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跃跃跃

《画说科学》写作模式的科普意义

巫红霏

（畅谈文化公司，台北 10041）

[摘 要] 张之杰教授为两岸知名科普写作家和科学史家。20 世纪 90 年代初，因编辑美术书刊，开始研究美

术史。1996 年起，开展出科学史与美术史会通的道路。2006 年，将科学史与美术史会通的文章辑成 《画说

科学》。该书由 20 篇通俗文章构成，有些已改写成论文，有些由论文改写而成。作者通常先说明如何从绘

画等文物上发现某一课题，再写出抽丝剥茧的经过。 《画说科学》 的意义，是造就一种科普写作模式，可

供有意从事科普写作的科研工作者参考。亦即科研工作者只要以文学之笔，写出解决某一课题的曲折过程，

就可能成为一篇有趣的科普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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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见 《画说科学》 自序，及 《我的业余学术探索》。
于 见 《画说科学》 第 27 页，《从周昉蛮夷执贡图说起》开篇语。
盂 《环华百科全书》 （张之杰主编，由环华出版公司于 1982 年出版），共 20 大 册，为台湾第一部综合百科全书。
榆 该文原刊于 《明日世界》 （1981年出版），后收入 《中国科技史》 （吴嘉丽主编，由自然科学文化公司于 1983年出版）。

科普性科学史著作 《画说科学》，是张之

杰先生十年磨剑之作。在两岸的科普著作中，

风格极为独特，由选材、写作手法到整体呈现

都有不同一般之处。这些不同之处，应和作者

张先生的特殊经历，以及知识较广、洞识力较

强，和有一管生花妙笔有关。

张之杰，原籍山东诸城，师大生物系

（1962—1966）、国医学院生物形态研究所

（1968—1970） 毕业。研究所毕业后，留校担

任助教一年、讲师三年，因为和系主任不合，

1974 年辞去教职[1]，转任 《科学月刊》 副总编

辑，从此展开其编辑、写作、教学 （兼任） 及

业余探索学问的生涯。

在编辑方面，张先生曾负责两家大型出版

公司编务。在写作方面，面向广泛，但以科普

较为人知[2]。至于业余学术探索，始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初着力于民间宗教、民间文学、

西藏文学，1996 年起，专注科学史，开展出

科学史与美术史会通的道路①， 《画说科学》

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张之杰先生说：“我这个人不中绳墨，从小

读正书的时间少，读杂书的时间多，后来因为工

作的关系，接触的知识更加驳杂……”②所谓

“工作的关系”，就是编辑工作，包括主编台湾

第一部综合百科全书 《环华百科全书》 ③ 以及

台湾第一部百科辞典 《百科大辞典》 [3]。张先

生曾经是“文艺青年”，此后从中年到老年，

文学创作从未完全停辍[4]，因而打造出精练典

雅的文字风格。

此次因出席“第七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

重读张之杰先生大作 《画说科学》，认为其写

作模式可供有志科普写作的学者们参考，特

不避浅陋草成此文，和与会学者商榷。

1《画说科学》著作缘起
作者在书中自序标题为 《十年磨一剑》。

《画说科学》 2006 年结集 （2007 年出版），前

推十年，指的就是从 1996 年初发表论文 《以

文艺复兴时期事例试论我国传统科技插图之

缺失》。作者在这十余年间，开创出科学史与

美术史会通的跨学科研究。

作者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就开始接触科

学史[5]，大学、研究所时期就关注科学史，在

当时的学术界堪称异数。1982 年，“中研院”

筹组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组

中国台湾地区委员会 （简称科学史委员会），

作者为创会委员之一。然而，在 1996 年以前，

张先生发表过若干科学史论述和杂文，但从没

发表过正式的学术论文。

作者在自序 《十年磨一剑》 中提及，他正

式研究科学史，是因为参加 1996 年于深圳召

开的“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研讨会”。为寻

求论文题目，忆起十几年前曾写过一篇通俗文

章 《我国古代解剖学的沿革》 ④，文中有这样

一段话：“步入 16 世纪，文艺复兴已进入高

潮，各种学问都渐渐孕育成形，解剖学就在这

时奠下基础。公元 1510 年前后，大画家达文

西为研究人体，曾解剖过数十具男女尸体。他

解剖时所作的图稿，可以看出解剖学和绘画间

的关系。我国绘画不重明暗、透视，层次一复

杂，就无法表现出来。 《欧希范五脏图》 《存

真圜中图》 之所以粗枝大叶、层次不分，原因

大概就在此吧？”

于是作者将目标锁定在科技插图的问题

上，暂定了个题目 《我国古代科技插图的缺

失》 开始思索。所谓“我国古代科技插图的缺

失”，是指和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相比，所以

必须要有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献。洪万生教

授适时提供一篇英文论文 （中译 《文艺复兴时

期艺术家对科学的贡献》） [10] ，因而取得参照

点，于是作者将论文题目改为 《以文艺复兴时

期事例试论我国传统科技插图之缺失》。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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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张先生说，未收入这五篇的原因是：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对科学的贡献》 将收入科普馆丛书之 《科学与艺术》； 《从古人偏好单眼
皮说起》 《从中日的金鱼偏好说起》 已收入科普馆丛书 《科学史话》； 《明代的麒麟———郑和下西洋外一章》，远不如 2005 年写的 《海
的 600 年祭———为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而作》； 《家牛与家水牛的几点疑问》 内容单薄。

论文令与会学者感到新奇，也使得作者有了信

心，从此开始正式研究科学史。

大约从 1994 年起，作者因编辑美术书，

开始较认真地研读美术史，到 1996 年，美术

史的研究和科学史研究已相会通。为了继续

深究这个新开发的领域，作者从 1996 年 7 月

至 1997 年 6 月，在 《科学月刊》 开辟“画说

科学史”专栏，连续发表 12 篇文章，之后又

加写 2 篇，这 14 篇文章就是 《画说科学》 一

书的基础。

在 《科学月刊》 刊登的 14 篇文章，有些

由论文改写而成，有些改写为论文，并衍生出

其他的论文或论述。2006 年，作者为了纪念

积极探索科技史满十年，编成两本书，科学史

与美术史会通部分集结为 《画说科学》，其他

通俗论述集结成 《科技史小识》，两书于 2007

年出版。

2《画说科学》的版本
《画说科学》 由风景文化于 2007 年 11 月

出版，繁体字直排，全书共253 页。前台包含

了书中所引古画彩页 14 页、洪万生序、自序、

出版说明，书后则有志谢，正文共 20 个篇章，

包含 《代前言：谈绘画的史料价值》 《职贡图

中的鹦 昉鹉》 《从周 蛮夷执贡图说起》 《狮

乎？獒乎？———从元人画页獒图说起》 《像不

像，有关系———谈我国传统科技插图的缺失》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对科学的贡献》 《为李

约瑟补充一点点———古画中的水磨》 《狂乱

的心灵，骚动的笔触———为徐文长看病》 《猎

豹记———古画中找猎豹》 《哈剌虎剌草上飞》

《野牛沧桑———为牛年而作》 《家牛与家水牛
翚的几点疑问》 《如 斯飞———看画，看屋顶》

《中国犀牛浅探》 《明代的麒麟———郑和下西

洋外一章》 《单眼皮，双眼皮———由仕女图引

发的观察和思索》 《从古人偏好单眼皮说起》

《从中日的金鱼偏好说起》 《见笑花，含羞草》

《万家都饱芋田饭》。

《画说科学》 出版后，接着出现两个版本。

一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 《艺术中的科学密

码》，2011 年 1 月出版，简体字横排。与 《画

说科学》 相较，在前台方面新增 《简体版缘

起：登陆的喜悦》 一文，其余前后台和彩图皆

相同；正文仍为 20 篇，编辑删除 《野牛沧

桑———为牛年而作》 《家牛与家水牛的几点疑

问》 《从古人偏好单眼皮说起》 等三篇，另补

上 《己丑谈牛———谈谈中国畜牛的演变》、

《宫刑宫哪里？》 《美术史料中的细犬》

一是 《科学风情画》，由台湾商务印书馆

于 2013 年 2 月出版，纳入“科普馆丛书”。繁

体字横排，全书黑白印刷，未附彩页。与 《画

说科学》 相较，前台多出科学月刊理事长的丛

书总序，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商务科

普馆序；正文共 20 个篇章，其中删除了 《画

说科学》 原有的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对科学

的贡献》 《家牛与家水牛的几点疑问》 《明代

的麒麟———郑和下西洋外一章》 《从古人偏好

单眼皮说起》 《从中日的金鱼偏好说起》 共五

篇①， 增补的篇章则为 《海的 600 年祭———为

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而作》 《耶尔辛在中

国———意外抢获的史料遗珍》 《我与台海采风

图考———意外的殊胜因缘》 《青冥宝剑胜龙

泉？》 《吴哥行———给周达观先生的一封信》。

3《画说科学》的写作模式
本书正如同洪万生教授在序文所说：“由

于从科学史角度切入中国传统画作，所以，之

杰得以看到一般史学家所不及的面向，从而开

拓出一个结合科学史与艺术史的跨领域学问。”

作者以流畅的文字，缕述发现选题和研究的过

程。阅读本书的每一个篇章，如同随著作者亦

步亦趋地探究一个题目。看完全书，作者十年

间在科学史和美术史方面的研究，便一一呈现

在读者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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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以三篇文章为例，说明本书的写作

模式。

《职贡图中的鹦鹉》 （第 18—26 页） 开篇

便点明了写作因缘：

任何事都离不开因缘。以我写这篇短文为

例吧，多亏两件因缘才能着笔。第一件是：台

北故宫博物院出版了大八开的 《故宫藏画大

系》，由于版面够大，我才能看清 《阎立本职

贡图》 中鹦鹉的轮廓；第二件是：今年四月二

十六日访北京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位青年学

者王扬宗先生送我一本美国汉学家谢弗的名

著《唐代的外来文明》 （吴玉贵译）。因缘和

合，这篇短文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紧接着，作者说，约 15 年前他偶然读到

李霖灿先生研究 《阎立本职贡图》 的论文，得

知图中右端两名昆仑奴 （矮黑人） 所扛的笼

子，里面装的是只鹦鹉。

李霖灿先生论文的重点，是“发现其所画

的故事合于正史”，即贞观五年 （631 年） 林

邑等国入贡的史实。那年林邑献给唐太宗一只

五色鹦鹉和一只白鹦鹉。阎立本是初唐宫廷画

家，这件史实由他形诸丹青，可说是自然不过

的事。李先生还引证苏东坡题为 《阎立本职贡

图》 的诗，内容和图中所绘一一吻合，表示苏

东坡曾看过这幅画。因此，李先生得出结论：

“即令这幅画不是阎氏的原作，当亦是唐宋以

来流传有绪的一个摹本。”

作者说：“笔者对鸟类略知一二，当年看

完李先生大作后，心想：李先生洋洋洒洒地写

了万余言，为什么却吝于一谈那只鹦鹉？”当作

者看过大开本的 《故宫藏画大系》，看清画中那

只鹦鹉的轮廓；又因读过谢弗的 《唐代的外来

文明》，得知古人所谓的白鹦鹉，就是凤头鹦

鹉。至此已可证实， 《阎立本职贡图》 并非阎

氏真迹，也不是流传有绪的一个摹本。作者说：

据笔者分析，画家的原意是要画贞观五年

林邑所进贡的那只白鹦鹉，但因不识其庐山真

面目，就以我国南方所产的长尾鹦鹉为蓝本，

保留了它的红喙和长尾，将体色改为白色。在

画家的认知中，鹦鹉嘛！红喙、长尾，是天经

地义的事，殊不知产在爪哇以东的白鹦鹉就

不是这个样子；至于头顶上的冠羽，那更是做

梦也想不到的了。画家因为没看过白鹦鹉所留

下的破绽，成为我们了解这幅 《阎立本职贡

图》 的重要线索。

由于 《阎立本职贡图》 笔力微弱，美术史

家普遍认为不是阎立本真迹，但又提不出实证

的论据。笔者的“发现”，或许可成定论———

《阎立本职贡图》 不是阎氏手笔，甚至也不是

根据真迹的摹本。阎立本以写真见长，他供奉

朝廷，奉命作画， 《阎立本职贡图》 是要给皇

帝看的，他敢随意杜撰吗？

《像不像，有关系———谈我国传统科技插

图的缺失》 （第 53—64 页），由论文 《以文

艺复兴时期事例试论我国传统科技插图之缺

失》 改写而成。在比较中西绘画和版画的差

异后，作者说：

与西方相比，我国显然缺少绘画与科学相

结合的阶段，所以一直没有发展出远近法和明

暗法，也就画不出照相般的效果。绘画如此，

版画更是如此。在西方，版画很早就成为独立

画科，版画家和画家享有同等的地位。在我国，

版画中的“画”与“刻”一直分工，刻工所要

做的，不过是忠实原稿，将书稿或画稿原封不

动地刻下来。刻工社会地位低下，在贱工末技

的大传统下，历代知名画家没有一人成为画、

刻兼擅的版画家。科技插图不能使读者按图索

骥会有什么影响？笔者认为，这将导致科技传

习上的不便，以及在传习中必须更加仰赖师承。

从表面上看，我国传统科技插图的缺失似

乎是因为缺少绘画与科学相结合的阶段，没有发

展出远近法和明暗法，因而刻不出栩栩如生的插

图。但从深一层看，恐怕和我国的绘画思想及教

育思想有关。这些科学哲学的问题已非区区在下

所能处理，为免自暴其短，就此打住吧！

相较于 《职贡图中的鹦鹉》 和 《像不像，

有关系———谈我国传统科技插图的缺失》 酝酿

多年， 《为李约瑟补充一点点———古画中的水

磨》 （第 75—87 页） 是特意找来的题目。在

文中，作者言明为了应付每月一篇文稿，有意

识地在李约瑟的 《中国之科学与文明》 找寻，

在仔细研读了 《机械工程学》 和 《土木及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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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 的章节后，逐渐浮现出这篇文章。

作者发现李约瑟在书中附有一幅元代佚名画

家的水磨图，不禁质疑“李约瑟为什么不用时代

早、画得更好的《闸口盘车图》”？作者说：

那是去年十一月间的事，我在翻阅 《机械

工程学》 卷下时，不经意地看到一幅元代佚名

画家所画的水磨图，当时不禁自问：“李约瑟

为什么不用时代更早、画的更好的 《闸口盘车

图》？” 《闸口盘车图》 是传世五代名作，相信

任何一位爱好中国美术史的朋友都不会陌生。

“李约瑟为什么不选 《闸口盘车图》？”在那澄明

的秋夜，我已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了。

李约瑟所引用的那幅水墨图，是元代佚名

画家所画的 《山溪水磨图》。李约瑟还引用了

王祯 《农书》 （1313 年） 上的水磨图，并说这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水磨图。因而作者分析，李

约瑟疏于研究绘画，于是开始在古画中找水

磨，除了五代的 《闸口盘车图》，还在宋画中

找到 4 幅、金代 1 幅，都早于王祯 《农书》。

这是副标题“为李约瑟补充一点点”的由来。

文末作者说：

笔者曾刻意想从元、明、清三朝的绘画中

找到水磨，结果一无所获。是宋代以后水磨减

少了吗？当然不是，直到本世纪中叶，水磨还

在大量使用呢！宋朝以后的绘画不再出现水

磨，这是个美术史的问题，而不是科学史问

题。从元朝起，业余的文人画家取代了职业

画家，成为画坛主流。文人画重视一己心灵感

受，不重视所描绘客观对象是否形似。在取材

上，文人画崇尚清雅，避讳世俗，像水磨般的

市井俗物当然上不了文人画的纸绢。

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美国汉学家高居翰

（James Cahill） 在其著作中多次谈到宋元之际

画风的转变，在 《气势撼人》 （王嘉骧等译，

石头出版公司，1994 年） 一书中，高居翰说：

“马克·艾尔文 （Mark Elvin） 的研究告诉我们，

中国的科技在 10 世纪至 14 世纪之间达到高

峰，其后随着中国人由客观性地研究物质世

界，转向以主观经验与直观知识的陶养，科技

的进展至此便完全失去了动力，而此一重大转

变，正好颇具深意地对应着发生于宋元之际的

绘画上的改革。”这段宏论，使得美术史和科

学史得到交集。

4《画说科学》的科普意义
科普的目的是将科学普及到社会，作为科

学家和普罗大众的桥梁。科普写作并不容易，

好的科普作品更是少见。中国大陆科普界一般

倡导科普“三性”，即科学性、思想性和艺术

性[7]。 作者要有一定的科学素养，才可能在写

作时展现真实的科学性，才有机会发展出具有

思想性的作品；至于在艺术性方面，则需要作

者的人文素养和写作技巧相辅相成。 《画说科

学》 作者以其长年累积的科学、人文素养，终

能端出三性齐备的作品。

由于现代科学源自西方，即便是中国人自

行创作的科普作品，所引用的仍是西方的例

证。作者在 《狂乱的心灵，骚动的笔触———为

徐文长看病》 一文中提及，“学术中文化”是

毕生最想做的事，而学术中文化就必须多引用

中国的事例。 《画说科学》 作者正是以自身的

科学史、美术史研究，写出源自中国文化的科

普著作，值得后辈科普作家学习。

作者以业余科技史家的身份，在写作中详

述研究过程。文中包含了研究动机、如何在观

察和阅读中发现题材、提出假设、资料收集、

做出结论、发展思想论述等，这些研究方法对

有志于研究学问者，是绝佳的典范。

简体字版 《艺术中的科学密码》 出版后，

大陆知名科普作家金涛先生为文评介：“《艺

术中的科学密码》 是一本学术性很强的科普图

书，或者说是一本普及型的学术著作。因为通

常的科普著作，往往是将现有的科学技术知识

通俗化。 《艺术中的科学密码》 与一般的科普

著作不同，它的内容来自作者本人的研究成

果，同时采用大众易于接受的传播方式，作品

的原创性是显而易见的。” [8]

金先生又说：“《艺术中的科学密码》 的

可贵之处，在于作者不仅告诉读者结论，而且

用比较多的笔墨介绍发现某一课题的背景，写

质疑也写思考，写困惑也写探索经过，毫不讳

言其中的挫折，以及最终柳暗花明的喜悦。他

巫红霏 《画说科学》 写作模式的科普意义作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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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科学史，如同一篇篇生动的散文，娓娓道

来，引人入胜，不同于学院派的烦琐考证，这

是很大的特色。这些发自内心的感悟，不仅显

示了作者治学的严谨、为人的坦诚，也给予读

者更多的思考。”

海峡两岸都在积极推动科普。大陆于

2002 年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

法》 （简称科普法），该法第三章第十五条：

“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师应当发挥自身优势

和专长，积极参与和支持科普活动。”亦即以

法律责成学者负起科普任务。一般学者不谙

科普写作，每每将科普视为畏途。 《画说科

学》 的写作模式，或许值得科研单位的学者

们参考。

学者们只要将自己的研究过程用文学之

笔缕缕写下来，就有可能成为一篇科普佳作。

《画说科学》 的例子告诉我们，学者的第一手

科普文章，通常较“转述”式的科普文章精

彩。这类科普文章也具有教育作用，读者在轻

松阅读中，不知不觉地学到怎样发现问题、怎

样解决问题。有些读者或许还会受到启发，走

上科研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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