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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麟，1965年南京

大学天文学系毕业。现为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客座研

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

理事长、上海市天文学会副

理事长、上海科技教育出版

社顾问。著译图书30种，

《追星》一书荣获2010年度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发

表科普文章近600篇。1996

年被表彰为“全国先进科普

工作者”；2010年被表彰为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2012年被授予“中国天文

学会九十周年天文学突出

贡献奖”。

天文学家并不是我们

特别熟悉的一类人。与那些

在媒体上经常出现的各类

专家相比，他们的思想和见

解并不为大多数家长所了

解。读过语文课本中那篇

《月亮——地球的妻子？姐

妹？还是女儿？》的中学生，

也许能说出“卞毓麟”的名

字。这位坚持不懈通过各种

途径努力向公众宣传科学知

识的天文学家，多年来的一

大心愿就是能让天文课开进

学校。

   

我很遗憾，在中小

学课程中几乎没有涉及

天文学的内容

            ：天文学

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似乎

和我们现实生活离得较远。

卞毓麟：天文学是探

索宇宙奥秘、了解各种天体

和天文现象的科学。近期，

就有好几件轰动的天文学事

件，例如，2012年12月所谓

的“世界末日”流言和今年

2月份俄罗斯境内发生的陨

石坠落，在社会上引起了关

注。这些都与天文学研究密

切相关。可见，天文学并不

神秘，它离我们的文明生活

是很近的。

从历史上讲，天文学是

人类历史上发展最早的科

学，它一开始就和人们的实

际生活密切相关。人类早期，

农业民族在什么季节和时令

播种，要观察群星出没时间的

变化来决定。游牧民族在辽

阔的草原上放牧，要利用北

极星和北斗星辨别方向。一

直发展到近代，大家知道哥白

尼的日心地动说，这是科学史

上的一场革命，对人类的宇

宙观有很大影响。再往后，牛

—— 访卞毓麟

采写/本刊记者 弓立新

让天文课开进学校，
是我的一大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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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传说是

因为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触

发了他的灵感。事实上，牛顿

是为了解释行星为什么这样

绕太阳转动，才发现万有引力

的。而且，牛顿的力学定律也

是从天文学研究逐渐发展起

来的。

现在，建一栋楼需要

力学定律，造一座桥也需要

力学定律，这些规律便是牛

顿和他之前的几代人不断研

究探索天体的运动，才最终

确立的。这就可以看出天文

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是多么

密切。

            ：目前中

小学开设数、理、化等学科，天

文学和这些学科是什么关系？

卞毓麟：天文界的科学

家普遍有一个遗憾，就是在

中小学课程中几乎没有天文

学，只是在地理、自然和物

理课中捎带讲一点。这完全

跟不上现在人类对宇宙的探

索和了解。人类的基础科学

有数、理、化和天、地、生，

在基础教育阶段，数、理、化

和地、生都有一个完整的课

程体系，唯独天文学没有。

孩子从小无法接触到完整的

科学教育。

而且，天文学涉及很多

其他学科的内容，比如研究

地球外有没有生命，和生命

科学的关系就特别密切。太

阳和星星总是在发光，其能

源是氢原子的热核反应，人

类能造出氢弹，就是受这个

启发的。现在，人们还在进

一步研究受控的热核反应，

就是希望核能在人的控制之

下慢慢地释放出来。如果研

究取得突破，人类的能源问

题就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有的孩

子爱好天文，但是家长认为学

习天文学以后不好找工作，工

资也不高，所以不支持孩子。

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卞毓麟：我认为孩子

如果对某门学科有强烈的兴

趣，将来很有可能是一个有

作为的科学家，家长不应该

阻止。“太阳为什么不会熄

灭呢”，这是孩子问的问题，

同时也是科学家关心的问

题。儿童的好奇心和科学家

的好奇心同样可贵，这是人

类的天性。

科学发展最重要的原因

是人类的好奇心永远不会磨

灭。孩子对天文有兴趣，这

正是学习的动力，家长的想

法不能代替孩子。其实，很

多大人对天文也很感兴趣，

比如哈雷彗星回归、日全食

等等。孩子有这样的学习愿

望，家长为什么要考虑得那

么功利呢？

占星术是一种伪科

学，人们应该主动学习和

了解科学的进展

  

            ：占星术

和天文学是什么关系呢？星座

决定人的命运之类说法是否

有科学依据呢？

卞毓麟：什么是占星术

呢？ 简单地说，就是试图根

据天上的星象来预测、预言

人世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最初是古人想要预知世事

和自身命运，想从星象中窥

透“隐秘的天意”而做的一

种徒劳的、不科学的尝试。

在科学还很落后的古

代，占星术和天文学的界限

并不十分鲜明。随着人类对

天体运动及其本质的了解越

来越深入，天文学和占星术

彻底分了家。天文学家观测

天体，是为了研究天体的大

小、距离、温度、运动的速

度、演变的规律，以及其他

种种特性。也就是说，今天

的天文学是研究天体和宇

宙、探索宇宙奥秘的一门科

学。而占星术则是以星星的

位置和出没变化为借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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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造一套缺乏科学根据的谎

言，以达到骗人目的的伪科

学。占星术的结论是：对一

个人来说，他的贫穷富贵、

吉凶祸福，甚至考试成绩，

乃至一辈子的命运，都和星

星的位置有关。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道

理，满天的星星就像学校里

有那么多的学生。老师把学

生分成班级，学校里就有了

许多班级。天上有那么多星

星，辨别和称呼起来都不方

便，天文学家就把整个天空

分成88块，每一块就叫一个

星座。一个星座就是天球上

一个固定的范围，正如地球

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有确定的

国界一般。这些都是人为划

分的，怎么会反过来，星座

倒能决定人的命运了呢？

还有的说哪个行星到了

哪里，就会决定这个时刻出

生的人的前途和命运。请想

想，全世界每一秒都有好多

婴儿出生，他们的命运肯定

是不一样的，这和社会环境

等多种因素有关，不可能由

某个瞬间的天象决定。难道

不是吗？

            ：看来，媒

体上类似的宣传只是一种娱乐

而已了。

卞毓麟：很多孩子和我

讲，他们看这些只是感到好

玩，也不是真的相信。我用

更理性的方式讲解，他们是

能接受这些科学的观点的。

不过，有时对这些内

容的过分炒作，还是值得

我们重视的。有的科学家会

说：我很忙，没时间去管这

些事。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和科普

作家卡尔·萨根曾说：落后

的科学普及放弃的地盘，很

快就会被伪科学占领。就像

2012年的“世界末日”，闹得

沸沸扬扬。也许信的人并不

是非常多，但是，在社会上

流传太广太久，还是会出现

一些不良后果的。

            ：美国科

普大师阿西莫夫曾说：处于现

代社会的人，如果一点也不

知道科学发展的情形，一定会

感觉不安，感到没有能力判断

问题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途

径。这句话怎么理解？

卞毓麟：在我看来，遇到

什么事情都不思考的人未必

会感到不安。那些会理性思

考的人，如果觉得自己对科学

太不了解的话，往往会感到很

无奈和遗憾。比如，大家不明

白转基因的原理，所以会说：

还是小心一点，不要去吃转

基因食品了。其实，科学家已

经讲得很清楚，每一个物种

之所以能产生新的品种，必然

都是转基因的结果。千百万

年来，自然界的物种已经不知

道经历多少转基因，人们现在

吃的任何东西都是不断转基

因的结果。目前提出的转基因

食品，只不过是人为地把某些

特定的基因转进来罢了。对转

基因技术如此恐惧，实在没必

要，重要的倒是对具体的产品

要严格把关。如果不知道这

些常识，遇到这样的情况就

会觉得很无奈。阿西莫夫的

话就是这个道理。

在现代生活，人们如

果主动去了解和掌握一些基

本的科学知识，很有助于做

出理性的判断，而不会面对

各种说法无所适从。科学技

术发展迅猛，一个人完全跟

不上的话，就落在时代的后

面，这该是多么难受的事

情啊！

  

鼓励孩子阅读科普

图书很重要

   

            ：您曾说

自己对天文的兴趣，源于孩提

时代看过的一些天文书。您认

为家长应该如何培养孩子的

科学兴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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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麟：孩子成长的

时间是有限的，家长用什么

样的知识充实他的头脑和心

灵，结果会完全不一样。我在

上小学之前，父母就开始给

我买好看的书。其中有一本

书说到地球绕着太阳转，月

亮绕着地球转，特别有趣的

是土星还戴着一个神奇的光

环。我很喜欢看这些书，到中

学时代就萌生了当天文学家

的想法。读大学选择了天文

学系，工作也是研究和普及

天文，内心感到很满足。

我建议家长要有这样的

教育意识，发现和鼓励孩子

的科学兴趣。比如，如今生

活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

孩子已经很少见到银河，有

的家长就乐于在暑假中带孩

子到偏远的山区，欣赏夏夜

的星空，观看牛郎星、织女

星，和相关的星座。

另外，我们要知道，科

学并不是枯燥无味的，它同

样能给人带来心灵上的震

撼。比如，天文学家说，2061

年哈雷彗星会回来，它会在

天空中拖着一条长长的尾

巴。如果你事先了解到这些

知识，当亲眼看到这种景象

时，就会觉得是处于一种享

受科学的状态。再举一个例

子，科学家讲在2009年7月22

日几点几分，长江流域会发

生日全食。那时太阳会被挡

掉，天暗下来，就像晚上一

样。过了一会儿，太阳又会

慢慢出来。等你看的时候，

发现真的是这样啊，天文学

家讲的一秒钟都不差呀！这

时，你会有一种灵魂上的震

撼，不亚于去听贝多芬的交

响乐。

我很早就有这样的想

法，科学里有很多快乐，共

享快乐是非常重要的。有的

科学家专注于自己的研究，

其他什么都不在意，不喜欢

和人交流。当然，他们能取

得很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我

觉得多少有些遗憾。你如此

陶醉其中，为什么不把这种

美好的感觉和别人分享呢！

人们看到一部好的电影，还

会和朋友讲一讲，科学里面

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为什

么不让更多的人分享呢？

美国科普大师阿西莫夫

还提出过这样的观念：现代

很多人也许不能当科学家，也

并不从事科学工作，但是他

应该能欣赏科学。科学家们

应该能让大家都欣赏科学，

就像欣赏莎士比亚的戏剧和

贝多芬的音乐一样。我认为

这种见解是很有道理的。

            ：也许一

本有吸引力的科普图书，就能

点亮孩子心中的科学热情。您

在阅读方面对家长有什么建

议吗？

卞毓麟：阅读和人的

兴趣、接受能力、领悟能

力都有关系，我的建议是

孩子的阅读要宽泛一点，

不要过于偏颇。国外通常

将图书分为虚构和非虚构

两大类。科普书属于非虚

构类。科幻小说有科学的

含量，但是归为小说，所

以是虚构类的作品。

我认为，一个对诗歌

特别感兴趣的孩子，也要阅

读一些科学方面的书；而对

科学很专注的孩子，也需要

文学和历史等方面图书的

滋养。完全偏到某一方面，

是不好的。历史上有的名人

年轻时数学得零分，但后来

成了大作家，这种个例是有

的。但是对于普通的孩子来

讲，这不是好的选择，人的

均衡发展还是很重要的。

            ：您认为

现在学校的科普工作进行

得如何？整体的科普环境

怎么样？

卞毓麟：不能一概而

论，有进步的地方，也有不

足。比如，好多中小学都造

了一个小天文台，但是没有

合适的辅导老师，望远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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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转。的确，我们国家没

有那么多从事天文的老师，

这和教育体系中天文学的缺

失是有密切关系的。

所以，把天文课开进学

校，是我的一大心愿。在十

多年的中小学教学中，哪怕

只有一个学期，每周只有一

节课，我们也能用通俗生动

的语言，把人类探索宇宙的

精华，送进孩子们的心灵，

让孩子们对科学的领悟跟上

时代前行的步伐。我认为，

尽管现在学生获取科学知识

的渠道很多，但是正式开设

的科普课程能更准确、更系

统地传授知识，传递科学精

神，这是网络或零散的讲座

无法代替的。

谈到科普的大环境，我

们科研院所在评价科研人员

的成就时，注重是否在国际

学术刊物发表文章、被引用

频率等指标，而科普工作仍

然很难有效地纳入评价体

系，这对提高全民科学文化

素养相当不利。

对此，我的看法是，第

一，我们的政策和体制要充

分重视科学家的公众服务意

识，对于公众理解科学要多

有作为。第二，从事科普工

作的人也要以良好的心态对

待自己付出的艰辛努力，可

以设想我是在从事一项慈善

事业，是在帮助别人，权当

自己是在学雷锋做好事，心

情就会更愉快，也更乐于有

所为了。

            ：谢谢卞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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