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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Kanshouyu

草长莺飞四月天
编委会
随着国家对科学普及的重视，越来越

势，突破现有工作模式，使科普阅读工作

多的科研结构和科学家成为科普读物的作

更上一层楼？

者和创作者，国内原创和引进的科普读物

本期介绍了上海沪杏科技图书馆利用

日渐丰富多元，图书馆有了更多的科普馆

新媒体和公共平台进行科普推广工作的经

藏以供读者阅读。并且越来越多的科普书

验；以及英国图书馆开展科普阅读活动的

榜单也为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提供了助

情况。希望这些他山之石能为各位同行打

力。科普阅读推广工作迎来了“草长莺飞

开工作思路，在科普阅读的春天里，充分

的春天”。

利用新理念、新技术做好科普阅读工作。

本期收录了科技部公布的 2018 年优

最后，依然要邀请广大科普作家、馆

秀科普作品以及由广大读者推选的改革开

员和读者多多赐稿，多提宝贵意见。让《科

放 40 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40 本科普书单，

普阅读推广》如四月天里的风筝，越飞越

供广大同行和读者参考。

高！

区别于其他的科普机构，图书馆的科
普工作有自己的特点。图书馆有丰富的科

于 2019 年 3 月

普图书，并且具有公益性、分布广泛、便
于服务公众的特点。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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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jie Huodong 馆界活动

新媒体时代科技图书馆服务创新
——沪杏科技图书馆

盛锦龙
沪杏科技图书馆始建于 1996 年，是

绍、求医指南、科技前沿、健康天地、公

由香港杏范教育基金会捐资、上海市科委

共安全查阅等信息，成为国内首创的多功

出资建立的从事科学技术交流与普及的公

能科普新媒体平台，开创了科普移动终端

益性机构。近二十年来，沪杏科技图书馆

平台的先河。目前，“上海科普”微信读

始终秉承务实创新理念，把培育科普服务

者人群达到 1 万 2 千多用户，进一步发挥

创新机制和科普教育创新能力结合起来，

了数字科普优势资源的倍增效应，使科技

积极探索科技知识传播新途径，全力推进

知识成为市民百姓的良师益友。

数字惠民服务平台建设，建立了数字科普

2. 拓展了数字科普网格传播新方式

的“百科全书”，形成了以“上海科普”

沪杏科技图书馆以楼宇科普及上海科

微信平台、“科普之窗”宣传平台、长宁

普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载体，“科普之窗”

数字科普惠民平台、数字图书电子阅览平

宣传平台为纽带，长宁社区数字科普惠民

台为主体的科技知识传播支撑体系，使科

平台为基础，采用“中心辐射和网格覆盖

普教育产生了叠加效应。

相结合”，拓展了数字科普惠民的受众面。

1. 开创了数字科普移动传播新领域

2014 年以来，“科普之窗”宣传平台重

以“上海科普”微信平台为突破口，

点围绕科技前沿、生活百科、健康保健等

有效推动移动终端平台、微信服务平台等

共制作更新了 500 多段视频科普资料，

现代科技新载体与图书馆数字科普优势资

近 800 台触摸屏遍布全市城乡公共场所，

源的有机融合，扩大数字科普辐射群体。

科普受众面达到近 200 万人次。2013 年

2014 年以来，科普微信订阅号关注当今

12 月开发的随机滚动播放的新屏保系统

国内外科技前沿动态，围绕科技热点，以

以楼宇科普为平台，2014 年已在市政府

每天一期四段的方式向读者推送科技咨

办公大楼、上海技贸大厦、上海创业中心

询、科普场馆介绍、养生常识、生活小百

孵化基地以及有关三甲医院顺利推进，受

科等科普文化信息，为阅读者答疑解惑。

到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好评。

2014 年 5 月研发的“上海科普”服务号

目前，沪杏科技图书馆数字惠民视频

集成了上海地区科普资源，内容涵盖了科

点播系统拥有 1 万 3 千多部科普视频资料

普知识问答、科普活动公告、科普场馆介

片，长宁社区数字科普惠民平台 30 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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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视频阅览点基本涵盖了社区学院、街道

宣传、重要科普活动宣传和突发事件的权

活动中心、文化艺术中心、儿博馆、图书

威科学解读三大类。栏目将持续全年 365

馆、养老院等场所，成为长宁区域数十万

天，覆盖早、中、晚三大时段，目前已在

市民喜闻乐见的科普活动形式。

全市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上播放，

3. 开辟了数字科普全天候传播新途径

全天候、全方位地为市民百姓进行科普宣

2014 年 9 月，由沪杏科技图书馆承

传服务，成为提升市民科学素养、营造科

办的《上海科普》栏目“爱生活”板块正

普浓厚氛围的数字科普移动平台。2018

式亮相东方明珠移动电视。该栏目是上海

年该栏目获得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科普

市科普联席会议办公室与东方明珠移动电

传媒奖”一等奖（编者按）。

视联手打造的首档具有原创特色的科普栏
（节选自：新媒体时代科技图书馆服

目，是政府与大众传媒在科学传播方面的
有益尝试。《上海科普》栏目时长 3 分钟，

务创新能力研究——以沪杏科技图书馆为

分为“爱科技”、“爱生活”两大板块，

例，原文发表在《卷宗》2016 年第 6 期

“爱生活”板块贴近百姓生活，关注衣食

121-122 页）

住行的方方面面，内容涵盖常态科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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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pu Shuping 科普书评

纸上动物园：大英图书馆 500 年动物图志
作者 :[ 英 ] 夏洛特·斯莱
出版社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ISBN： 9787559608406
简介：科学史学家夏洛特·斯莱用终极的纸
上动物园——大英图书馆的藏品——为艺术
与科学的历史性握手提供了绝佳例证。书中
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手稿、印刷品、画作、
珍本书中令人叹为观止的插图，让我们跟蝴
蝶、甲虫、蜘蛛、贝壳、鱼类乃至珊瑚面对
面。这正是永垂不朽的纸上动物园。

动物王国的宝藏书
——《纸上动物园》

笙箫
央视曾经有个保护濒危动物的公益广

感动，被它的情感所震撼。我相信，动

告，看着画面上标识的渡渡鸟、大海雀、

物是具有和人类一样的情感思想，只是

海釉，我都不认识，甚至没有在任何的电

不那么发达，它们是最接近人类的物种。

视节目或书本里见到过。地球上生存的动

所以，千百年来，总有那么一些人会专

物种类不止千万种，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已

门去了解、研究动物，从它们的外形特

一种不可逆的状态在逐渐消失。当时感叹，

点到生活特性，这类人就是博物学家。

多么好的动物，再也没机会看看了！世界

从一开始的收藏动物标本到创建“纸上

太大，动物王国的成员太多，而我们眼界

博物馆”，虽然是无奈之举，却开创了

太小，知道的太少。不得不说，这是种遗憾。

一种可以恒久传承发扬的收藏行为，也

不知为何，作为人类的我们，对动物

为今天这本《纸上动物园》的出版打下

天生有种特殊的情感，一定会喜欢上某种

了坚固的基础。不得不说，这还真是“蝴

动物，被它的外表所吸引，被它的精神所

蝶效应”。在 1625 年卡西亚诺·德尔·波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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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开始陈列展示动物画像的时候，也万万

每一幅画作都是一件艺术品，很多高精准

想不到在三百多年后会因为他的这个举动，

还原了动物原貌，但又不失美感，切切实

为后世人们了解认识世间各种动物大开方

实是一场视觉盛宴，目不暇接又惊喜万分。

便之门。

我甚至能看清一些画作上动物的毛须，能

书籍的【引言】部分是值得细细阅读

感受到它们目光中的威严。而在每一幅画

的，大段的文字说明，详细梳理了动物画

作的注释中，除了对原有的画名、作者、

作的发展史。为何以绘画的形式来呈现动

所属地、时间的标示，还另外对画作、动

物原貌？动物画作使用的工艺怎样发展改

物属性做了简明的介绍，短时间内就可以

变的？动物画作的应用和意义是什么？这

记住一种动物，学习效果显著。

些答案都能在其中一一找到，并且理解了

抚摸过这一幅幅画作，我的内心深受

为何要创建这样一个“纸上动物园”。这

感动，是前人的努力才能让我在今天看到

不止是为了了解和认识，更多的是为了纪

这样一本动物大百科图书，让我也能珍藏

念已死亡、灭绝的动物以及延续那段长达

一个“动物园”，让我“轻而易举”的就

四百年的收藏史。

能与渡渡鸟、北极熊、蝴蝶、蜜蜂乃至珊

书中所选用的 350 帧稀有画作是从世

瑚面对面，让我不出家门就能走进动物世

界上最大的学术图书馆——大英图书馆馆

界。这是一本动物王国的宝藏书，也是一

藏的 1 亿 5 千万件手稿、印刷品、珍本书

个永垂不朽的纸上动物园，更是我们需要

中甄选出来的，是精华中的精华，力求用

铭记的死亡记录簿。

最完美的作品展现出宏大的动物王国。为

望珍惜！！！

了方便阅读，还分出异域生物、本土生物、

（ 豆 瓣 书 评 https://book.douban.com/

家养生物、怪异生物这四个类别。需要指

review/9102231/）

明的是，这些热衷于记录的博物学家们都
是欧美人，所以这里的【本土生物】记录
的是欧美洲的动物。由于这些画作是馆藏
珍品，作画时间由 16 世纪跨越到 19 世纪，
长达 500 年，所以出现的多是已灭绝的动
物。实在是庆幸还能通过这种方式来看看
它们，也惭愧于自己的孤陋寡闻，实在是
太多不认识的。
说到这里，也不得不夸夸大师的手艺。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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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孤儿
作者 : 刘洋
出版社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020146734
简介：近腾中学凭借难以想象的另类教学，
维持着奇迹般的升学率。而在光鲜亮丽的成
绩背后，反抗的种子正在悄悄萌芽。当近腾
内部发生骚乱时，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神秘事
件：一辆大卡车无端腾空，无数神秘石碑从
地底涌出。最终，人类在衰败的文明中苟延
残喘。此时，近腾中学的一群高中生成了人
类最后的炬火、最后的光……

关于高考，关于科学，关于想象力
——《火星孤儿》

钛艺
《火星孤儿》是一本很有趣的硬科幻

所拥有的两难态度——而这种微妙的态度

作品，它构思了一个奇妙的外星世界，第

在文中无处不在。我们痛恨被束缚到失去

一时间就令我想起了阿西莫夫的《神们自

自由的生活，同时我们又知道那个独木桥

己》。另外本书的中文书名十分具有欺骗

非走不可。我们对于文中所描写的那种生

性，但这种欺骗性也带来很有趣的阅读体

活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只要读这本书时，

验（笑）。

就会被那时浓烈的被压抑的青春味儿给呛

真是无法想象刘洋老师到底是嗑了什

到。重压之下，抵抗必然存在，但那都是

么药，才会写出了这么一部作品来。

无伤大雅的、不可能彻底动摇其存在根基

令人扎心的高考之路成了前半段的主

的、自以为是的反抗。如果不是文中那种

基调，其背后所蕴含的不仅是每个人都不

空前重压的管理氛围，也许学生们唯一的

得不经历的惨烈青春，同时也有我们对其

抵抗就是跳出藩篱，偷偷去网吧连排白给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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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人头，心满意足地坑完队友之后又老老

那就是科学的立身基础——可重复验证、

实实回到课堂上补觉。考试还是要考的，

可证明与可证伪等基本特性。新的观点必

学习还是要学的，一切不过都是小小的插

然要用这些工具去挑战权威，如果观点不

曲，那段人生的谈资与小小的波澜。

能被证明和被证伪，那就需要一个很长的

同样，本书也描写了科学共同体存在

交给科学共同体来评判的过程。在这个过

的问题。在这个固步自封的小圈子里，叛

程中，科学共同体是唯一可信的评判者，

经离道的观点都会被第一时间打压，这是

因为其他人都没有那个资格。其实这里就

令我们多么熟悉的事情。可如果我们去考

体现了科学共同体的作用。他们有可能是

察科学本身的含义时，我们就知道科学共

迂腐的，但他们又是必须的。就像高考一

同体存在的意义。就像高考一样，这里也

样。

充满了两难态度——那些老学究们不近人

至于想象力，这就是本书最强悍的部

情，不断打压自己所不能接受的观点，而

分。基于一个我们都无法想到的宇宙模型，

科学的进步有时就是不断战胜他们所带来

刘洋老师在本书的上半部分抛出了谜题，

的。 “马克斯·普朗克曾经说过，一个新

在文章的最后揭露出真相时，尤其是电子

的科学理论不是靠使权威反对者信服来取

的特点被揭露出来时，一切线索全部收束，

得胜利的，而是靠这些权威反对者逐渐死

令读者大呼过瘾。

掉。这是非常悲观但也非常现实的箴言。

当然，本文还有一个微妙的外国人和

我最大的成就是证明了普朗克也有说错的

外国故事。不得不说，这是索罗斯被黑得

时候。”彼得·米切尔在 1978 年获得诺贝

最惨的一次。（笑）

尔化学奖时如是说道。包括量子力学的重

（ 豆 瓣 书 评：https://book.douban.

要奠基人爱因斯坦也在生前不断打击波尔

com/review/9932468）

的观点，认为“上帝不会掷骰子”。但问
题是，科学的共同体所遵循的范式，其实
已经给了新生代的新观点以武器和力量，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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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故事
作者 : 蔡天新
出版社 : 中信出版社 2018
ISBN：9787508690766
简介 : 这本书分为三辑，共讲述了 20 个如诗
歌一般优美的数学故事。甲辑是中外或者东
西方合一的 7 个数学故事；乙辑是 8 个有关
数学家的故事，涉及 10 多位专业或业余的
数学家；丙辑的故事围绕 5 个数学问题展开，
有趣但又有一定的挑战性。

数学之美与东西方的融合
——《数学的故事》

崔继峰 汪祥
谈及数学，大部分人联想到的往往是

大部分数学家对于人们对数学美感和趣味

从 0 到 9 的阿拉伯数字，是冰冷而枯燥的

的误解感到遗憾，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今

运算公式，是严密而繁复的逻辑推导。

天我们终于等到了《数学的故事》。

数学仿佛天然地与美感、与趣味隔绝

作为一名数论学家，作者蔡天新教授

了，就像提起爱因斯坦人们只会想到深奥

沉湎于数的美丽世界已有数十载，他从少

难懂的相对论，而不会想到伴随其一生的

年大学生到“东方之子”“朗读者”的故

小提琴；提起普朗克也只会想到普朗克常

事颇为人称道。更让人们叹服的是学理从

数和量子力学，而不会想到其深厚的音乐

文、文理兼修的人生经历，他身兼诗人、

造诣。

作家和旅行者、摄影师的多重身份。按照
蔡教授自己的说法，他很欣赏意大利文艺

然而在数学家看来事实却并非如此。
如狄拉克所说：数学的最高境界是结构美，

复兴时期的理想主义，“一个人只要想做，

是简洁的逻辑美。而这恰好又贴合了下列

他就能做成任何事情”“应该把自己的所

美学概念：极简的形式蕴藏着丰富的内涵。

有才能都发挥出来”。

科普阅读推广

8

科普书评
KEPUSHUPING

丙辑：有趣的数学问题

出于数学家严谨的逻辑思维，他把这

数学永远只有进行时，所以最后的一

本书分为三辑。
甲辑：数学的故事

辑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已解决和待解决的问

数学，不限于数学，又处处不离于数

题。从“四大数学难题”之首的完美数问

学，这大概是本书最大的风格特征。我们

题到阿拉伯酋长与他的埃及分数，从苏东

会看到，中国大禹时代的河图洛书如何与

坡的回文诗与回文数到布丰的投针实验和

德国画家丢勒的名作《忧郁》产生联系，

蒙特卡罗方法。每一个问题都通俗易懂，

源于东方宗教的“印度数字”如何成为西

却又奥妙无穷。数学的脚步一直都是行进

方学者笔下的“阿拉伯数字”，中国古代

在发现谜题与解决谜题的道路上，而将数

经典的“鸡兔同笼”如何引申到西方的数

学的问题放在图书最后，更加能激起人们

列问题，以及自行车与黎曼几何的联系，

对于数学的求知欲与征服欲。

从概率的角度看“诸葛亮草船借箭”和恩

三辑故事的指向泾渭分明，同时又有

尼格玛与戚继光、图灵的密码。每一个篇

着内在的联系，即东西方数学的联系与异

章都让我们感叹作者思维的浪漫跳跃与数

同。作者构建起一个汇合东西方的数学脉

学本身的神奇魅力。

络，也由此，我们才窥见了隐藏在世界文

乙辑：数学家的故事

明进程背后的数学痕迹，才发现无论是在

数学的趣味性除了数学本身，还有数

东方还是西方，数学都一直承载着历史的
脚步，推动着文明的进程。

学家的传奇经历。我们熟知古希腊的泰勒

通过本书的阅读，我们在历史、物理、

斯和他的圆周角定理，却未必知道他那句
有关“长寿的暴君”的名言；我们熟知祖

哲学、宗教、东西方文化等方面都将有一

冲之和他的圆周率，却未必知晓他的指南

个更全面的了解。如同蔡教授的其他著作

车和千里船；我们知道秦九韶的《数书九

一样，这本《数学的故事》不仅仅是适合

章》，却未必知道他造桥的故事；我们知

青少年的读物，更是普适于各个年龄阶段、

道冯·诺依曼与他的电子计算机，却未必

各个人生历程的精神养分。
（节选自 :《中国科学报》 2019 年 3

知道小时候的午餐对他的人生意义……在

月 8 日 第 7 版 书评）

这一辑里我们可以窥见那些卓绝人物在历
史长河中的投影，同时也令我们不由得生
起敬佩，敬佩他们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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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乐趣 : 费曼演讲·访谈集
作者 : [ 美 ] 理查德·费曼
出版社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
ISBN: 9787559614582
简介 : 通过 13 篇理查德·费曼的访谈和其在
不同场合的演讲文章，串联起了费曼生前的
生平事迹，工作、生活细节。通过费曼的亲
口述说，我们得以了解一个天才科学家与众
不同的人生。

成为费曼的脑残粉
——《发现的乐趣》

Chelsea.H
费曼先生年轻时英俊得不像话，盯着

只要稍稍抬起眼皮就能迷倒众生的人。作

他的照片看不到三秒钟，你就会没道理地

为物理学界的小飞侠，天真、快乐、无拘

想起当年费雯丽在出演南方美人郝斯嘉大

无束又有点没心没肺的费曼先生好像永远

获成功后得到的一句评价：她有如此容貌，

都长不大。为了验证小便不是重力作用的

本不需如此演技；她有如此演技，本不需

结果，他试验过在倒立状态下撒尿；为了

如此容貌。如果把这句话挪用到这位上个

测试人的嗅觉与狗的差别，他学着狗的样

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身上，只需稍

子趴在地上闻来闻去。他时时避谈高深的

稍动几个字便合适到位了：他有如此帅气，

数学方程，甚至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速记

本不需如此智慧；他有如此智慧，本不需

员跑来确认他是不是一个教授，因为他说

如此帅气。

的每一句话这个速记员居然都能听懂。德

我空白已久的偶像名单上决定永久性

国大科学家沃尔夫冈·泡利还表示过疑惑：

加上“费曼”这个名字，他是那种即使拼

为什么这个聪明的年轻人谈吐倒像个无业

命把自己的全部魅力都按在一个盒子里但

游民呢？费曼竟然还非常喜欢被人这样评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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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即使在他的访谈录里，费曼端起架势

好时光都浪费在了一只盘子上，而这恰恰

陈述他的科学观点，可是仿佛还能看见他

为他带来了诺贝尔奖，因为这个盘子运动

脸上带着坏笑。

的规律正好也适用于电子旋转的规律，正

与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一样，他挺身而

是对这只盘子的兴趣促使他重新开始研究

出以一己之力揭露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

量子电动力学，进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有

的原因时，是抱着巨大的科学求真态度和

人苦求成功而不得，费曼什么都不求，他

超越常人的责任感去跟政客对抗的。但是，

只想快快乐乐地搞点恶作剧，没事卖卖萌，

要说支撑他一辈子科学事业的是责任的推

不计成本回报地沉浸在他喜欢的科学世界

动、国家的昌盛、人类的福祉，那估计他

中，也许成功最喜欢降临在拥有这种心态

自己都不信，他做的一切就一个目的：好

的人身上。

玩。

可敬的科学家不少，但可爱的科学家

业精于勤荒于嬉，这事在费曼身上不

却不多，费曼恰好兼具两者。他的科学理

成立。玩，在你我身上相当于浪费时间，

念充满了快乐，这种快乐不是功成名就，

而在费曼身上，那是创造价值，因为人家

不是物欲满足，而是在求索宇宙的过程中

玩得专心，玩得走心。有一次，他在大学

不忘初心，拥抱未知，以孩童般纯真的眼

的咖啡厅里看见学生在扔盘子，于是突发

睛去发现世界的奥秘。这种快乐是一种信

奇想，想用公式来描述盘子的转动和摆动

仰，它的力量穿越时空，直到今天还深深

之间的关系，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能够

地感染着我们。你会被费曼圈粉吗，答案

证明，当摆动角度很小时，转动速度是摆

是肯定的，除非你没读过他的书。

动速度的两倍。费曼兴奋地把这一结果告

( 豆瓣书评：https://book.douban.com/

诉同事，同事却冷冷地说，这有什么实际

review/9594264/)

价值呢，费曼只好承认这的确没有任何实
际价值，他只是出于好奇心和兴趣。但是，
人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以为费曼把大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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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运作方式
作者 :[ 美 ] 马伦·霍格兰 / 伯特·窦德生
出版社 : 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ISBN: 9787550296411
简介 : 本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风趣幽默的
漫画，将基因和蛋白质的微观世界与生物个
体的宏观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从细胞内部
的原子和分子开始讲述生命的奥秘。本书结
合了生动形象的插图和贴近生活的比喻，让
科学变成一部卡通纪录片，让我们更轻松地
了解生命的运作方式，感叹大自然的智慧与
美丽！

轻松学生物，不仅仅有《工作细胞》
——《生命的运作方式》

小可爱
2018 年，一部豆瓣评分 9.0 的日本动

实啊！这本书有六个亮点：

画《工作细胞》萌遍整个 B 站（编者按：

1、设置有全书简介。一开篇也设计

哔哩哔哩（bilibili）国内视频网站的简称）。

了一段简介，让读者更好地进入书中的内

该片讲述身体中细胞工作的流程：整天迷

容，了解大自然中的生命同一性，了解生

路的红细胞，跟随潜行的白细胞，协同工

命的运作方式。用徐徐展开的画卷，讲述

作的血小板，他们一起维护了我们身体的

全书的脉络与阅读指南。作者非常诚恳地

稳定和健康。 那么“白细胞跑这么快是依

讲述着每一章的主题，从全景图一般的模

靠什么来供能的呢？”、“呼吸作用啊，

式历经能量、信息、装置、反馈、社群五

白细胞是有线粒体的”、“那呼吸作用的

个部分，最终用进化来将生物学的方方面

过程是什么样的呢？”……《生命的运作

面统一起来。讲述这一切的，则是手绘的

方式》就能解答这些问题，这本书的有趣

插画，这也是这本书的第二个亮点。

程度也不输《工作细胞》，而且画风更写

2、手绘。生物学往往会沦为背诵的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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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很多内容过于抽象。这本书则用手

一本好的科学书能给予读者的不能仅仅是

绘插图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和形象

知识，还应该能够让读者理解自然，并让

地理解生物学知识，利用想象画出照片很

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陆地上的某种蜥

难做到的场景，呈现出照片无法呈现的细

蜴进化成了现代的鸟类，听起来很不可思

节，以及干净利索的解释。

议，但这是真的。只需要一点小小的优势

3、生动诙谐，异常准确的语言和比喻。

发扬光大，经过时间的推移就能成就物种

该书用各式各样的比喻来进行讲述。比如

的进化——这和我们的人生何其相似？在

基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生命为了维持一个

全书的最后，作者依然没有忘记环保，
“我

有序的形态就必须要消耗能量。书中用手

们给自然世界留下的印记越深，我们对它

绘的积木和上下坡来展示这个过程。用积

的责任就越大。”

木来表示有序和无序，用上坡和下坡表示

6、大神之作。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两

有序与无序之间的变化，其实，生命并没

位作者，生物化学家与插画家的完美组合：

有凌驾于自然的规律之上，只是将自然规

马伦·霍格兰（Mahlon Hoagland），美国

律化作自身优势罢了。

生物化学家，于 1948 年在哈佛大学医学

4、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体到群体的

院获得医学学位，并在该学院细菌学系工

知识结构。《生命的运作方式》做到了各

作。其对生物学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转运

章之间衔接有序、渐次深化的内容组织。

RNA（tRNA）和氨基酸活化机制，帮助

作者不满足于让读者知道些零散的生物学

构建了遗传学的基础。伯特·窦德生（Bert

知识就拉到；两位作者想让读者掌握的不

Dodson），才华洋溢的画家，曾为 60 多

仅仅是知识，更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从

本书籍绘制插画。他也在学校开课教授素

个体到群体的生物学知识结构。在全书的

描与绘画，并著书教人如何画素描。

最后，开始讲述进化，也就是新物种的产

《生命的运作方式》就是两位作者合

生。这已经不再是一两个个体的事情，也

作的结晶，科学家希望读者们能对科学探

不是一两个物种的事情，这是整个自然界

索的成就和人类不断加深认识的能力感到

的事情，前面所讲述的一切：能量，信息，

敬佩和骄傲。另一方面，艺术家则看到一

反馈，社群在这里交汇与统一。

种可能性，让大家领会到人类与生命世界

知识的结构性让这本书变得非常耐

的同一性。

嚼，那怕我们对这些内容已经烂熟于心，

我想他们做到了。

我们仍然会为书中生动诙谐的比喻和立体

（ 节 选 自： 豆 瓣 书 评 https://book.

全面的知识结构拍手称快。

douban.com/review/9911474）

5、科学的精神与人文和自然的关怀。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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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灵通漫游未来（《叶永烈科普全集》第 8 卷）
作者 : 叶永烈
出版社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四川科学技术出
版社 2017
ISBN: 9787220102066
简介：这一卷收入了《小灵通漫游未来》《小
灵通再游未来》《小灵通三游未来》之外，
还收入与“小灵通”相关的作品：《小侦探》
《小灵通和铁蛋》以及根据《小灵通漫游未来》
改编的电影剧本《小灵通漫游未来市》。

“小灵通”的前世今生
——《小灵通漫游未来》

尹传红
1977 年 10 月，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几

社之邀，以《在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时候》

位编辑在上海长宁区第一中心小学里体验

为题写一本书，展望祖国在 2000 年时工

生活，约时任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编导叶

农业、科技等方面的新成就。他顿时想到

永烈给小学生们上一堂科学知识课。经征

自己早在 1961 年就写出的一本科学幻想

求小朋友们的意见，他们一致要叶永烈讲

小说《小灵通的奇遇》，就是讲“未来是

《展望 2000 年》。他答应下来后去讲了课，

什么样”的。

想不到，第 2 天消息传开，有 4 个小学派

这部当时未能出版的书稿，是以作者

代表来要他去讲；第 3 天、第 4 天，几十

多方收集资料辑成的《科学珍闻三百条》

个中、小学要他去讲。后来，甚至连无线

为素材创作的。它通过一位眼明耳灵、消

电厂、公安局消防队、图书馆都发出了邀

息灵通的小记者——小灵通，到未来市进

请，讲的题目都是——《展望 2000 年》。

行一番漫游，报道种种未来的新科学、新

此后不久，叶永烈又应少年儿童出版

技术。这样一种写法，把那些一条条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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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珍闻，像一粒粒珍珠用一根线串了

了许多孩子对自己未来职业和事业的“设

起来。另外，在讲每条科学珍闻时，不是

计思路”。小灵通的形象深人心，影响了

直接讲如何如何，而是通过形象化的幻想

几代人。在小说中，“未来市”不仅科技

故事来写。只可惜，由于幻想太过超前，

特别发达，那里的居民还喜欢学习外语，

又诞生于吃不饱的年代，于是，书稿难逃

对外交流。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科学幻想”

搁浅的命运。

的范畴。特别是小说的结尾，作者以一本

好在，当“科学的春天”到来之时，

没有写完的书进行比喻，说明“未来”存

这颗被遗弃多年的种子终于得以萌发。发

在于今人的建设中，这种鲜明的“未来意

黄的书稿送到少年儿童出版社，立即受到

识”正是科幻文学的基本价值观。

领导和编辑的热情肯定。他们建议把书名

回望《小灵通漫游未来》，这部作品

改为《小灵通漫游未来》，并提出了一些

虽然篇幅不大，文学技巧也稍显不足，但

修改意见。叶永烈重新写了一稿，又由画

它的影响无疑是广泛而又深远的。我们看

家配上生动活泼的插图，只花了 3 个月时

到，后来很多文学技巧纯熟的科幻作品反

间书就印好了。

倒无法望其项背，这当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小灵通漫游未来》借小灵通视角所

《小灵通漫游未来》问世之初，
“文革”

描述的未来世界的许多新鲜事物极富科技

结束不久，国人心中创痛未平，文坛主潮

含量，它们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个细节，像

为“伤痕文学”。不过，这个时候。向“四

原子能作动力的气垫船、能在海上飞行的

个现代化”迈进的号角已然吹响，一个新

水翼船、微型半导体电视电话机、电视手

的时代渐进到来。那也正是中国刚刚摆脱

表、靠气流推进的无轮飘行车，还有家用

思想桎梏、幻想精神异常活跃的年代。

机器人、人造器官、塑料钢、人造大米、

叶永烈的这部科幻小说没有抱怨、感

人造蛋白质、植物新品种萝瓜（把萝卜与

伤与自怜，而是充满积极进取的态度和昂

丝瓜合在一起），钢化瓷器、有气味的环

扬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全景式地展现了

幕立体电影、白昼电影、写话机，消云剂

未来世界的美好图景，并且契合了当时人

与降雨剂、人造叶绿素，鸡蛋大的葡萄、

们对 2000 年的向往之心。因而可以说，

无土培植、相当于信用卡的银行的自动管

它实际上是“文革”后最早出现的一部带

理……其中预言的许多事物现在已经被证

有“启蒙”意义的科幻作品，乃至时代精

明其合理性和可实现性。

神的一种表征。

当年，这本书成了不少孩子进入科学

（节选自：《该死的粒子：理趣阅读

殿堂的启蒙读物，在许多地方被列入中小

司南》207 页）

学生的必读书目；甚至，它还微妙地影响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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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公布 2018 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
推荐的 244 部作品（共计 688 册）。经形

科技部组织开展了 2018 年全国优秀
科普作品推荐活动。共收到 28 个省、自

式审查，科技部聘请知名专家组成评议组，

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

进行了独立的评议、推荐工作，共评出 50

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有关 30 个部门

部优秀科普作品。

书名
《拥抱群星——与青少年一同走进天
文学》
《万物由来：纸·布·钱·笔·鞋·碗
（身边的科学）》（6 册）
《永恒的诱惑：宇宙之谜》
《北大专家画说泌尿疾病》（3 册）

作者

出版社

推荐单位

卞毓麟著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上海市

郭翔著
张天蓉著
宋刚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工业和信息化部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
卫生和健康委、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北京市分别

米沙·布莱斯著 / 陈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灼译
《科学家带我去探索丛书》（4 册）
刘蕊平等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名侦探之化学探秘》（2 册）
徐海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张思莱科学育儿全典》
张思莱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中国三十大发明》
华觉明等著
大象出版社
《阿 U 学科学系列图书》（3 册）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
科学普及出版社
戴尔芬·葛林堡等著
《科学帮帮忙》
新蕾出版社（天津）
/ 赵佼佼等译
《地质探秘之旅》（6 册）
史静等著
地质出版社
《自然趣玩屋自然探索系列丛书》（30
顾洁燕等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册）
《生命：万物不可思议的连接方式》

《飞舟日记——“太空 180”试验》

仝飞舟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江苏省
教育部
湖南省
全国妇联
河南省
浙江省
天津市
自然资源部
上海市
教育部、中央军
委科技委分别

比尔·布莱森著 / 严
《万物简史（少儿彩绘版）：第二版》
接力出版社
广西壮族自治区
维明译
《逻辑：你认为正确就一定正确吗？》
孙勇等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
《小鱼大梦想》（4 册）
陆杨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安徽省
《红海棠丛书——沈芬科学童话集
沈芬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河北省
萃》（6 册）
《化石：洪荒时代的印记》
邢路达等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科院
奥利·厄舍等著 / 朱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
《透过哈勃看宇宙》
上海市
达一等译
社
《中国国家博物馆儿童历史百科绘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文化和旅游部
本》（5 册）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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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作者

出版社

推荐单位

《虫子的江湖》
《中国高铁》
《中国恐龙百科全书》
《漫画植物的智慧：草木生存策略大
观》
《癌症·新知：科学终结恐慌》

高东生著
赵墨染著绘
董枝明著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开明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甘肃省
中央统战部
浙江省

祁云枝著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陕西省

李治中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小学生食品安全知识读本丛书》

刘烈刚等著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名画中的数学密码》
《中国创造故事丛书》（7 册）
《我们的天气丛书》（6 册）
《奇奇妙妙的为什么》（6 册）
《惊天动地的“两弹”元勋》
《等离子体自传》
《嫦娥探月立体书》
《动物世界奇遇记》
《脑健康读本》
《吃的误区》
《携手度过青春期——写给青春期女
生和家长》
《少年与自然》（4 册）
《金属元素大探秘》
《80 天变身护理达人》

梁进著
李炳银著
郑国光等著
李树芬等著
何建明著
沙振舜著
王倩等编
汤波等著
王拥军著
于康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河南文艺出版社
气象出版社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教育部
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
中国科协
河南省
气象局
河北省
四川省
江苏省
国防科工局
北京市
科技部
科技部

马薇等著

科学出版社

国家民委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冶金工业出版社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江西省
湖南省
中国科协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安徽省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水利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
社

安徽省

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健康委

韩开春著
田庆华等著
王韬等著
沃尔夫冈·斯塔佩等
《美国国家地理·植物的异色世界》
著 / 钟慧元译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
《山洪灾害防御知识读本》（3 册）
部办公室等编
《100 个看上去很傻其实一点都不傻 [ 法 ] 斯特凡纳·弗
的问题》
拉蒂尼著 / 董翀翎译
《熊猫医生和二师兄漫画医学 1-6》（6
缪中荣等著
册）
《漫画自我保健随身行》
张雁灵著
《名医护航丛书》（31 册）
孙颖浩等著
《大自然的礼物——关于空气和水的
王晓东等著
科学之旅》
《中医食养智慧系列》（4 册）
杨志敏著
《帮你学会自我防范》
黄冬著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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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卫生出版社
卫生健康委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中央军委科技委
科学出版社

中科院

广东科技出版社
中国工人出版社

广东省
公安部

Kepu shubang 科普书榜

40 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40 本科学科普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于 2018 年 12 月 18

生活类和少儿科普类。由大众投票和专家

日 发 布 了“40 年 中 国 最 具 影 响 力 的 400

评选综合得出。同时依照网络投票数，发

本科学科普书”。这 400 本书包括自 1978

布了“40 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400 本科学

年 12 月到 2018 年 12 月在国内正式出版

科普书”TOP40 人气书单。

公开发行的图书，分为科学人文类、大众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明明白白心电图》（第 4 版）

柳俊、王莺著

广东科技出版社

《科学超能方法论》

使徒子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美丽中国生态文明知识科普丛书”

禹奇才主编

广东科技出版社

《中国三十大发明》

华觉明、冯立昇主编

大象出版社

《未来世界的 100 种变化》

[ 德 ] 布凌格主编 , 王河新等译

科学出版社

《造物记：世博会的科学传奇》

赵致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贪婪的大脑》

[ 英 ] 丹尼尔·博尔著 , 林旭文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

田松著

科学出版社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 美 ] 理查德·普雷斯顿著 , 姚向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古籍修复与装裱》

陈宁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太阳王》

[ 英 ] 斯图尔特·克拉克著 , 杜芝茂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潘吉星著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第 6 版）(18 册 )

韩启德主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伽利略的女儿》

[ 美 ] 达娃·索贝尔著 , 谢延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可爱的中国”地理科学绘本（5 册）

高春香等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

[ 美 ] 史蒂芬·霍金著 , 吴忠超等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学是美丽的》

沈致远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果壳中的宇宙》

[ 美 ] 史蒂芬·霍金著 , 吴忠超译

湖南科技出版社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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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作者

出版社

《物理世界奇遇记》

[ 美 ]G·盖莫夫著 , 吴伯泽译

科学出版社

《寂静的春天》

[ 美 ] 蕾切尔·卡逊著 , 吕瑞兰译

科学出版社

《科学家谈数理化》

科学技术协会编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自私的基因》

[ 英 ] 里查德·道金斯著 , 卢允中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讲给孩子的中国大自然》（5 册）

刘兴诗著

希望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

张玉台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回家：一只灰喜鹊受伤之后》

谢立军著

科学出版社

《昆虫记》

[ 法 ] 法布尔著 , 王光译

作家出版社

《天地九重》

杨利伟著

解放军出版社

《万物简史》

[ 美 ] 比尔·布莱森著 , 严维明等译

接力出版社

《一日一篇科普速读：像科学家一样
思考（一）》

张建华编

团结出版社

“数理化自学丛书”

“数理化自学”丛书编委会编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17
种）

[ 唐 ] 陆羽等著 , 宋明等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家庭医学全书》

上海第一医院该书编委会编

上海科技出版社

《海洋的末日》

[ 美 ] 伍达德著 , 戴星翼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从一到无穷大》（修订版）

[ 美 ] 伽莫夫著 , 暴永宁译

科学出版社

《回望人类发明之路》

张开逊著

北京出版社

《中国 863》

李鸣生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没有我们的世界》

[ 美 ] 艾伦·韦斯曼著 , 赵舒静译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
社

《物种起源》

[ 英 ] 达尔文著 , 周建人等译

商务印书馆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高春香、邵敏著 , 许明振、李婧绘

海豚出版社

《我们的地球》

魏伯祥编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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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斯巴鲁 SB ＆ F 优秀科学图书奖
李大光
斯 巴 鲁 SB ＆ F 优 秀 科 学 图 书 奖

奖项一年一次，始于 2005 年。该奖强调

（SubaruSB&F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Science

好的科学书籍的重要性，并鼓励儿童和年

Books）是美国科学促进会下设的一个图

轻人转向科学书籍，不仅为了获取信息，

书奖项，旨在鼓励所有年龄组的人撰写和

而且为了享受。
2018 年，斯巴鲁 SB ＆ F 优秀科学图

出版高质量的科学书籍。美国科学促进会

书奖仍分 4 个类别，共有 18 本书获奖。

相信，通过优秀的科学书籍，这一代人和
下一代人将会更好地理解和欣赏科学。该

类别

儿童科学图画书
（Children's Science
Picture Book）

中年级科学图书
（Middle Grades Science
Book）

书名

作者

Beauty and the Beak: How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 3D-Printed Beak
Rescued a Bald Eagle

Deborah Lee Rose and Jane
Veltkamp

If You Were the Moon

Laura Purdie Salas (Author),
Jamie Kim (Illustrator.)

My Awesome Summer by P. Mantis

Paul Meisel

Robins! How They Grow Up

Eileen Christelow

Shark Lady: The True Story of How
Eugenie Clark Became the Ocean’s
Most Fearless Scientist

Jess Keating (Author), Marta
Alvarez Miguens (Illustrator)

Animals by the Numbers: A Book of
Animal Infographics

Steve Jenkins.

Eye of the Storm: NASA, Drones,
and the Race to Crack the Hurricane
Code

Amy Cherrix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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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年级科学图书
（Middle Grades Science
Book）

青年科学图书
（Young Adult Science
Book）

实践类科学图书
（Hands-On Science Book）

书名

作者

Inside Your Insides: A Guide to the
Microbes That Call You Home

Claire Eamer

To Burp or Not to Burp: A Guide
to Your Body in Space (Dr. Dave
— Astronaut)

Dr. Dave Williams and Loredana
Cunti

Voyager’s Greatest Hits: The Epic
Trek to Interstellar Space

Alexandra Siy

Caesar’s Last Breath: Decoding
the Secrets of the Air Around Us

Sam Kean

Darwin’s Backyard: How Small
Experiments Led to a Big Theory

James T. Costa

How to Tame a Fox (and Build
a Dog): Visionary Scientists and
a Siberian Tale of Jump-Started
Evolution

Lee Alan Dugatkin and Lyudmila
Trut

Quakeland: On the Road to
America’s Next Devastating
Earthquake

Kathryn Miles

Droughts

Melissa Stewart

Magnets Push, Magnets Pull

David A. Adler

This Book Stinks! Gross Garbage,
Rotten Rubbish, and the Science of
Trash

Sarah Wassner Flynn

Try This! 50 Extreme Fun & Safe
Experiments for the Mad Scientist i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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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淼

李淼（1962 年—）中国著名理论物理

2015 年，李淼出版了《〈三体〉中的

学家、科普作家，现任中山大学天文与空

物理学》，在科普界引起不小的震动。李

间科学研究院院长，着重研究宇宙起源。

淼很喜欢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但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新世纪

是作为物理学家，他在阅读中还是随手记

百千万人工程入选者、被评为中国科协

下了小说中的物理学硬伤和破绽，便借书

2015 年度十大科学传播人。

中的物理学内容侃侃而谈牛顿力学、相对
论、量子力学、弦论、多维空间、黑洞等

十几年前，因为兴趣，李淼在《新发

科学的奥妙。

现》与《环球科学》等刊物上开辟专栏撰

2017 年出版的《给孩子讲量子力学》

写文章，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科普工作。

获得了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

著有《超弦史话》《越弱越暗越美丽》《<
三体 > 中的物理学》，“给孩子的物理学”
系列作品《给孩子讲时间简史》《给孩子
讲量子力学》《给孩子讲宇宙》《给孩子
讲相对论》等。。
2013 年，他第一次出版科普人文随笔
《越弱越暗越美丽》，内容涵盖了科学与
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把弦论、暗物质、黑
洞等高深的物理问题，与诗歌、音乐、神
话、科幻、时光机器等通过奇思妙想构成
一部和谐的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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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萨根（Carl Sagan）

卡尔·萨根（Carl Sagan，1934-1996）

主要科普作品包括《宇宙》《伊甸园

美国天文学家、也是享誉全球的科普大师。

的飞龙》《布鲁卡的脑》《无人曾想过的

曾任美国康奈尔大学行星研究中心主任，

道路：核冬天和武器竞赛的终结》《被遗

长期参与美国的太空探测计划，在行星物

忘的前辈的影子》《接触》（拍为同名电

理学等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第 2709

影）《彗星》《宇宙中的智能生命》《暗

号小行星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淡蓝点——展望人类的太空家园》《数以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萨根就投身

十亿计的星球》《魔鬼出没的世界——科

科普事业，他善于用通俗优美的语言解释

学，照亮黑暗的蜡烛》等。

深奥的科学原理。1980 年他主持的电视科
学节目《宇宙》系列在全世界引起热烈反
响。萨根一生出版了大量科普文章和书籍，
被称为“大众天文学家”和“公众科学家”。
1978 年《伊甸园的飞龙》荣获美国文学与
新闻著作的最高奖励——普利策奖，其他
著作多次获得雨果奖、艾美奖、阿西莫夫
奖等重量级奖项。此外，他还获得过美国
天文学会的“突出贡献奖”和美国国家科
学院的“公共福利奖”。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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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waishijiao 境外视角

英国图书馆科普阅读活动一览
从而让更多人参与科普阅读推广活动。

英国的科普体系非常完善，图书馆在

3. 参与英国重大的科学节日

科普阅读推广方面重点挖掘自身分布广

英国作为最早提出“公众理解科学”

泛、资源丰富及场地优势，活动设计主要

的国家，拥有丰厚的科学资源和文化历史，

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1. 对科普读物进行分类组织

每年都有形式多样的大型科学活动，其中

英国的科普类图书十分发达，有适合

比较著名的有四项：一是爱丁堡国际科技

不同年龄段的系列丛书，也有印刷精美的

节、二是皇家学会展览会、三是科学促进

科普画册和各种科技百科全书。每一届获

会的科学节、四是全国科学周 。英国的高

得英国皇家学会科普书籍奖的图书都是全

校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积极参与以上重大

世界范围内最为畅销的科普读物。英国皇

节日，通过举办免费的演讲、讲座、展示

家学会会长马丁里斯说 ,“一个好的科学

和提供实验活动的场地，更好地展开图书

作品，应当是能给我们生活带来新思想，

馆的科普阅读推广工作。
4. 积极与其他机构合作，协助开展科

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已有的知识。科普书籍

普工作

激发了人们从事科学工作的热情，同时也

英国的科学普及与分布在英国各地的

给其他领域的人带来快乐和灵感。”

科技博物馆、图书馆和科技中心密切相关。

在英国，各个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
书馆都会将相关的科普读物根据适宜年龄

图书馆作为科普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进行

段进行分类组织，以便儿童、青少年及成

非正式科学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年人都能快速发现适合自己年龄段的科普

科技博物馆主要是收藏、展示各个历史时

读物。

期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作用的科技文物。

2. 基于科普资源，举办科普阅读活动

图书馆收藏着大量科学主题的图书和杂

推广形式除传统的设置专门的科普阅

志。图书馆与相关机构一起合作，邀请具

览室或图书专架、定期或不定期发布推荐

有不同专业背景的科研人员开展不同主题

书目、建立书评体系、组织书展外，还采

的科普讲座。通过讲座激发民众对馆藏相

用了讲座、征文、竞赛、游戏等形式。如

关科普读物的兴趣，为公众理解科学做出

在高校征集科普原创作品的活动非常适合

了重要的贡献。

科普阅读推广。通过科普原创作品的征集，
可以激发师生对于科普阅读推广的兴趣，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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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科学》
《科学美国人》独家授权中文版

《环球科学》是《科学美国人》独家

国内重大科技动态以及它们对人类生活的

授权中文版。《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深刻影响，努力拓展科学与经济、社会、

American）是全球科技媒体第一品牌，全

生活等方面的联系。

球科学家智慧与卓越见解的分享之地。创

每一期都会提供七个方向的主题探

刊 170 多年来，她始终站在科技最前沿，

讨，内容涵盖、IT、医学、电子、经济、

为全球超过 500 万读者提供有关科技的前

天文、地理、人类、自然、哲学等各大领

瞻报道与深度解读。迄先为止，先后已有

域，以生动活泼、通俗晓畅的文字，深度

100 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和数千科技精英为

剖析每个前沿领域的发展趋势。

其撰稿，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前
沿科技进展。成为沟通科学与大众的最佳

刊频：月刊

平台。

国内统一刊号：CN1-5480/N
邮发代号：80-498

《环球科学》沿袭了《科学美国人》

网站：https://www.huanqiukexue.com/

严谨、客观的报道风格，坚持 " 科学家＋
翻译家＋记者 " 的编辑方针，力求原汁原
味的呈现《科学美国人》精髓，同时关注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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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
《环球科学》青少版

由《环球科学》杂志社独家引入《How

让孩子们在阅读中不知不觉迷上科学。原

it works》中文版权。这是一本面向青少

汁原味呈现英国原版精华，汇集全球顶尖

年的科普杂志。《How it works》源自英国，

的科学作者资源，为青少年传递世界知识

畅销全球十五个国家，是世界青少年科普

与智慧的结晶，探索新知，接轨世界前沿。

杂志领导品牌。内容横跨七大学科，涵盖
环境生态、工程机械、太空探索、物理化
学、历史人文、生物医学等方方面面，讲

刊频：月刊

述万物背后运转的科学，充分满足孩子对

国内统一刊号：CN1-5480/N

世界的好奇心。

邮发代号 :80-842

杂志由全球顶尖的科学团队 + 三维制
图团队联手打造，构建了完整、权威的科
普知识图谱！令人赞叹的超酷图片、逼真
的三维原理大解构、脑洞大开的思维挑战，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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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科普
公益性科普媒体

微科普是专注于科普知识传播的高层

容呈现。2015 年 12 月，微科普全新改版，

次公益性科普网站。以“成为中国科普网

由原来的科普网站更换定位为科学媒体，

站中的一面镜子”为出发点，提供负责

至今微科普保持着公益性科普的角色。

任、有趣、权威的科普知识，向关注中国
科普类资讯的公众提供科普知识的传播与
服务。微科普致力于让科普变得更简单，
让科学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元素。微科普
秉承权威、绿色、简明的风格 , 以“心系

微科普的 LOGO 含义：蓝色代表了权

科技、关乎人文”的理念 , 服务于经济社

威，锥形瓶是实验玻璃仪器，代表着科学

会科普教育事业的发展 , 并希望成为青少

实验，人头像代表着理论上的思维、联想，

年学习科学知识和激发科学探索欲望的网

细线圆圈将大脑与实验仪器包围起来，象

络园地。

征着科学理论与科学实验相结合，才显得

微科普筹建于 2010 年，正式上线于

更加完满。而最外层的粗线圆圈代表科学

2011 年 10 月。微科普已涵盖科研动态、

成果必须要被传播出去才能得到完善和发

天文、地理、考古、数学、物理、化学、

展，这就是微科普。
网址： www.wkepu.com

环保、生命科学、科技生活等各个领域的
内容 , 并辅以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的内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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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T BUT WHY( 等等，但是为什么 )
一个只写长长长文的科普网站

邀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马斯克及其公司的文

“ 等 等 , 但 是 为 什 么”（WBW） 是

章，由此也带了一大批网站粉丝。

由 Tim Urban 和 Andrew Finn 创 建 并 由
Urban 撰稿的科普网站。该网站涵盖内容

该网站的更新速度非常的不固定。网

并没有固定的主题，不过总体围绕与科技

站的原始口号是“每周一和周四更新”。

相关的人工智能、太空探索、脑神经科学

后来随着帖子长度不断增加和内容变得越

等话题为主，但也有其他例如地理、旅游、

来越详细，只能每周更新一次，并且口号

宗教等相关的话题。网站所有文章都非常

变为“每个星期二更新”。2015 年则变为

的长！ Urban 尤其反对“知识碎片化”，

“某个时间更新”。

因此他的文章会用各种详细的数据和手绘

该网站有中文版本，可惜已经很久没

插图将一个问题进行详细地讲解。来自

有更新。最后一篇文章更新于 14 年 2 月。

Urban 亲自手绘的火柴小人使得这些专业
网站地址：https://waitbutwhy.com/

长文变得有趣和易懂，也赢得了读者的喜
爱。在众多的读者中，最著名的应该是伊
隆· 马 斯 克（Elon Musk）。Urban 还 受

科普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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