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季拍第一期艺术品拍卖会
预展时间：2019年 03月 21-22日 9:30-18:00 中国书画·文房雅玩

2019年 03月 21-23日 9:30-18:00 古籍善本·文献资料
拍卖时间：2019年 03月 23日(星期六) 上午 9:30起 中国书画·文房雅玩

2019年 03月 24日(星期日) 上午 9:30起 古籍善本·文献资料
拍卖、预展地点：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 1111号延安饭店二楼
网络预展、网络竞买与直播：上海博古斋官网 http://www.shbgz.com

预 告：春拍 06月 22、23日 季拍 09月 07、08日 秋拍 12月 14、15日

常年征集
古籍善本、碑帖书法
名人信札、民国刊物
照片写真、美术画刊
书画楹联、清供雅玩
恭请各位藏家赐宝！

公司地址：上海市福州路 401号古籍书店五楼
传 真：（021）63757762

E—mail：ms@shbgz.com

公司总机：（021）63757760、63757761转各部
古籍征集部电话（021）63757786、63757762

书画征集部电话（021）63610045

中国书画·文房雅玩
古籍善本·文献资料

■本报记者 沈湫莎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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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 是学术界和公众发自

内心敬佩的人物， 是一个 “带光

环”的称呼。 但是，当“大师”标准

本身成了问题的时候，“大师”就

很容易与“大楼”一样成为考量世

俗功利的指标，而不是精神上、学

术上的高标。多年来，各类伪大师

粉墨登场， 乃至老顽童黄永玉耻

笑“大师多如狗，教授满地走”。

大师之所以 “通货膨胀”，原

因之一就在于“名利”两字。 牟利

之徒从 “大师” 称号中嗅到了商

机。比如，网红茶叶“小罐茶”年销

售额 20 亿元， 广告词说：“小罐

茶，大师作”。 有网友“数学课代

表” 算了一笔账： 总共有 8 位大

师，算下来，每个大师每天需要炒

出 220 斤茶叶， 哪怕每天不吃不

喝不睡都难以达标。 制茶大师的

艺，一旦被营销大师的“术”绑架，

只能坏了大师的名头。

汲汲于名者，往往事与愿违；

淡泊名利者，常常让人久仰。

众多“两弹一星”功勋，他们

选择的人生都是“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中国天眼”之父

南仁东，在人生最后 22 年里只干

一件事 ，“FAST”出世前 ，他默默

无闻 ；“扫地僧 ”李小文 ，在那张

照片走红网络之前，没人知道他

是在遥感领域享誉国际的科学

家……对于外界给的各种头衔，

饶宗颐曾淡然表示：“呵，大师？现

在大师高帽满天飞，太多了。 ”

唯大英雄能本色， 是真名士

自风流。大师之“大”，不仅仅在才

高八斗、学富五车，在专业上继往

开来，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还在其

海纳百川的胸襟， 担当责任的铁

肩，甘于寂寞的操守。

那么，是什么成就了大师？

90 多年前 ，鲁迅先生在 《未

有天才之前》的演讲中指出，譬如

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

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

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诗经》有云“思皇多士，生此

王国。 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

多士，文王以宁。 ”身逢最好的时

代，与其为“大师饥渴症”而焦虑，

孰如精心培植好催生大师的 “好

土”？与其对“钱学森之问”不能释

怀， 孰如静下心来全力打造培育

人才的“天梯”？如此，真正的大师

的产生，将只是时间问题。

新版敦煌学大辞典启动编纂
本报讯 （记者李婷） 季羡林曾说过： “敦煌在中国 ，

敦煌学在世界。” 由他主编的 《敦煌学大辞典》， 是敦煌学研

究的一座里程碑。 时隔 20 多年后， 新版 《敦煌学大辞典》

再度在沪启动编纂， 计划 2022 年左右正式出版。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 由季羡林担任主编， 以当

时中国敦煌学界中流砥柱为主要作者， 积十余年之功编纂成

了 241 万字的 《敦煌学大辞典》， 并于 1998 年 12 月由上海

辞书出版社出版。 这是迄今为止海内外第一部、 也是唯一一

部以工具书形式全方位展示 20 世纪敦煌学研究成就的大型

专科辞典。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赵和平评价， 第一版 《敦煌学大辞

典》 为敦煌学 “树立了一座极有意义的纪念碑”。 但该书出

版距今已有 20 余年， 多数资料截至 1994 年底， 与当下日新

月异的敦煌学研究现状相比明显滞后， 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新

的发现和研究成果、 敦煌学界新生代信息、 国际敦煌学动态

等均亟须增补， 修订已势在必行。

2018 年 4 月， 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提出修订 《敦煌学

大辞典》 的设想。 同年 7 月， 修订工作第一次会议召开， 敲

定使用 “《敦煌学大辞典》 （第二版）” 的书名， 一来体现两

部辞典之间的承续性， 二来为后辈学者续修提供便利。

据悉， 新版 《敦煌学大辞典》 的编纂队伍中， 既有郝春

文、 荣新江、 方广锠、 郑炳林、 赵声良等参加过上一版编纂

工作的敦煌学研究各领域翘楚 ， 也有意识地引入 “70 后 ”

中青年学者力量， 实现学界不同世代合作、 传承学术薪火。

改变思维方式，重新定义“相信”
如今 ， 科普与谣言颇有点 “道高一

尺、 魔高一丈” 的味道。 果壳新媒体经理
孙慧敏就觉得， 辟谣的成本正在变高， 原
本一眼就能识别的谣言， 现在需要翻阅大
量资料才能证明其真伪； 科普作家、 北京
大学客座教授李治中也曾无奈地表示 ，

“我们是兼职在辟谣， 别人是全职在传播
伪科学。”

随着传播速度和方式的改变， 公众的
思维方式也要改变。 因为科学问题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系统， 很少会有那种 “只要怎
样， 就会怎样” 的简单逻辑。 与此对应，

我们的思维方式也不能非黑即白。 正如万
维钢所说： “所谓相信， 是一个主观概率
问题， 所有的信任都在零至 100%之间取
值 。 当一项研究成果与你原本的认知相
符， 不妨调高对该信息的信任值， 反之则
调低一些。”

健康科普刷屏，我们该如何“相信”科学

益生菌究竟有益还是有害，日行万步是健身还是伤身……

自相矛盾的“科学发现”让人越关注越迷糊

关于喝不喝酸奶 ， 《细胞 》 杂志曾刊

登一篇颠覆常识的科学论文： 益生菌可能

不 “益生 ”。 正当众人哗然 “这么多年酸

奶白喝了 ”， 剧情再次出现反转———权威

期刊 《国际癌症杂志 》 不久后发表了一

项基于 190 万人的研究表明 ， 喝酸奶能

防癌 。 酸奶究竟喝还是不喝 ？ 网友们一

脸懵圈 。

像这样 “打脸常识” “忽左忽右 ” 的

科普帖， 朋友圈几乎天天可见： 某科学研

究发现手机辐射可能致癌， 不久后又说这

种效应尚无足够证据； 刚把日行万步 、 南

瓜降糖等奉为 “养生秘籍”， 转眼又有专家

出来辟谣……最为尴尬的是 ， 这些自相矛

盾的科普帖通常都冠以科学的名义， 每种

观点都言之凿凿， 让人无所适从。 公众不

禁要问： 在这个健康科普刷屏的时代 ， 我

们到底该信谁？

以偏概全、掐头去尾，谣
言只为争夺注意力

打开微信朋友圈或各大新闻类 App，

大到生病了该吃什么， 小到每天喝多少水，

各种科普文章的说法相互矛盾， 越来越多

的人发现自己陷入了 “越关注越迷糊 ” 的

怪圈。

“70%至 80%的科学谣言都与健康相

关。” 果壳新媒体经理孙慧敏曾参与 “谣言

粉碎机” 项目的编辑策划。 在他们 “粉碎

过” 的谣言中， 医学、 健康、 养生出现的

频率极高， 因为 “它能瞬间击穿所有人的

防护罩， 吸引每个人的注意力， 从而获得

点击和转发。”

去年 ， 一则题为 “《科学 》 重磅 ： 确

认 ！ 66%的癌症发生是因为 ‘运气不好 ’”

的新闻赚足了眼球。 既然癌症发生主要因

为 “运气不好”， 那么环境污染、 个人生活

习惯等就都不重要了吗？ 很快， 科学家就

出来发声说， 论文的结论并非如此， 这属

于媒体偷换概念。

在无数次与科学谣言 “过招 ” 后 ， 孙

慧敏发现， “以偏概全、 掐头去尾” 是从

论文到谣言的最常路径 。 “每一次加工 ，

媒体都选取了最能击中读者的点加以放大，

并不断删减构成这一结论的条件。 而事实

上， 没有这些前提条件， 结论就不成立。”

当然， 有些科学谣言的背后 ， 还潜伏

着不为人知的商业动机。 “得到” 专栏作

家卓克在 《怎么说服爸妈远离谣言》 中提

到， 不少刷屏的科普贴都精准迎合了公众

对于癌症话题的高度关注， 比如一篇名为

《美国正式确认红酒抗癌》 的科普帖， 实际

上只是某个红酒厂商的软文。

“事实上， 科学传播与科学研究的矛

盾一直存在。” 中山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客

座研究员贾鹤鹏认为， 媒体追求轰动 ， 科

学追求真理， 这是科学即使通俗化也很难

抹平的差别。 况且， 信息爆炸时代， 理性

的 、 纠错的声音很容易掩盖在以 “吸睛 ”

为导向的噪声中。

论文尚未验证即开始传
播，科学研究充满不确定性

撇开不靠谱的自媒体， 即便在权威媒

体上， 我们仍能看到一些前后不一的科学

结论。 贾鹤鹏说， 这背后反映的， 恰恰是

科学研究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

美国斯坦福大学预防医学研究中心主

任埃尼迪斯曾对 1990 年到 2003 年间 49 篇

引用次数超过 1000 的顶级医学论文进行研

究后发现， 能扛过时间考验的只有 20 篇 ，

剩下的有些被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存在夸大

嫌疑。

顶尖论文尚且如此， 一般论文的生命

力又如何呢？ 埃尼迪斯从某个特定医学领

域最新发表的主流论文中找出了 432 个结

论， 用相同的方法研究发现， 只有一个结

论能被重复证实。 由此， 埃尼迪斯半开玩

笑地说： “如果你不是圈内人， 看到最新

的医学或营养学文章， 最好的做法就是忽

略它。”

事实上 ， 提出假设—实验论证—得出

结论—实验推翻—提出新的假设 ， 这种否

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 正是科学界小心

翼翼推进人类认知边界的过程。 正如科普

作家、 曾任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研

究员的万维钢所言： “论文并不等于真理，

科学家发表论文， 相当于给同行发布了一

个信号———快来给我挑错吧。”

可为什么令人迷惑的信息越来越多 ？

贾鹤鹏认为， 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使传播

变得越来越迅捷， 科学家发表论文与公众

接收信息的时间差越来越短， 许多结论还

来不及被同行验证， 就已经被大众媒体传

播开来， 为公众所熟知。

当大量真假信息以科学的名义铺天盖

地涌来， 公众究竟该如何取舍， 去伪存真？

贾鹤鹏表示， 要破解 “越传越懵” 的怪圈，

需要一座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 “灯塔”，

指导人们决策。 他告诉记者， 美国科学院

设有专门部门负责对公众高度关心的议题

进行分析研究， 并以每周一期的频率向公

众提供具有倾向性的决策意见 。 类似的 ，

欧盟食品安全局也承担着向公众提供食品

安全科学信息的职责。

（上接第一版） 全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和五方

面工作要求 。 要积极主动对接 ， 找准

切入点和突破口 ， 充分调动党员干部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 拿出具体的

措施和办法 ， 助推国家战略在上海落

地落实。

李强指出 ， 要进一步理顺体制机

制，促进优化协同高效运作。 完善工作

党委内部协同机制，积极主动在“融合、

整合 ”上下功夫 ，推动党的建设与业务

工作有机融合，推动本系统与归口单位

各类资源有效整合，全面提升工作的凝

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 要健全对归口

单位的联系指导机制， 形成互助互补、

互联互惠的良好局面，为上海发展凝聚

更多的力量和智慧。 要加强工作党委之

间的协同， 健全相互对接衔接机制，共

同研究解决跨系统、 跨部门的难题，形

成全市工作合力，共同攻坚突破。

李强指出，干部队伍建设，是工作党

委的重要职责。 要充分激发本系统干部

队伍的创造力， 树立鲜明的选人用人导

向 ，鼓励干部在竞争中增强动力 、提升

能力 、激发活力 ，更好激励干部担当作

为。 要更加注重提升队伍专业能力，引

导干部学习新知识 、熟悉新领域 、开拓

新视野。

李强强调 ， 要把管党治党作为最

根本的政治责任和担当 ， 做到守土有

责 、 守土尽责 ，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 。 要在抓好党的政治建设方

面带好头 、 走在前 ， 把讲政治落实在

行动上 、 体现在工作中 ， 以实际行动

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 令行禁止 。 要坚

持正风肃纪反腐不停步 ， 警钟长鸣 ，

不能有丝毫松劲懈怠 ， 坚定不移正作

风 、 明纪律 、 强反腐 ， 营造风清气正

的良好政治生态 ， 共同努力推动上海

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上接第一版） 要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支持自贸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的若

干措施 ， 着力推进自贸试验区制度创

新。 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抓紧谋划新

一轮改革创新的制度安排， 进一步发挥

好试验田作用， 真正让自贸试验区成为

制度创新的高地。 浦东新区作为自贸试

验区的直接实施主体 ， 思想要更加解

放， 突破力度要更大， 制度办法要更加

开放创新 ， 切实当好排头兵中的排头

兵、 先行者中的先行者。 各部门要加强

协同配合， 形成工作推进合力， 并争取

国家相关部门的更大支持。

应勇指出， 要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

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区， 抓紧建设自贸

试验区新片区。 要实施具有较强国际市

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 进行差别

化的探索， 建设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

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要配合制订

好新片区具体方案， 同时抓紧做好规划

建设、 产业布局、 项目储备等工作， 争

取新片区方案一获批即可启动建设。 要

加大自贸试验区改革成果复制推广力

度， 对自贸试验区的成熟经验一条条梳

理， 尽快在浦东乃至全市复制推广， 放

大溢出带动效应， 推动上海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各区要根据自身特点需求，

制订实施更加深入、 更有针对性的推广

措施。 同时， 要统筹抓好自贸区建设和

全市面上改革开放工作， 坚定推进改革

开放再出发， 加快构建更高层次、 更好

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要抓紧推进

“扩大开放 100 条 ”， 抓紧推进金融开

放， 争取更多项目落地。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

以更大力度实现制度创新新突破

（上接第一版 ） 大赛以讲好红色故事 ，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革命精神为主题，

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充分发

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全国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教育功能， 进一步加强

讲解员、 导游队伍建设， 推出一批感染

人、 教育人的红色故事， 激励和引导广

大干部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不懈奋斗。

大赛历时七天 ， 来自各省 、 自治

区、 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军

队的共 130 名讲解员参加比赛。 参赛选

手均来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具有相当的职

业经历和经验。 比赛分为专业讲解员组

和志愿讲解员组， 最终决出 “金牌讲解

员” 和 “金牌志愿讲解员” 各 20 名。

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集中展示活动在沪举行

冯晓瑜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