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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谁？

化学家在面对任何新样品，譬如以天价从
月球表面带回的尘土、从街上买回的不纯麻
药、从一千只蟑螂腺体中抽出的长生不老药，
第一个问题总是：“我得到的是什么？”这个
疑问可能比一般人想象的还复杂，因为在现实
世界里，没有一种物质是纯的。仔细观察周遭
最纯的物质，譬如硅芯片、精糖或药物，你会
发现这所谓的“纯物质”中，存有百万分之若
干的物质，是你或许不想知道的杂质。

其实物质都不纯，尤其是天然物，一般来
说，天然物比合成物更不纯。的确如此。葡萄
酒中已经鉴定出大约九百种挥发性芳香成分，
品 酒 专 家 能 辨 识 出 著 名 的 德 国 莫 色 耳
（Moselle）葡萄酒，即是由于它的混合成分
（当然是指天然化合物）所具有的特殊风味与
香气。令人好奇的是，虽然酒的成分是可定量
的化学物，但它的风味与香气，却始终令化学
家捉摸不清，这还得倚赖味觉和嗅觉灵敏的品
酒师，才能把正确的酒挑出来。

为什么天然物不纯呢？因为生物是很复杂
的，它们是演化的产物。你需要上千个化学反
应和无数的化学物，才能使葡萄树或你的身体
运作。并且，大自然是不断尝试的修补匠，确
保动植物存活的运行法则，是它数百万年以来
随机实验的结果。因而，生命织锦上的每一
处，都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子形状与色
彩。我们眼前任何运作中的事物，都是历经彼
此的拣选，再由大自然的生存实验锤炼成形
的。

因此，我们真正要问的不再是“这是什
么”，而是“这里面有多少这东西”。我们把
物质的组成成分分开来看，每一种成分就是一

种化合物；它们是稳定黏合在一起的原子群，
而这样一群原子就叫作分子。纯化合物是指由
完全相同的分子聚集而成的物质。每种化合物
的性质都不同，就像糖和盐，两者都是能溶于
水的白色结晶体，但是我们可以轻易利用其他
的物理、化学或生物性质来区别它们。

把物质的成分分离出来后，我们要鉴定这
些化合物的结构。对化学家而言，结构的意义
是指：纯化合物中含有哪些原子，这些原子如
何相互连接，以及它们在空间中如何排列。

有一群致力于分析新鲜可可香气的化学
家，以蒸汽和二氯甲烷萃取其中的香气成分。
从中鉴定出五十七种不同的化合物，其中三十
五种，以往人们并不知道它们在可可中。由此
可见，真实世界的复杂度超乎我们的想象。虽
然，这五十七种化合物并不一定都会产生可可
的香味，但这告诉我们，天然混合物到底有多
复杂。

为何对自然事物情有独钟

不管我们是谁、从事什么职业，我们都会
偏好自然的事物？我认为有许多交互关联的心
理和情感力量在运作，其中可以标出六项，即
浪漫、地位、疏离、伪装、相对量的多寡以及
精神。

浪漫：在柴可夫斯基的歌剧《黑桃皇后》
第二幕中，穿插了一段假面剧或称田园剧的
《忠实的牧羊女》。剧中达芙妮丝和寇乐在仿
莫扎特风格的美妙二重唱中，歌咏沉浸在大自
然中的欢愉。

田园剧甚至是使人远离田园事物的方式。
它以既不真实又不自然但令人着迷的方式诠释
自然的事物，因为这种矛盾，田园剧虽广为人

接受，却唯独那些真正在田野中营生的人完全
无法接受。正如真正的皇家宫廷已不复见，只
留存浪漫传统。

我们渴望的，是去接触大自然，追寻真实
的树木、稻草的芬芳和航行中清风拂面的感
觉。至于臭不可当的马厩气味或既肮脏又嘈杂
的火车站，则不是重点。

地位：合成物品真正的成功，是因为相对
于一些天然物而言，它们具有成本较低、耐用
性较高、较多变化或具有新功能等优点。这是
聚合物的世纪，大量的合成分子取代了一种又
一种天然的物质：在鱼网的材质上，尼龙取代
了棉线；在船壳的材料上，玻璃纤维取代了木
头。这种取代和新用途是一项永久的平民化过
程，在几百年前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奢侈
品以及必需品，如今有更多人能获得了。

但人类就是很奇怪，一旦得到了某些事
物，就会想要更多。或者说他们只不过想拥有
比别人更好的东西。当合成物品变得不再昂
贵，而且人人可取得的时候，对事物的品味就
出现了令人好奇的转变：时尚领导者一声令
下，自然材质就给冠上更多的精品标记。要是
他们认定棉质衬衫的质感，感觉比“永久免
烫”的混纺来得华丽，那么棉比混纺高级的说
法便开始大行其道；所以木质地板当然会被认
为比油布地毡高级，而且采用的木料是愈稀有
愈好。

疏离：堆积如山的文件，把我们与受我们
行为影响的人隔绝。围绕在我们周遭的是日渐
增加的机器，但是我们却不懂机器的运作方
式。但是对我们而言，我们只知道一按按钮，
电梯就来了。更糟的是，我们一按按钮，飞弹
就发射出去了，只有受难者才见得到血光。

合成的、人造的和非自然的事物，几乎始
终就是工厂内大量制造的物质，因为大量制造

所以廉价。为求大量制造，所以必须重复打
印、铸造或压制，而以这种方式制造的物品显
然是完全相同的。理论上它们的设计可能还不
错，但实际上却可能会因为经济的理由而牺牲
设计。

典型的量产物品，极少能显露出它所经历
的制程。例如，四环霉素这种抗生素，是从活
的微生物培养分离出来的，经过化学修饰、纯
化，并且经由优良的新式工具和装置予以包
装。但是，一瓶五十粒的四环霉素药丸，却把
这大量产物背后的创造力，和人类利用自己设
计的工具制造它们的过程，隐藏起来了。

伪装：对人类来说，造假有强烈的负面意
味。说谎话和伪装成他人都是不正当的。合成
化学世界里的物品大半是非自然的，这不仅因
为它们是人工制造的，还因为这些化学品经常
伪装成别的事物。某种程度上来说，把某些熟
悉的事物，用其他外观看来差不多、却较坚固
耐热的合成品取代，成了很自然的结果。所
以，我们会看到塑胶盘子上绘有瓷器的花样，
家具表面的塑胶皮模仿木头纹理，还有人造餐
巾会模仿亚麻、蕾丝和刺绣品。

然而，一旦模仿过度，就无可避免地令人
嫌恶，所以人们开始渴望获得真正的真品。

相对量的多寡：这世上同一件事物可能有
许多个。当第一个塑胶烟灰缸或锡制珠宝首饰
出现时，看来很有趣；但是当愈来愈多相同的
事物侵入我们的周遭，很快就会使人厌烦。大
量生产的物件给予我们的印象，就只是反复量
产罢了（这也是它在经济方面成功的主因）。

精神：是什么力量使科学家，其实是我们
大家（因为科学家与常人无异）去追寻自然的
事物？事实上，绝没有任何心理学或社会学上
的简单解释足以回答这个问题。

深具洞见的科学家马力修曾写道：亚麻布

是我们、我们的祖父母、遥远的祖先和神人与
历史所共有的，至少想象上是如此。这是一种
崇高与珍贵的感觉。因为我们属于这道生命的
长河，而且我们会记住自己并不是要冲进最终
的海洋。树木和石头对我们而言也是如此，每
日与它们的接触，提醒我们还有其他形式的生
命，还有远在人类尚未宣告来临时，地球就已
经历的各个时期。像我们架子上的陶器，就正
对我们诉说着别的地方、别的部落和别的需
求，以及诉说关于陶土的事。

生物学家威尔逊，曾提出一套遗传和演化
的论证，他认为人类对所生活的世界自有一种
强烈的亲和力。在我听来，这的确是真理。

人们对环保问题会抱持这么强烈的情绪，
是因为“对某些人而言，这是深入精神层面的
问题……正因为精神充满在物质之中，所以这
个世界本身是神圣的，并且应该受到尊重”。

《大师说化学》
[美] 罗德·霍夫曼 著
漓江出版社

令人又爱又恨的化学世界

网红，这是近年来的一个热词，是现在媒体
和电商当中一个重要角色，也是人们茶余饭后的
谈资。

网红是连接点，以前连接商品和人的是店
铺，今天是网红，而超级网红就是超级连接点。

在互联网时代，网红为什么会成为电商流量
变现的最佳途径？网红对整个行业将产生怎样的
影响？各行业如何与网红连接实现商业升级？
《超级网红》一书，它将为我们描绘正在发生的
商业变革，深入剖析了各行业大量经典运营案
例，展现了网红在商业中的应用价值。

有人称2013年为互联网金融元年，2014年是
智能硬件元年，2015年是互联网+元年，2016年
无疑是视频直播亦或网红经济元年。用网红思维
做商业，如果问亚洲美妆第一网红是谁，毫无疑
问是韩国美妆天后PONY；如果说全球美妆第一
网红是谁？那就非YouTube上粉丝860万人的美
妆第一网红Michelle Phan不可了。Michelle成为
YouTube第一个视频播放量过10亿次的女性网
红，她还展现了过人的商业天赋。她很快就利用
其超级网红的身份进行更多商业化的尝试。2007

年实际上是个分水岭，美国的网红一路朝着创
意内容的方向狂奔，而中国的网红刚开始就带着
电商的基因。如涵、缇苏、钱夫人这三家都堪称
网红时代的典范，堪称网红电商三杰，它们开创
了网红电商的模式，80%的女性时尚类网红都在
这三家旗下。三家的基本模式都是通过签约多个
网红来获得流量，然后通过统一的供应链管理和
店铺运营来获得规模收入。

超级网红大趋势。视频专业化制作，加入感
情色彩的现场视频，擅用视觉模式抓人眼球；进
行专业、系统的教育培训，是网红成为娱乐工业
的一部分。未来，无处不跨界，网红跨界于时
尚、娱乐、互联网、创业、投资领域，甚至餐饮
和零售电商等领域，每个网红身上都会贴着几个
这样的标签。影响力等于财富，而跨界可以更好
地扩大影响力。

在未来，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你那个群体或圈
层的超级网红，所有公司的CEO都应该是超级网
红，每个组织都应该围绕超级网红进行资源重
构，集中资源打造自己企业的超级网红。

《超级网红》
丁辰灵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刘凤君先生的《骨刻文》一书无疑是第一
本系统构筑骨刻文学理论框架的专著，也是一
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功代表作。其主要论
述的问题可概括为以下6个方面：

一，比较详尽地记述和论证了刘凤君先生
发现并命名“骨刻文”的过程。2005年3月，济
南一位文物爱好者拿一块有刻划的小骨头请刘
先生鉴定。骨头上的刻划一下子吸引了他，他
拿着小骨头仔细观察，兴奋地用舌头舔了舔，
当即认定这块骨头是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并
肯定地说：“上面刻划的是字，这是一件很重
要的文物，是中国早期的文字。”刘先生又经
过广泛的野外调查，了解到这种文字是淮河、
黄河和辽河流域华夏族和东夷族等远古文化集
体创造并使用的一种文字。2009年，刘先生将
这些刻字命名为“骨刻文”。

二，对骨刻文年代的科学推断。科学推断
骨刻文的年代，决定着对骨刻文性质的认定。

刘先生全面查阅分析以前考古发掘出土的相关
资料，并认为考古发掘出土的骨刻文，虽多被
认为是草根腐蚀或虫蛀的，但这些资料是科学
出土的，是推断骨刻文年代最科学的资料。刘
先生经过深入研究，认为骨刻文的年代距今约
4600—2500年。

三，目前，刘先生已详细分析和掌握了2万多
块骨刻文资料，粗略统计约有3000多个字符。

四，认真分析骨刻文与甲骨文的传承关
系，是深入研究骨刻文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刘
凤君先生从2008年开始，他就从甲骨文产生的
时间、骨刻文和甲骨文都以骨头为刻写载体、
骨刻文的象形字和成行布局对甲骨文的影响、
以及骨刻文中晚期的凿灼占卜刻辞与甲骨文的
关系等问题分析研究，认为骨刻文是甲骨文的
源头。他科学排列出陶器符号和骨刻文—甲骨
文—金文的远古陶符与文字发展序列。

五，对骨刻文进行释读。2009年以前，他已

释读出“龙”“凤”“人”“鸟”“鹿”“尧”“舜”和“豕”
“犬”等字。提出释读骨刻文的方法主要有考古类
比直读图像解形法、历史考据法、指事组合破译
法、与甲骨文金文比较顺读法、与彝文比较释读
法等五种。

六，刘凤君先生发现骨刻文之初，就明确
指出，骨刻文和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文字
都是中国早期文字，南北互证，相益增辉，共
同将中国文字史提前了1300多年。刘先生并提
出西南地区的彝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可能是骨刻
文的遗传。他根据早期文字产生和发展的实际情
况，把中国早期文明发展较快的地区分为东夷、
华夏、南方良渚文化（南蛮）、西南苗彝和东北辽
河五个区，充分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
国之一，中华文明五千年不容置疑。

《骨刻文》
刘凤君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生命神秘而深邃，即使是经过数代科学狂
人的不懈努力，我们也仅仅是洞悉了生命秘密
的冰山一角，向生命深处探索，那是一条没有
尽头的朝圣旅程。

专攻分子生物学的日本知名学者、青山学
院教授福冈伸一在《生物与非生物之间》中，
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一条如河流一
般流动的生命吐故纳新的风景，一步步引领读
者在病毒、细菌、原子、分子、细胞、蛋白
质、氨基酸、DNA这些微小的生物与非生物之
间逡巡漫步，逐层抽丝剥茧，展示生命最深处
的风景。

对于在生命科学领域探索的学者而言，学
术界的风云往事，哪怕是八卦信息，咀嚼回味
起来都是别有风味，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笔
者以为那些科学领域的人际争端，则多少冲淡
了这道科学大餐的味道，笔者更喜欢作者无意
中“泄露”的生命奥秘，仿若天启般透露出种
种天地间的大智慧。

以简单的肺炎病原体为例，这是一种单细
胞微生物，它分为强致病性的S型菌和不具有致
病性的R型菌。当将R型菌注入动物体内时，并
不会发病；把死去的S型菌注入动物体内同样也
不会发病，但若是将活着的R型菌和死去的S型
菌同时注入动物体内，S型菌则如幽灵般复活，
将所有“友善”的R型菌同化成“恶毒”的S型
菌。经科研人员不断研究，最终抓住了这种能
够实现生命转嫁，毒性传染的原凶，它就是在
今天已然“大名鼎鼎”，在生命科学领域翻手
为云覆手为雨的DNA，它拥有改变生命性状的
能力。

如幽灵般的S型菌，是否是在提醒我们警惕
那些已然泯灭在历史时空中的恶的种子？不论
是已然绝迹的“天花”、已被现代医疗技术击
退的“SARS”，还是历史文化流毒，它们都拥
有强大的生命力，其DNA遇到合适的土壤，就
会死灰复燃？

DNA是重要的生命遗传信息，记载了我们

每一个人不为人知的生命小秘密。在作者的眼
中，它就像藏于细胞中的珍珠项链，但它又不
是孤零零的一条单线，而是还有一条双生的链
条，呈螺旋结构相互缠绕。双生螺旋并非偶尔
出现，它是生命体为了修补意外损失而为自己
自备的替身。DNA双链的互补性，不仅能起到
修复损伤的作用，更使DNA的整体复制成为可
能。不知细胞内的这双链螺旋，是否也是使世
界上各种生物体都呈现神秘而规则的对称结构
的母本？我们体内都有一套阴阳平衡，互促互
补的双生系统？

不论是小小海螺身上的神秘螺纹，还是长
寿的乌龟背壳上的天书，无论图案有多么复
杂，都从未走出双生对称的模版，这是否也意
味着世间万物，都在复制小小细胞内部的法则
呈现有规则的律动？细胞本就是一本天书，一
个微宇宙？

人们常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其实
几日不见，伊人已是“人是物非”。这就是流

动的生命的河流，不仅细胞内部在进行着“永
恒”的新陈代谢，我们的身体也在与外界的世
界进行着物质交换。

在我们自以为清晰的生物与非生物的楚河
汉界之间，有一种名为病毒的微小颗粒，在显
微镜下都难以现形，它本身不能新陈代谢，没
有任何生命的律动，仿若机器部件，但它一旦
找到合适的宿主，就会疯狂地自我复制，仿若
生命繁衍不息。它虽微小，却可以让体形数亿
倍于它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地，甚至在不同物种
间传播，它的力量也可谓遇强则强，遇弱则
弱。这世间最高不可攀的强大，遇到这最细小
的卑微，也会显现出脆弱。这就是天地间的法
则，没有至强、没有至弱，它们的转化就在顷
刻之间。

《生物与非生物之间》
[日] 福冈伸一 著
南海出版公司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
就把“知识”划分到社会最核心的资本、成本
项目和经营资源范畴中。随着社会知识学的发
展，福柯也对知识的权力纬度进行了深度的探
究。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也被福柯解
释成了“知识即权力”——— 按照这种逻辑，既
然知识和权力是相互关联的，那么，人们掌握
知识不仅意味着对他人行使决定权，对自身也
具有决定权，并因此具有与社会其他势力抗衡
的资本。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
理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海德堡大学……
《大学的精神》里收录的这七所大学，是全球
范围的每一个莘莘学子都梦寐以求的象牙塔。

科学知识作为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高级提
炼，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尤其是当知识
透射出真理和正义之光，就很快被人类采纳利
用。谁拥有科学技术，谁就拥有最多的权利和
权力，特别是各种权利中蕴含的微观权力一旦

形成权力合力，就会产生一种摧枯拉朽的无穷
力量，使得人类生活的技术和自然环境的任何
转变都成为可能。

虽然知识与赋权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联
系，但是，只有当知识的掌握者真正成为在场
者，拥有评价、再生产知识的话语权即实现了
自我赋权时，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存在，拥有自
由，现代知识终将成为利奥塔尔所说的权力的
“统治与支配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每一个
在这些大学里接受深造的人，正如本书的副书
名所提及的那样，都以“成为最好版本的自
己”为努力目标。而这份努力，靠的是在知识
赋权提供的能量，从而完成自我赋权。

从字面上来说，自我赋权（也叫心理赋
权）的意思是，人们掌控着他们自己生命和思
想的权力。自我赋权强调个体的积极性、主体
性和创造性，增加权力感和自我效能感，它源
于个体对自主的内在需求。它可以作为一种个
人品性培养的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从而令

个体不断挖掘自身潜力，不断完善自己。在这
个意义上，赋权就是通过提升强烈的个人效能
意识，以增强个体达成目标的动机，它是一个
让个体感受到能自己控制局面的过程。这需要
个体自我意识和自我能力的自觉与提升，不断
学习、感知和体验。自我赋权有两条实现途
径，其中一种是内生力量的萌动，如意识的提
升，自我学习和反思，自觉对笼罩在孤独、恐
惧下的屈从知识即服从感、无力感进行抵制。
在《大学的精神》以及其他媒体的报道里，我
们可以看到那些顶尖学府的学子们是如何挑灯
夜战，沉迷于书海，从而改变自己和国家的命
运，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难道从他们身上我
们不能感受到一股终身学习的动力，从而获得
更为高级的“智识”么？

《大学的精神》
陈赛蒲实 著
中信出版社

■ 速读

□ 大姫 整理

向生命深处探索的朝圣旅程
□ 胡艳丽

超级网红
□ 刘怡丹

骨刻文的发现与研究
□ 臧丽娜 赵鹏

知识赋权下的自我提升
□ 潘飞

■ 新书导读

《大师说化学》是诺贝尔化学
奖得主畅销多年的科普经典，化学
界的毕加索带你走进令人又爱又恨
的化学世界。五十一篇科普短文，
篇篇都是诗！认识化学，就从这本
书开始！

《跟着白色兔子，到哲学世界去》
【德】菲利普·希伯尔 著

漓江出版社

聚焦于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哲学问
题，从中遴选了理性、语言、信仰、身体和
生命等十大主题，不仅探讨了对梦境的理
解、如何控制自身的行为等日常生活中经常
会遇到的问题，也对思维与意识、生命与死
亡等深刻的话题进行了研究。行文极具思辨
意味，又富于生活趣味。

《关上门以后》
【英】B.A.帕里斯 著

北京联合出版社

你朋友圈里的恩爱情侣、美满家庭真的
就是那么美好，让人羡慕吗？你所看到的般
配、美好、恩爱，关上门以后究竟是怎样的
一番景象？有时候，完美的爱人，就是完美
的谎言。

《知识分子的背叛》
[法] 朱利安·班达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本书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因西
方知识分子去侍奉政治党派那些伪神，从谴
责的角度重新估价他们这一倾向。他所谴责
的那些背弃永恒真理的人，主要指法西斯分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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