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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津报 架

从陶成道的“万户飞天”到太空旅行
推荐理由：本书作者颜翔，是卫星遥感应用及测绘专家，航

天科普作者。书中内容从距离地球最近的月球的秘密开始说

起，逐步深入时下最流行的探索火星的话题，结合航天科技的新

发现，重点突出了人类移居其他星球生存的困难与挑战，用宏观

视野把天文经典故事和地球人对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发现和

认识进行汇集，用人与飞行器的一些经历，站在微观的角度展示

大航天时代的全新科研成果和科技智慧，为人们畅游太空提供

更多的帮助。

本书共有6章，介绍月球和火星的知识、讲述天文时代的奇闻

趣事，还展现了各种太空飞行器与大航天时代的紧密关联。有丰

富的历史故事、真实案例、深度秘闻及前沿的科技应用，由浅入深

地以地球为起点，逐步向外进行探索，通过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

故事趣闻、科研成果等内容，让更多人认识航天、了解航天、爱上

航天甚至立志于航天事业。

摘自《看见又看不见的太空》，颜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力津报 荐 《数字抑郁时代》
【德】萨拉·迪芬巴赫

【德】丹尼尔·乌尔里希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2年9月

人类窥晓的宇宙奥秘
张玫瑰

《奇观:月

球之谜、宇宙

之始及生命的

起点》，【英】

约翰·格里宾

著，北京联合

出 版 公 司

2022年 5月

出版。

约翰·格里宾1946年出生于英国，1971
年获得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他
不仅是天体物理学家，还是杰出的科普作
家，撰写科学作品近百部，善于用简洁的语
言传递复杂的思想。他所著的畅销书包括
《寻找薛定谔的猫》，还曾与妻子合著传记，
介绍许多杰出科学家的人生。近年来，他像
倒豆子一样，接连推出了好几本短小精悍、

通俗易懂的“口袋本”，这本《奇观》就是其中
之一。在书中，格里宾娓娓讲述八个不可能
的可能，有物理学的，也有生物学的，一个个
信手拈来，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学识之渊博。

很久很久以前，一颗火星大小的倒霉行
星与原始地球相撞，不仅撞歪了地球，还撞
出了月球。从此，月球开始了它给地球当
“外挂”的一生，帮助地球重塑地壳构造，稳
定地轴倾斜。所谓“女大不中留”，月球一直
坚定不移地走在离地球远去的道路上，这便
成就了格里宾所讲的第一个奇观——只有
当日月地之间的距离恰到好处时，地球上的
生灵才能看到日全食的景象，而人类不早不
晚，就出现在这最好的时刻。未来，当月球
离地球更远时，这幅美景恐怕是看不到了。

宇宙是有起点的，这是奇观二。数十年
来，通过测量最年迈恒星的年龄，测量宇宙
温度，测量微波辐射，不断地修正哈勃常数，
科学家们计算出宇宙的年龄约为138亿岁，

误差在1%以内。
138 亿年前，宇宙从一个奇点爆炸而

来，接着迅速暴胀，之后便在与引力的拉锯
下，靠暗能量加持，逐渐加速膨胀至今，这
是奇观三。

要论近年来最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
奇观四引力波当属其中之一。人类能够探
测到黑洞并合的微弱涟漪，这本身不就是
奇迹吗？

领略完外太空的奇观之后，格里宾将我
们的视线拉回到地球，拉回到那个神仙打架
的年代。牛顿曾试图用水桶实验证明绝对
空间的存在，证明运动是绝对的，马赫却说
运动是相对的，我们与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
千丝万缕的羁绊。当你搅动杯中的咖啡时，
咖啡沿杯壁上升，形成凹状液面，原来是因
为它感受到了遥远宇宙众星系的“牵绊”，这
是奇观五。

接下来，作者用一只小小的蝴蝶引出奇

观六混沌现象。初始条件的细微变化，足以
造成结果的千差万别。当世界趋于混沌时，
不确定性更大，能够模拟宇宙走向的“超级大
脑”只有宇宙自身。但是，宇宙所无法模拟
的，是自由意志。

地球生命的起源是奇观七。数十亿年
前，地球上两个单细胞生物的意外结合，实现
了生命形式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的飞跃。在漫
长的岁月中，它们孕育的子子孙孙逐渐走上
不同的进化路线，其中有一支演化出了高级
智慧生命。

几百万年前，地球进入冰期，气候变迁，
森林萎缩，生存艰难。森林古猿被迫来到地
面上另谋生路，开启人类始祖的逆袭剧本。
接着，地球进入间冰期，人类始祖得以繁衍生
息，壮大种群。此为奇观八。而冰期与间冰
期的交替循环，冥冥之中竟与月球有关！

格里宾以“不可能的可能”为主线，串
起了八个堪称奇迹的低概率事件，时不时
穿插一些有趣的冷知识，让人看了直呼过
瘾。知识的探索永无止境，真理的验证亦
是如此。书中提到的这些不可思议的奇
观，是在人类现有认知能力与理论框架内
的真相。科学的美妙之处，在于无限的遐
想，开放的结局。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宇航员。人
类对于太空的向往，从古至今，历久弥
新。很多人没想到，全球第一个尝试利用
火箭飞天，也就是被称为“世界航天第一
人”的，是一个600多年前的中国人，他叫
陶成道，原名陶广义，是明朝的一位开国
功臣，被朱元璋赐名“成道”，封赏“万户”，
从此被人称为“万户”。

陶成道也是一名优秀的火器专家。
1390年，陶成道晚年时期的某一天，他把
47枚火箭绑在一个蛇形座椅车上，双手各
持一只大风筝，下令仆人点火，试图利用
火箭的推力和风筝的升力飞起来。不幸
的是，点火后不久火药即爆炸，车毁人亡。

这就是“万户飞天”的故事，也是人类
最早一次有记载的火箭发射。20世纪70
年代，国际天文联合会将月球背面的一座
环形山命名为万户“Wan Hoo”。

一直到1961年，人类才达成万户的遗
愿。苏联宇航员尤里·阿列克谢耶维
奇·加加林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人；2001
年，第一位太空旅客——美国富豪丹尼
斯·蒂托进入国际空间站。

如今又过去了20年，截止到2021年9
月 15日，人类历史上仅 581人进入过太
空，还包括一些并没有越过100千米卡门
线的如维珍银河的创始人、英国富豪布兰

森等人，他们去的亚轨道空间并非传统意义
上的太空，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微重力环境
的体验相差无几。

在上过太空的人群中，飞行员和科学家
最多，其他非相关科学的工作者寥寥无几，
大多是一掷千金的富豪，对于普通人来说，
目前很难有机会接触到太空。

为什么人类进入太空那么难呢？因为
上天这件事是人类科技发展史上一个最复
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包括了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语言、艺术、体育等几乎所有的学
科，还涵盖了机械、光学、力学、热学、电子
学、软硬件集成、生产制造、计算机应用编
程、材料学、3D打印、通信、传统能源和新能
源、生物基因技术、食品工程、量子物理、人
工智能、大数据应用等几乎所有的专业领域
和行业应用。

不夸张地说，你能想到的所有事物都能
与航天扯上关系。有人把动物带上过太空，
有人在太空舱种出了蔬菜，有人在国际空间
站里举办奥运会，有人在中国空间站里吃粽
子过节，有人在月球击打高尔夫球，有人在
火星上造出氧气，有人在“灭霸”的故乡——
土卫六上拍下了神奇的照片，还有3岁就立
志要成为第一批去火星的地球人。

但是，上天真的太难了！一个国家往往
举一国之力也很难做到一次摆脱地球引力

的升天。有这样一些国家，在地球上的国土
面积很小，经济可能也并不发达，但却付出
很大代价去发展航天、培养人才、制造接触
太空的机会。

例如，阿联酋于2020年7月率先发射了
探测器“希望号”，成功进入火星轨道；又如，
卢森堡这个“袖珍王国”，为了子孙后代能在
未来的太空世界拥有一席之地，成为欧洲的
商业航天“孵化器”；还有来自非洲的教师恩
科洛索，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就训练过一
支计划前往火星的宇航员队伍，试图帮助赞
比亚这个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实现
他们的太空梦。

太空确实太有魅力了，你或许不清楚，
地球的附近有无数颗富含铂金、黄金的小
行星；你也许不了解，月球上的氦-3不但
没有污染，而且用来发电可以供人类使
用1万年以上；你大概不知道，贫瘠的火星
曾经跟地球一样美丽而多彩；你可能不相
信，天王星、海王星此刻正在下着倾盆的
钻石雨；你恐怕没想到，太阳出生时还有
个兄弟，太阳系的边缘或许还有一颗隐藏
着的“第九行星”。

这梦幻般宇宙中的一切已知或未知，
如果要让更多的地球人来参与，就需要将
人类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太空梦想紧
密融合，通过太空商业的高速发展，持续不

断地提供更高水平和更低成本的航天类服
务，这就是更高维度的人类社会的文明和
商业基础。

这些听上去都好遥远啊，难道广大的航
天爱好者们只能以仰望星空的方式来终结
自己的太空梦想吗？答案是，不会的！在未
来的3至5年，每年将至少会有1万人获得进
入太空的机会；10年以后，每年会有超100
万人能够有机会轻松地去感受太空的微重
力环境；20年后，人类将有能力探索到太阳
系的边缘，发现更多的宇宙秘密。

当然，早期的太空船票肯定会比较贵，
就像最初的座机电话一样。但随着科技的
发展和商业化的成熟，未来的太空游客们只
需花费飞机3至5倍的价格就能获得俯瞰蓝
色地球的机会，当达到一定规模时，这个价
格还有下降的空间。

在太空中，我们的衣食住行，所有的一
切生活全都会与在地球上大不相同，如果是
在月球、火星等外星球上，又会有什么样的
故事发生呢？人类能否做到，在感受浩瀚宇
宙的同时，也能兼顾到旅游体验和生活品质
呢？这当然需要全人类全社会的共同进步
和技术革新，但一切都是可实现的。

未来，我们在月球、火星上一定能像在
地球上一样轻松自在，还能感受不一样的宇
宙风光！

在微信上时刻保持联系、刷微博战斗在吃瓜前
线、打卡记录自己的每项进步、刷短视频观察世间万
象——是的，你很忙、很充实，每时每刻都在与世界连
接，然而你真的幸福吗？

技术让生活前所未有地便利，但与此同时，你也
需要和所有好友比拼步数、被各路大神贩卖焦虑、和
意见不同者激情对线，甚至因为不经意的一句话遭
受网暴。你的神经被社交App上的小红点牵动，你越
想紧跟潮流、展现完美的自己，就越容易感到疲惫和
压抑。在不知不觉中，你已被新媒体所绑架。抑郁，
成了数字时代的流行病。

技术如何改变人的心智和幸福感，是迪芬巴赫和
乌尔里希多年来的研究主题。在本书中，他们直面时
代的弊病，剑指隐藏在高科技背后的幸福陷阱。哪些
设计激化了攀比和嫉妒？什么东西令人既上瘾又空
虚？线上的讨论习惯蔓延到线下会带来什么？我们
需要一场彻底的审视，才能找到和技术最佳的相处方
式，在数字时代自由畅快地生活。

《张朝阳的物理课》
张朝阳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12月

空间站会不会突然掉下来？微波炉加热食物的原
理是什么？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而云朵是白色的？
太阳的寿命是多久？怎么计算出声音的速度？如何计
算潮汐的高度？
“张朝阳的物理课”是火遍全网的烧脑在线课

程，以高密度知识输出赢得超高人气。在本书中，张
朝阳从自然界的现象出发，引出基本物理概念，推导
基本理论，研算现象后面的根本原因，达到本质的理
解，涵盖力学、热力学、电磁学、量子力学等。本书中
使用较多数学推导展示物理与数学的不可分割，也
能帮助读者提升数学水平。

《里山异兽谭》
【日】早川孝太郎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年10月

本书是日本民俗学家、画家早川孝太郎的经典
作品，与《远野物语》齐名的日本民俗文学经典，收
录了日本三河、横山等地区的老猎人所讲述山野
中出没的野兽的故事。

主要以野猪、鹿和狸猫的轶事为主，既有猎人
山民的口头故事，比如猎人射杀了体格异常的大
野猪的故事、母鹿被杀死后跟来的小鹿的故事、在
村庄发生的可疑事件怀疑是狸猫的恶作剧……又
有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诸如净琉璃姬与鹿、狸猫
所变的文釜茶壶等，还有民俗掌故等组成的独特
的传统世界。以取自日常生活的鲜活表达加上作
者精心的文字加工而形成的民俗学经典作品，文
体简洁，内容醇厚，长期以来受到众多作家和文学
爱好者的喜爱，周作人、芥川龙之介、柳田国男等
人都对其有高度评价。书中还收录作者手绘插图
若干幅。

《与达·芬奇同行：
艺术世界内外50年
目睹之清明与疯狂》

【英】马丁·肯普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8月

这本书讲述了一段传奇艺术家与艺术史权威专
家时空穿越500年的“私人关系”，是一部视角独特的
达·芬奇敬献纪念之作。

作者马丁·肯普被誉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研究
达·芬奇的学者，他在这本书中将自己与达·芬奇同
行共生50年的历程娓娓道来。书中讲述了真正的
专业学者如何进行手稿查阅、艺术品修复、身份断
定、科学检测、真伪鉴别等，如何侦探般地破译“达·
芬奇密码”，以及世界名画背后的利益纷争、自由港
里巨额艺术品交易的游戏规则、顶级富豪圈的收藏
风波……肯普还在书中阐述了他对《最后的晚餐》
和《蒙娜·丽莎》的看法，重新讲述了他在辨认被盗
的《纺车边的圣母》时所扮演的角色。书中以所讨
论的作品为例，从不同角度对这位天才艺术家展开
研究，其中包括相关的技术分析和依据达·芬奇创
作的流行文化作品以及他在去世后500年内所产生
的持久影响。

酝酿已久的诗文集几经修订即将付梓，
这一刻我既感到兴奋欣慰又感到紧张惶恐。
兴奋欣慰的是，朝实现曾经编织的文学梦迈
近了一步，多年来熬夜码字付出的心血终于
有了一个至少是可对自己交代的阶段性总结
成果。紧张惶恐的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写
几篇学术论文、出版一两部科学论著当属正
常本职之责，但出版文学类作品却似有附庸
风雅甚至不务正业之嫌。而且于我而言，吟
诗作赋纯属业余爱好，一份“画眉深浅入时
无”的忐忑和纠结总也挥之不去，唯恐错谬之
处过多而贻笑大方。不过，这么多年来自己
所亲身经历的风雨坎坷、惊心动魄的航天追
梦之路，的确有太多太多的感受与心语不吐
不快，想要表达的冲动竟压抑不住。《银汉逐
梦》就这样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它可能有些粗
糙、有些直白、有些稚嫩，但它毕竟折射了一
个航天人追梦的心路历程，期望能有一些分
享价值。

这本诗文集从文体上可分为三大部
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诗词。我个人一直喜
爱我国的古诗词，它凝练、深情、隽永，以其
格律与意象表达简约而含蓄的美，具有独特
魅力。但古诗词很难写，平仄与韵律要求严
苛，现今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束缚会影响畅
意表达。本部分诗词有不少仿古诗词体，并
未遵循格律规则，仅借其形而直抒胸臆。还
有一些现代诗体的诗，也是尝试着写的，不
妥不合之处，请读者批评。诗词部分从内容
上分为三个专题：一专题取名“驭剑九天寻
梦去”，抒发了对航天辉煌成就与拼搏精神
的赞颂；二专题取名“浮生若梦情无价”，主
要记录一些个人的人生感悟；三专题取名
“逍遥自在不羡仙”，主要描绘度假游历中的
所见所闻所感。第二部分“一曲高歌慰我
心”，主要是歌词，大多是在《神剑》《歌曲》等
杂志上发表过的。这部分以讴歌航天为主，
与著名的歌唱家、词曲作家一起合作制作过

相关音乐与视频。第三部分“人类因太空梦
想而伟大”，主要是散文，大多是根据已发表
在《航天员》杂志和其他杂志的卷首语改编
的。这部分内容较为丰富，试图体现出一种
宏阔视野和浓烈的时代气息。作品不仅以
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脉络为主线展开评
述，如对历次载人飞行的回顾与展望，而且
紧紧跟踪世界航天发展大势，倡导和平开发
利用太空、守护人类共同家园的理念，对国
际重大航天事件进行点评。如美国的航天
飞机退役、国际空间站动态、航天新技术与
商业航天等热门话题均有涉及。这些散文
在以航天为背景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
神的同时，还紧扣时代脉搏，关注重大现实
社会问题，如抢险救灾、抗疫扶贫、举办北京
奥运会等，体现出人文情怀。

今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三十周
年。回想三十年前，工程刚启动，不到三十岁
的我被任命为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倍感
光荣和责任重大。我有幸亲历参与了国家载
人航天工程全过程研制试验工作，从神舟一
号首次无人飞行到神舟五号杨利伟首飞圆
梦、再到今天的中国空间站建造，一步一步见
证了祖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辉煌腾飞与发展。
三十年风雨砥砺，三十年拼搏奉献，“牧星苍
宇踏歌来”！航天人自有航天人的激情与浪
漫，航天人自有航天人的追求与情怀！航天
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己能赶上这
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从事这样一个伟大的事
业，奔赴这样一个伟大的征程，内心深处升腾
起的那种使命感与自豪感即使形诸笔墨用最
华丽的辞藻也难以表达其万一。

梦从少年始，何年方可休？我知道，追梦
之旅永无终点，三十年后的今天虽至花甲之
年，但心若在，梦还在，“花甲重来写新词”，策
马扬鞭更豪迈。

本书穿越时空，带领读者走进世界航
天史上首堂献给青少年的天地联讲科普
课。每一篇日记都由航天员亲自录制，每
一个镜头都在记录太空生活。读者不仅
能看到太空纪实图文，还能扫描二维码轻
松观看近四十段珍贵的太空录像。

以航天员视角揭秘地球之外的生活，
让孩子超近距离走近太空，走近神舟飞
船，走近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全景再现
执行为期33天的中国航天史上迄今为止
最长太空任务的完整历程。

作者团队阵容强大、权威，全面、立
体、生动、鲜活地塑造了中国航天人英雄
形象，是一部展现中国航天人热爱祖国的
核心精神、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和进取意
识的佳作。

见证三十年航天逐梦

推荐理由：陈善广是我国航天领域的知名专家，本

书收录作者近年来发表过的诗歌和散文作品，分为上

下篇，上篇以诗歌为主，下篇以散文为主。作者以诗文

的形式记录了中国当代航天事业的辉煌成绩。许多作

品脍炙人口，《鹊桥仙·天宫一号成功发射有感》《清平

乐·贺天宫一号/神舟八号首次交会对接成功》《备战文

昌》《太空玫瑰》《我为祖国感到骄傲》等等。记录了我

国航天事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从航天大国迈向航

天强国的道路上，中国航天人勇攀高峰、自立自强，用

一个个坚实的脚印，把梦想化作现实。

《银汉逐梦》，陈善广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

分享 读悦

《太空日

记（纪念版）》，

刘思扬主编，

景海鹏、陈冬、

刘洋、王亚平

等编著，四川

科学技术出版

社 2021年 7

月出版。

中国航天员太空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