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爱因斯坦不会被忘记
演讲 宋志平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外音话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最近，以“爱因斯坦的异想世界”为主题的特展在上海开幕。其间，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
应邀与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前校长哈诺赫·古冯德教授就“创新与创业”这个主题进行了对话。

宋志平在演讲中表示，永无止境的好奇心、创意奔放的思维以及强烈质疑的态度等等，这些爱
因斯坦之所以成为大科学家的可贵品质，形成了指引人们更有效创新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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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预报有哪些难点

讲座听

中国的水墨动画，何时重回巅峰
语录言

■ 陈波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近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陈波来到“造就”演讲，讲述了国产水墨
动画的辉煌过往。

中国的水墨动画，从一开始就站在很高的起
点上。

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简称美影厂）

出品的《小蝌蚪找妈妈》是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

取材自齐白石先生作品中的诸多形象；1963年的
《牧笛》中，憨态可掬、朴实无华的水牛是根据著
名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的绘画风格绘制的；1982

年， 海派书画大师程十发先生作为美术设计，参
与了第三部水墨动画《鹿铃》的制作；1988年，作
为中国水墨动画的巅峰之作，吴山明老先生完成
了《山水情》的造型设计。

如今，距离《山水情》已经过去了整整 31年，

我们一直在思考水墨动画如何获得新生，如何重
回巅峰。

目前正在制作的《斑羚飞渡》，是美影厂首次
尝试 90分钟的水墨长篇动画。跳开美影厂熟悉的
水墨动画短片的路子，《斑羚飞渡》 的整个制作难
度呈几何倍数上升， 除了恢宏壮美的画面以及或
工笔或写意的彩墨外，这还是一部无对白电影，因
此，对配乐和故事节奏的要求不可谓不严苛。

为什么美影厂敢做这样的尝试呢？因为《斑羚
飞渡》同样也请到了艺术大家来和我们合作。

第一位大师就是“中国工艺美术第一人”韩美
林先生。他是福娃的创作者，也是美影厂的一名“老
兵”，他曾在 1987 年为美影厂的剪纸动画短片《狐
狸打猎人》担任美术设计。韩美林先生在绘画、雕塑
上都有着极高造诣，这也为《斑羚飞渡》在美术上提
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

另一位大师是黄格胜先生，他是中国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漓江画派的代表人物，因为水墨动画真
的是要一张张画出来的，所以黄老特地为这部影片
画了很多场景。

在这两位艺术大师的护航下，我们才有底气去
做新的探索。如今，虽然所有的绘制软件包括真人
拍摄，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是，中国水墨动
画之所以在国际上有那么高的地位，是因为它是在
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技术下产生的艺术作品。日本和
韩国也会制作一些所谓的水墨动画片，但概念是完
全不一样的，连技术方式也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
推动中国水墨动画实现新生的动力。

谈到美影厂， 就跳脱不开我们 62 年的历史。

我们一共拍了 500 多部动画作品， 获得过全世界
200 多个奖，比国产电影更早拿到了柏林银熊奖。

有人说，中国动画电影的历史，就是美影厂的发展
史。

那么，中国动画的源头在哪里呢？这就要提到
我国早期美术片的开拓者万氏兄弟。

万氏兄弟于 1941年完成了中国也是亚洲第一
部有声动画电影《铁扇公主》，这只比世界上第一部
动画电影《白雪公主》晚了 3年。当时万籁鸣先生导

演这部作品非常不容易， 他突破了美方的技术封
锁， 带了 100 多个人硬生生地把这部片子画了出
来。《铁扇公主》后来在日本上映，有一个日本年轻
人看完后备受鼓舞， 从此踏上了动画创作道路，他
就是后来成为日本“漫画之神”、创作了《铁臂阿童
木》的手冢治虫。

美影厂于 1957年建厂之后， 我们就提出要创
作中国自己的民族风格的作品。在美影厂，先后诞
生了中国第一部彩色木偶片、 第一部彩色动画片、

第一部折纸动画片、第一部水墨动画片，还有中国
第一部宽银幕长篇动画片《哪吒闹海》。

大家可能会发现，美影厂如此多的作品，其艺
术风格却相去甚远。事实上，其中就有一个我们的
核心价值观———“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这是
美影厂的老艺术家们一直秉承的创作原则。

正是因为老艺术家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
了解和理解，才造就了他们的经典作品。今天，我们
不是要“复制”传统，而是要融合现代动画的优秀元
素，使之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比如，3D版《孙悟空
之火焰山》是我们美影厂正在制作的另一个重大项
目，也是我们即将推出的“新孙悟空”。我们希望在
角色表演和美术风格上继续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
特点，但它又是通过新的技术形式来呈现的。

曾经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模仿别人，不重复
自己，他们坚持坚守，有着崇高的理想，他们代表着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未来，我们的小伙伴们将不
辜负前人的嘱托，不断制作更多的优秀作品与大家
见面。

■ 陈联寿

近日， 在 2019 上海科协大
讲坛暨科技前沿大师谈之“暑假
院士专家系列讲坛” 活动中，中
国工程院院士、大气科学家陈联
寿为大家介绍了台风的特点、成
因以及台风的预报等科普知识。

讲座内容有删减。

地球养育了人类和其他生命，人类千
万年来在这颗星球上繁衍生息。 地球上有
清新的空气、水和阳光，地球像一个非常温
柔的母亲。 但是， 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两面
性，地球母亲发起脾气来也是很厉害的。

在诸多自然灾害中，有一种是大家比
较熟悉的，那就是台风风暴。发生在西北
太平洋的叫台风， 发生在大西洋的叫飓
风， 在印度洋形成的叫气旋或气旋性风
暴。名称虽然不一样，但实质是一样的。

台风的中心区域叫台风眼，周围是螺
旋雨带。台风登陆以后为什么会造成这么
大的灾害？因为台风会造成强风、暴雨，还
有风暴潮。 在这三个方面的主要危害中，

哪种危害更加厉害呢？比较难说。有的时
候可能是风力的破坏强，有的时候是暴雨
比较有破坏力，但总体来说，风暴潮造成
的危害更为严重。

风暴潮是怎么引起的呢？从台风的垂
直剖面图中可以看出，中心台风眼里没有
什么雨，但是台风眼的下部有一块海面被
吸了起来，因为两边的大气压力大，中间
的大气压力小，所以台风眼的下部有一块
海水比海平面高出许多，这一块海水被称
为“增水”。“增水”有时候高出海平面达六
七米，加上风的席卷，就会造成风暴潮，风
暴潮甚至可以把岛屿淹没。

孟加拉湾的风暴潮世界闻名。前不久
在孟加拉湾发生地震的时候，风暴潮席卷
了缅甸，造成 13万人死亡。孟加拉湾的风
暴潮要么不来，一登陆就是天灾，风暴潮
埋葬了沿海的岛屿，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巨
大的。

台风不仅在太平洋、孟加拉湾造成灾
害，在墨西哥湾、美国也同样造成很严重
的灾害。2005年， 飓风卡特琳娜几乎把美
国新奥尔良市夷为平地， 至少有 1833人
丧生，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2000亿美元。

中国受台风的影响也非常严重。我们
国家危害最严重的一次台风造成的死亡
人数有 4万人。

全球有 3个区域几乎看不到台风，那
就是南大西洋、 东南太平洋以及赤道附
近。但是其他的地方都能生成台风。台风
的数量也是不一样的，西北太平洋的台风
最多，也就是我们国家所在的区域，每年
登陆我国的台风平均达到 7个。

台风是怎么形成的呢？台风发源于热
带洋面，因为那里温度高、湿度大，渐渐形
成了一个气旋中心。 台风在海上生成以
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会向陆地移
动并且登陆，造成极大的危害。

前不久，台风“利奇马”对上海造成了
严重的影响。大家来看“利奇马”的运动路
径： 它穿过了西北太平洋台湾东面的海
域，在浙江台州附近登陆；然后穿过杭州
到江苏，再经过江苏回到海上，第二次登
陆山东半岛， 最后在渤海东部海面消失。

归纳起来，台风生成了以后，其运动方向
一般先是由东向西， 在东风引导下登陆，

然后再向北或东北方向移动。这是比较完
整和典型的台风路径。

目前，对于这样的台风的预报，准确
率越来越高。很多年以前，台风 24小时的
预报误差在 200公里以上，而现在的误差
是在 70公里以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于
台风“利奇马”的预报，上海气象台、上海
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通力协作，所以
准确率非常高。

在台风预报方面，目前还存在一些难
点。比如，有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并由东
向西移动，按照通常的规律，它会穿过菲律
宾，在海南岛登陆。但是突然之间，台风没
有按照预设的轨迹运行， 和预报的方向相
差整整 90度， 发生了台风路径的突变。它
不是登陆海南岛，而是在福建登陆了。这是
一种很大的误差。

再比如，一般来说，台风登陆前，它的
强度是慢慢减弱的。但是，有 12%左右的
台风到了沿海地区会突然加强。这也是台
风预报中的难点。

曾经还有一个台风， 靠近中国大陆
时，这个台风的强度达到每秒 51米，属于
超强台风。于是，各地的天气预报发布了
台风预警， 宣布台风可能会在中国沿海
ABCD等地点登陆。正当大家严阵以待时，

却发现哪个预报都不准确，台风并没有在
ABCD任何一个地点登陆， 而是突然覆盖
了整个海岸线，然后消失了。

对于台风的预报，目前大约有 90%以
上是比较准确的， 少数会有一些突发状
况。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疑难
问题终将会被攻克。

爱因斯坦值得被铭记的，

不仅仅是作为一名科学家

爱因斯坦在科学界的成就众所周知，可以
说除了牛顿之外无出其右。20 世纪物理学的
三大贡献———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
理论，其中两个半可以归功于爱因斯坦。其后
涌现出来的很多科学概念，包括黑洞、量子霍
尔、 多重宇宙等， 也都是从相对论发展而来
的。而这些理论，都是当今物理学的前沿研究
领域。

不过，爱因斯坦值得被铭记的绝不仅于此。

我今年 6月去过以色列，访问了爱因斯坦
博物馆，有幸得到了该馆馆长、希伯来大学前
校长、 理论物理学家哈诺赫·古冯德教授的热
情接待。 他一直致力于对爱因斯坦的研究。他
说：“爱因斯坦的名声源于他在科学方面的成
就。同时，他的个性以及他在物理世界之外的观
点，也为他赢得了公众的极大关注与敬意。”爱因
斯坦作为科学巨匠，他还热心致力于社会正义和
社会责任；他追寻善良、美丽和真理，认为这些给
了他勇气去愉快地面对生活；他相信简单朴素的
生活对每个人的身心都有好处， 鄙视把奢侈、财
富和外在的成功看作人类努力的目标。在这次特
展展出的他和罗素的信件中，他提到了对文明的
理解以及对和平的渴望。他揭示了物质和能量的
转化关系，并成为核能的理论基础，但他写信给
罗斯福总统，呼吁废止核武器。

爱因斯坦是一个充满梦想、不断探索未知
的人。他说过，如果没有对艺术和科学中永远
无法达到的东西的不断追求，生活就会显得空
虚；最美丽的体验，是我们面对艺术和科学所
感受到的神秘。

哈诺赫说，历史上的名人，差不多 60年以
后基本上就被忘记了， 能超越 60年的时间仍
然被人铭记， 那就说明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人。 而爱因斯坦已经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还在
深刻影响着今天的人， 他的思想还在散发新的
光芒，在他的科学理论指导下，还正在或即将获
得新的发现，例如最近刚刚得到证实的引力波。

这也是爱因斯坦为什么不会被忘记的缘由。

在这次观展过程中，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
触，那就是作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在发明和创新方面也很有创见，他做了很多工
作，例如和其他发明人合作，参与了冰箱、助听
器和陀螺罗盘等的发明。爱因斯坦是能够把科
学、技术和创新贯穿和结合起来的人。他既是
发现者，又是发明者，既理解和发现物质世界
是怎么运行的，又把这些原理和改进人们的日
常生活联系起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差别，

在于目的性不同

科技是大家常用的一个词， 而事实上，科
学和技术之间既有相同，也有区别，最大的差
别在于目的性不同。 科学是为了认识世界，主
要是探究未知的东西； 技术是为了改造世界、

服务人类，主要是解决我们应用的问题。驱动
技术发展的， 是市场的需求和资本的欲望；而
驱动科学发展的，是科学家的兴趣和人类的好
奇心。 技术开发者可以获得利润作为回报，而
科学研究者收获得更多的是名誉。

科学成果很大程度上是被全人类共享
的。科学有重大发现之后，很多规律可以引发
创新，带动技术的突破，甚至是颠覆性的创新
和突破。从近代来看，重大的尤其是颠覆性的
技术发明， 往往起源于科学的发现和基础研
究的突破。所以，尽管技术创新已经越来越和

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 推动人类走进了现代
社会， 但是没有什么能够代替基础科学研究
的作用。

这次展览展出的爱因斯坦被授予的 1921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奖章， 就引起了我的共
鸣。奖章中央的图案描绘的是科学女神揭开神
话女神伊西斯的面纱， 伊西斯也是自然女神，

代表大自然的规律，总是遮掩着一层神秘和朦
胧的面纱，等待着科学的发现。图案周围则是
一段拉丁文：“发明使生活更加美好。” 这表达
了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爱因斯坦应该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创新者，他揭
开了相对论的面纱，带给我们对世界全新的认
识， 也带动了之后一系列发明创造的产生。如
今我们常用的 GPS，就利用了相对论的原理对
导航进行了完美的校准。

那么，中国人能不能搞好科学和技术呢？

科学的体系和方法论是在西方产生的。曾
经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中国这样一个
历史上长期经济发达、技术成就也很高的国家，

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 应该说中国也是一个有
创意、有梦想的民族，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到
《封神榜》、《西游记》，都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和创
意。我从牛郎织女的故事里，仿佛也看到了相对
论的影子———牛郎星和织女星之间搭建的鹊
桥，多么像霍金所说的时空隧道！

网上有很多文章，用事实和数据来评价今
天中国的科技水平。有人认为，在人均 GDP和
中国差不多的国家中，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是
鹤立鸡群的。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基
础研究薄弱，也是不争的事实。我觉得，我们既
要高度关注可能改变我们行业的颠覆性创新，

也要重视并致力于行业点点滴滴的日常创新。

科学没有高低之分， 技术则有高技术和低技
术，其价值要由市场来衡量。同时，我们也要重
视商业模式的创新，企业只有盈利，才能够稳
定人才队伍，进行持续的发展和创新。

以色列的创新，

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我去以色列访问期间， 参观了希伯来大
学、以色列理工学院、特拉维夫大学、魏茨曼研
究所、耐特菲姆灌溉公司、佩雷斯创新中心，并
与著名的《创业的国度》一书作者索尔·辛格进
行了对话。让人感叹的是，无论是哪家大学和
科技机构，它们都可以自豪地拿出一张名单告
诉你，有多少改变世界的关键技术，是诞生于
它们的研发机构和初创企业。所以我很想弄清
楚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资源匮乏的 “弹丸”小
国，如何能够崛起成为一个创新的国度？它的
崛起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我观察到，作为“创业的国度”，以色列构建
了一个由创业者、投资机构、孵化机构等组成的
全方位、运作成熟的创业体系，营造了一个良好
的创业生态， 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去创新创业。

希伯来大学在 1964 年就设立了 Yissum 技术转
移公司， 美国在上世纪 80年代才成立了类似的
公司。 通过这些运作成熟的产学研创新合作机
制，不断涌现出的创业公司成为以色列创新力量
的源泉。

与我交流的以色列学者和创业者普遍认为，

平等、宽容失败和独立思考是以色列创新活力的
重要源泉。犹太人的创新与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
是有相关性的，2000年的流浪史， 让犹太人不能
安于现状，需要不断寻找让现实变得更好的解决
方案。学习对于犹太人也很重要，犹太人以争论
和质疑的方式来进行学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
出引力是时空平面弯曲的产物，从根本上改变了
对世界的认识， 这在普通人眼里完全是异想天
开，在卫道士眼里甚至就是大逆不道，这一点和
犹太人敢于质疑的特性是分不开的。而爱因斯坦
敢于挑战牛顿的物理世界观，反过来又对犹太人
敢于质疑的精神起了更加强烈的引导和促进作
用。

以色列家长每天问孩子的问题往往是：“今
天在课堂上提了什么问题？难住老师了没有？”而
中国人常常问孩子“这次考试得了第几名”；中国
家长喜欢教育孩子不要乱说话，孩子提出来的一
些异想天开或者看似荒诞的问题，常常会得到嘲
笑的回应，甚至言语打击。

对于失败而言，我们要认识到，失败是人生
的一部分。 爱因斯坦在 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论
以后，花了 10年时间才把相对论进行了完善，从
而在 1915年推出了广义相对论。 其间他犯了很
多错误，他晚年希望把所有的力都归结到同一个
理论框架，写了很多论文，但每篇论文往往先是
纠正上一篇的错误。

此外， 要给予科研开发人员更多的自由、更
少的羁绊，让他们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和资源去放
飞思维、实现梦想，这非常重要。瑞士被称为“创
新的国度”， 我去瑞士考察过它为什么会成为全
球最有创造力的国家。爱因斯坦小时候在德国的
时候，学习很一般，但当他转到瑞士读中学后，学
习气氛非常宽松， 学校鼓励他去放飞自己的爱
好、发展自己的兴趣，这一点和他在德国受到的
教育非常不同。我想，爱因斯坦后来能展现出自
己的才华， 在瑞士专利局工作期间提出相对论，

可能和他在瑞士受的教育有一定的关系。

爱因斯坦曾说：“我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只是充满了一种好奇心而已。” 这就是创新的精
髓啊！好奇心是科学创造路上的引路人。在教育
中，不一定总让孩子们循规蹈矩、不越雷池，要充
分鼓励他们的好奇心，这样才有利于未来创新人
才的培养。

“新工业革命由人工智能、生命科学、

物联网、机器人等技术革新组成，它将带
领人类进入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前三次
工业革命中国都没有完全赶上，而参与新
一轮工业革命，中国应该在意识上适当地
超前，灵活的制度、包容性的监管、敢于试
错的勇气，才是孕育新工业革命的土壤。”

———不久前，在东南卫视《中国正在
说》节目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
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这样谈“新工业革命
的中国战略”。

“我将勤奋工作， 牢固树立正确的政
绩观，‘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我
们将奋力实现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
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的目标。中国足
球事业是一篇大文章，要调动更多人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他们参与到足球
改革发展的事业中来，我们就大有可为。”

———近日，中国足协第十一届会员大
会（全国足代会）在河北香河召开，陈戌源
当选中国足协新一届主席。当选后，他在
大会上这样表示。

“要追求学术本真，永葆赤子之心，不
要把论文、职称、学历、奖项作为学术研究
的目标，而要用一生去追求真学问，做淡
泊清明的真学者。学者在学术生涯中往往
要面对‘独上高楼’的孤清、‘消得人憔悴’

的艰苦和‘名利最为浮世重’的侵扰。立志
为学就要超越名利、超越已知、超越自我，

不断提升为学为人的境界。”

———在清华大学 2019级研究生新生
开学典礼上，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这样寄语
新生。

“阅读作为一项精神工程， 必须常抓
不懈，要把全民阅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
抓。设立国家阅读节，正是为具体工作提
供着力点的最简便易行且高效长效的一
种方法。建议把国家阅读节的时间定为每
年的 9月 28日，因为 9月 28日是孔子诞
辰，这样能够更好地激发人们对优秀中华
传统文化的阅读与认识，激发人们进一步
发展与创造中华文明的决心。”

———近日，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长安
街读书会主讲人朱永新这样建议。

“‘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下
潜 7062米的中国载人深潜纪录后， 我们
正在研制 11000米载人、 无人潜水器，目
前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我们国家全
面实现全海深科学研究与资源勘探的目
标已经指日可待。”

———中国工程院院士、 载人潜水器
“蛟龙号”总设计师徐芑南近日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