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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男苏东坡914年忌日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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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是苏东坡忌日，914年前，先生溘然长逝，从此天下文章性情，再无一人，能出其右。
苏东坡生活的年代，很有意思，是中国科技史上璀璨夺目的一个时期；沈括就和先生同朝。当时
民间似乎有尊重科学的风气。传说，有一天苏轼去拜访王安石，看见王安石的一首诗《咏
菊》：“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没有见过菊花凋落，认为王安石错了，就在
王安石的诗句下面，题了“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回家后见到苏轼的题
句，不以为然，引用《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句子，坚持自己的观察。可见，苏东坡与王
安石，都有切磋求真的态度，而这，也旁证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徐罡博士
注册日期: 2015-07-26
访问总量: 121,768 次

在这样的环境下，苏东坡虽以文学闻于世，却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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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红烧肉的工艺流程和杭州苏堤这个市政工程，苏东坡如果在今天，要当个工程院院士，恐怕
也是资格足足有余。苏东坡不但能做实事，也写科学论文，举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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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复合，最后还是要靠孔子

《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立体几何和透视学的表述；也是系统、结构和层次概念的发挥。
而他的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则可以当着一篇优秀的生态学论文来读，证明春天之降临。这
首诗符合现代科学论文写作的各个要素，每句都是论文的一个图。
一：

· 我为孔子办妥了美国移民（中）
· 我为孔子办妥了美国移民（上）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 我为孔子申请美国移民（下）
· 我为孔子申请美国移民 (上）
· 中美之争，我不死谁死？
· 波士顿郊野1：泽地枯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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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二：
两两归鸿欲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
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
且看他是如何组织这篇“科学论文”的：
图１.“竹外桃花三两枝”。桃花耀眼鲜艳，是个醒目的起始定性观察，三两枝是定量，突显新
春之始。红色的桃花与绿色的竹子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需要指出的是，竹子是常青植物，并
不能指示春天，但衬托了桃花。
图2. “春江水暖鸭先知”。凭什么看到的是桃花而不是梅花？如果是梅花，岂不说明尚在冬
天？科学的结论需要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论证。一篇生物学的论文，除了图片记录，也往往需
要功能活性的测定。春回大地，暖气微微，温升是一个重要的参数指标。古代没有温度计，如何
测定温度？又选取什么测定温度？漫长的进化已经形成了动物对季节性温度变化的行为适应，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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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作为生物感应器，冬去春归，在水里更加活跃，以此证实地气回升。河流的水作为测量样本，
具有比热大、温度不易受局部空气温度的波动而变化、数据稳定可靠的优点。

·波士顿的老房子和常春藤
【英语研究】
·如何鉴别留学生抄袭和代写

图3. “蒌蒿满地芦芽短”。图1只呈示了一个观察，而且如前所述，需要说服同行没有把韭菜当
麦苗，图3于是再次补充证实。遍地的野菜和新生的芦芽，指证万物复苏的初春。“满
地”和“短”则是半定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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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论文写作的角度，以惠崇的画作为原始数据，受限于诗的格式，苏东坡写到这里，已经完
成了论文的数据呈示部分。“正是河豚欲上时”便成了“正是早春时”的结论。想到河豚，可以
说是合理推断和发挥。

·可怜又欠揍的小留和家长
·留学美国，我的第一桩糗事
·恐高和长笛助他进私立高中名校
·如何鉴别美国私立寄宿高中

第一首诗，从一篇论文角度看，包含了不同的实验观察和测定手段，有图片记录，也有活性测
定；有定性，也有定量；而定量分析是科学论文的基本要素。

·教育：要乳房不要状元！
·我和美国野鸡中学校长过招（下）

苏东坡意犹未尽，以飞雁抒情，再续一首。“两两归鸿欲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观察中出现
了和群体行为离异的个体。如果和第一首诗一起读，第二首诗则成了对一项数据的分布和误差的
分析讨论，“还似”二字，犹如论文中常见的 seem, appear，表明作者态度之严谨，令人惊叹
叫绝！

·我和美国野鸡中学校长过招（上）
【教育和社会】
·从哈佛大学作弊案谈中国教育
·我们真的了解美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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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围棋大战后的教育理念

有趣的是，后人确有把第一首诗当做科学论文来解读的。清朝著名学者诗人毛希龄就曾批评苏
轼：“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耶？” 这就像有时学者间对一篇论文的实验方法有不同的
看法和偏好：明明二种试剂都可以测定一项活性，但有人就喜欢为争论而争论—for the sake of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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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读苏东坡先生的文章，最大的享受，是文气通畅，脉络明晰；即使如《前赤壁赋》，性情
之下，字里行间，也有很强的理性逻辑。苏东坡文理史哲管理俱长，从世界文明的大视野看，也
就在500多年后，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接了苏东坡这一脉。可惜的是，今人谈起苏东坡，只
论其文学艺术之成就，却没有看到，他其实是个文理通才。中学语文教育不能分析其作品里的理
性思辨，是孩子的损失。

·中国教育:李白危害何时了
·一篇败家乱世的小学语文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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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蛇年，先生888年忌年，我刻过一枚印章“苏东坡”。以后到了美国，这枚印章一直带
着，敝帚自珍。从艺术角度看，印章里“蘇”字的“禾”这个部首，刻得笔画软弱。昨天把印章
取出，到美国20多年后，第一次又拿起刻刀。中指老茧依稀，腕力臂力已无，抖抖索索，做了点
显微补救，让“禾”这个部首站得挺拔些，算是一个30年的老粉丝，给先生忌日的一份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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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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