旅游专栏，辞去

媒体工作后开启了她梦的旅程。

在她看来，旅行，不止于旅行；吃，

也不止于吃。 所有这些，都将回归

于生活，这些都如实记载在《假装

好吃》和《旅行的尴尬》两本书

里。 （本报记者 郑文丰）

一代新人的寻梦与追梦

———大型花灯戏《云上红梅》创演侧记

7月 15 日西西弗书店———

旅行者蔻蔻梁传授旅途法则

在一曲清亮的童声演唱《月亮船》中，大幕拉开，眼

前的水车、山道、老树、苗家木楼将观众带到贵州丹寨的

美丽场景里，欢快优美的花灯歌舞中，一个感人的故事慢

慢展开……

7 月 4 日， 国家艺术基金 2018 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

助项目、贵州原创大型花灯戏《云上红梅》在贵州饭店国

际会议中心成功首演。观众以感动的泪水与热烈的掌声，

表达了对这部戏的肯定。

现代花灯大戏，讴歌最美乡村医生

《云上红梅》是贵州省花灯

剧院主创， 主人公李红梅是以我

省“最美乡村医生” 李金梅及众

多长期服务于贵州山村的医务人

员中提炼出来的典型艺术形象。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讲述

了品学兼优的小镇姑娘李红梅在

人生的几次选择中， 毅然扎根大

山，奉献自己青春岁月的故事，表

现了普通人寻梦的理想与追梦的

奋斗精神。

该剧自 2016 年获国家孵化

项目至今， 已经修改 30 多个版

本， 在故事情节与舞台艺术上精

益求精，更加注重人情美、人性美

与布景的结合， 今年又入选国家

艺术基金 2018 年资助项目。

该剧创作的主要特征是年轻

化、本土化，本剧主创、主演团队

的平均年龄仅 30 岁。 编剧为我省

青年剧作家余妍洁， 她曾担任中

国首个侗族音乐剧《嘎老》和多

项舞台剧、电影、电视剧、广播剧

的编剧； 导演由该院国家一级导

演苏捷担纲； 作曲为该院民族乐

团青年作曲苏宇涵； 男女主角分

别由该院优秀青年演员蔡妙禧、

曹礼杰出演，是一部“百分之百青

春版本土原创” 剧目。

“这是近二十年来贵州花灯

大戏中鲜有的现代戏及现实题

材， 也是我省第一部讴歌乡村医

生的舞台作品，更难得的是，这部

大戏的主创团队全部由我们院的

年轻人担纲， 这也是十多年来的

首次。 这不仅标志着我们院具有

自主创排的实力，还以戏代培，让

剧院拥有了长效生产力。 ”《云上

红梅》剧项目负责人、贵州文化演

艺集团副总经理、 省花灯剧院院

长邵志庆说。

演出中， 观众随着剧中人韵

味十足的唱腔、自然投入的表演，

被带入剧情， 情绪随着主人公的

命运而起伏， 为这位乡村医生的

情怀和梦想所打动， 多次感动流

泪。 “这部戏故事感人，人物塑造

生动可信，唱腔优美，舞蹈好看，

舞美精致， 整个剧有着浓郁的贵

州特色。 真心为我们能有这样优

秀的本土原创作品叫好！” 专门从

金阳赶来看戏的苏旭说。

“这是一部条理清晰、生动感

人、基础很好、有探索性的作品，

前景无限。 ”“一个年轻的班子有

着完美的追求与创新意识， 很难

得。 让我们欣慰地看到，贵州花灯

后继有人。 ”“这些年多个优秀剧

目的产生让我们看到了贵州省对

文艺创作的重视， 也看到了贵州

演艺集团在出作品、 出人才方面

的巨大努力……” 在 7 月 5 日省

花灯剧院举办的专家研讨会上，

来自我国及我省的知名戏剧专家

纷纷表达出对《云上红梅》的感

受，并提出希望与建议。

特意从北京赶来观看首演的

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 副主席季

国平， 见证了贵州省花灯剧院二

十年来的发展壮大，从《月照枫林

渡》到《盐道》，再到最新创作的

《云上红梅》，他感触最深的是剧

院全体演职员精神面貌的变化：

“近年来贵州省花灯剧院在全国

异军突起，成绩引人注目。 通过这

三部大戏的创排， 让人看到了剧

院的实力与活力， 看到了剧院的

未来， 看到了贵州省对文艺创作

的重视。 《云上红梅》清新可人，

该剧的最大亮点， 就是创作团队

全是剧院自己的年青人， 非常可

贵！ ”

中国剧协秘书长崔伟对该剧

的评价是：“先进性、时代感、正能

量。 ” 他认为，剧中人的思想情感

观，在当今社会具有独特性。 全剧

保持了对生活的真实呈现， 对精

神的提纯展现， 是一种特别朴实

的崇高感，让观众可信、可触；艺

术表现独特， 体现出贵州省花灯

剧院已形成越来越鲜明的艺术风

格。

中国剧协副主席、 著名剧作

家罗怀瑧说，“很欣慰， 看到贵州

省花灯剧院的一代新人接过了院

团老一辈艺术家的担子， 希望剧

院青年一代不光是传承花灯戏的

一代， 更要成为推进贵州民俗发

展的一代。 ”

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王

蕴明充分肯定了贵州省花灯剧院

不断追求创新的精神，“我被一个

干事业的团队所感动！ ” 王蕴明

说，《云上红梅》以贵州花灯戏的

样式、鲜明的艺术特色、浓郁的地

域风格，表达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专家们同时也指出了 《云上

红梅》的一些不足之处，提出了该

剧应在地方色彩鲜明的基础上，

加强具有浓郁花灯风格的经典唱

腔； 人物情感还有值得挖掘的空

间等修改建议。

项目验收专家罗运琪、马军、

潘伟行也分别提出了如何让贵州

花灯戏更具备贵州特色， 花灯戏

唱腔怎样传承发扬等建议。

据悉，《云上红梅》计划演出

27 场，首演之后将到遵义、习水、

开阳、 仁怀、 水城等贵州各地巡

演。 本报记者 赵红薇 文 / 图

鼓励新人创新，花灯艺术未来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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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起，中国科协联合中组部、教育

部等 12 部委组织实施老科学家学术成长

资料采集工程。 2016 年下半年，贵州省政

协原副主席、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会

长班程农牵头，开始酝酿《丛书》的立项，

作为“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的响应与延续。

《丛书》在总体定位上，让杰出科学家

的个人史、 群体演进史与六百年贵州建省

史互相对话、互为参照。 《丛书》执行主编

孙保华先生介绍， 编委会抓住贵州建省六

百多年“移民” 大省的特点，从贵州近现代

教育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入手梳理了四个

重要的历史发展节点： 明清时期 “改土归

流” ，大量“流官” 入黔带来的先进理念；民

国乃至抗战时期，内地八所大学西迁贵州；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三线建设对贵州的历史

性贡献；改革开放四十年，贵州教育科技步

入发展的“快车道” 。 四个阶段中，大量外

地人才进入贵州，其中不乏有学识、有能力

的人才， 他们构成了贵州杰出科学家的主

体。 “在此大背景下，我们对杰出科学家的

相关线索、成长历程、突出贡献和历史影响

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收集整理， 对贵州杰出

科学家有了整体的认识， 进而形成了 《丛

书》编纂出版由远及近、分步展开的工作脉

络。 ” 他说。 编委会在前期工作中制定了

“贵州入传科学家简表” ，包括入传科学家

的工作经历及主要贡献、 科学家及家塾联

系方式等， 为下一步的传记写作搜集了第

一手资料。

2017年 5 月，《丛书》确定编撰方案并

正式启动，根据方案，《丛书》第一卷是整

部丛书的开篇， 要集中贵州科学家的精

华，在入传对象上，原则上定位在贵州生

活 5 年以上或贵州籍贯的著名科学家。 经

过反复斟酌，编委会初步选出了符合条件

的二十余位科学家名单，最终落实十九人

入传，入传科学家年龄最大的为 1917 年出

生、最年轻的 1963 年出生，横跨整整半个

世纪。 当月月底，《丛书》编委会与省作协

合作， 聘请首批十六位作家作为撰稿人。

他们的目标是，浓缩展示贵州建省以来六

百多年间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贡

献的杰出人物的精神风貌，总结贵州近代

科技发展的经验和优秀成果，围绕科学技

术进步和创新创业的主题，将创新驱动发

展在贵州引向深入并提供有益启示。

A

科学家个人史

与贵州建省史相参照

B

感受科学家们

浓浓的乡土情怀

签约作家在交流过程中有个共同的 “热

门” 话题，那便是传主的贵州情怀。

“我的户口还留在贵阳。 ” 欧阳自远院士笑

着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北京方面发来的调令

一直没有断过，直到成为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

“嫦娥之父” ，欧阳院士依然留在贵州。 他常年

在全国各地进行科普讲座， 讲座上常常天上地

下， 讲到地球时不时会穿插和贵州有关的地形

地貌作例子。有人开玩笑说：欧阳自远院士是让

月球和地球记住贵州的人。

“中科院地化所设立在贵州， 我与贵州也

结下了五十多年的特殊情缘。贵州是我的根，植

物没有根，便会枯萎。 ” 欧阳院士说。 欧阳自远

院士注意到，《丛书》第一卷十九位入传科学家

中，十一位出自中科院地化所。“其中四位是我

的师长辈， 四位是我的同辈， 还有我的学生

辈。 ” 在他看来，“师长辈们在解放前树立了

‘科技救国’ 的光辉典范，我们这一辈和学生辈

就要沿着先辈的步伐，走向‘科技强国’ 的路

程。 我一生从事科研工作， 明白中国科技工作

者只有一条路可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

创新。 ”《丛书》中，作家沈仕卫写了这么一段

话：“欧阳自远探索星月世界， 从地球出发，具

体讲，也是从贵州启航，因为这里是他的学术基

地，这里是他的根。 ”

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克俭毕生致力的领域是

“空间结构工程研究与设计” ， 用他自己的话

讲，“就是用最少的钱盖最好的房子。 ” 马克俭

院士号召我省科学家走贵州科学之路，“结合

贵州实际，发挥自身特长。 ”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马克俭的创

新研究成果及应用， 在空间结构领域崭露头

角，省内外但凡有大跨度的公共建筑，业内人

士就会想起贵州的马克俭， 于是就有一些外

省的单位动起了把马克俭这个 “建筑设计宝

藏” 挖走的念头，高校研究机构、民营企业都

发出邀请。 马克俭的回复一以贯之：“谢谢你

们，我哪里也不去，我舍不得离开贵州，就在

贵州干了。 ”

“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有乡

土情怀。 ” 孔海蓉感慨地说，作家需要讲述的贵

州科学故事、需要展示的“贵州骄傲” 还有很多

很多。

C

欧阳自远（左）、马克俭两位院士为《丛书》第

一卷揭幕。

《贵州科学家传记丛书》第

一卷十九位入传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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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红梅》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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