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歇尔·玛利 著

内容简介：戈达尔，法
国 新 浪 潮 电 影 的 代 表 人
物。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位
导演，你都无法对他的独特
风格无动于衷。戈达尔生
前多次强调“我不会拍符合
大众口味的电影”，他也的
确 没 讲 过 一 个 完 整 的 故
事。这本书选取了两部入
门影片作为分析素材，一是
作为新浪潮“宣言”的《筋疲
力尽》，二是标志着20世纪
60年代法国电影巅峰的《轻
蔑》。论者不仅分析了导演
的技术和风格，还关注了戈
达尔电影叙事、段落衔接、
演员拍摄及台词引导上的
独特方式。

《理解戈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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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奖团队的故事

《引力波》

《引力波》为读者还原了引力波的探测过程，其
中也不乏科学家们之间的竞争。

其实，类似引力波这样的项目在美国的生存也
非常艰难。因此，这个项目的推进并不像我们想象的
那么顺利，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不顺利。中间几度面临
资金短缺、团队失和，几乎面临失败。

科学家的生活也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光鲜亮
丽。为了保证项目的推进，许多事情都需要亲力亲
为。像雷纳·韦斯这样的MIT荣休教授，在LIGO
项目中，经常自己在真空管道中赶老鼠，赶虫子，做
清洁工这样的工作。而基普·索恩也用他天才的头
脑经常承担团队中“居委会大妈”的角色，是团队中
的润滑剂。在无数次的挫折、彷徨和自我怀疑以
后，科学英雄们凭借着对人类纯粹理性的执着，走
到了答案即将揭晓的最后一刻。这就是科学家的
真实生活，然而，就是在一点一滴的平凡中，照见伟
大。

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并不回避这些不和谐的瞬
间，而是把这一切都写出来，整个故事读来让人觉
得真实。

1989年，LIGO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交的一
份报告中，引用了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一句话：

“没有比引领新事物的秩序更难把握、更冒险和更不确
定的了。”

作者预言，在远长于人类既有历史的遥远未
来，宇宙中的恒星都将死亡，一些恒星会坍缩成黑
洞。宇宙万物都会被吸进黑洞。

这本书让我们了解科学家为了这项事业做出
的努力和牺牲。了解意味着睁开一只眼看向遥远
的未来。

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三

位美国科学家，以表彰他们为“激光干

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项目和发现

引力波所作的贡献。

LIGO探测到引力波，堪称是近百

年来最重要的天文学发现。当LIGO

第一次宣布探测到引力波时，哥伦比亚

大学天文学教授珍娜·莱文就跑遍LI-

GO的天文台，采访LIGO的核心成

员，写成《引力波》一书，再现50多年来

LIGO科学合作组织的科研人员在此

过程中面临的困难、经受的考验和付出

的艰辛。

相关链接

作者珍娜·莱文一直致力于黑
洞、宇宙的额外维度、时空与引力波
的研究，出版过《宇宙溯源》《图灵机
狂人梦》等著作，还在2012年获得了
古根海姆奖。因为出自一个天文学
家之手，这本书里关于引力波的科普
可以说是最权威的。

去年2月11日，人们还沉浸在
春节长假的喜庆气氛中，很多人的
朋友圈就被引力波的消息刷屏了，
因为LIGO团队宣布成功地探测到

了引力波。
14亿光年前的声音，在这一刻

被我们听到。
几十亿年前，两颗巨大的恒星沿

着轨道绕对方运行。随后，它们相
继死亡，形成两个黑洞，在一望无际
的黑暗中继续绕对方旋转。几十亿
年的时间里，它们保持旋转，并不断
靠近，直到在14亿光年前，发生碰
撞，合并在一起。在碰撞前200毫
秒里，它们朝宇宙发射出极其强大

的引力波，在时空中荡起层层涟
漪。

这段引力波，是它们来过，存在
过，毁灭过的证据。

1916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
一篇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论文中预言
了引力波的存在。

2015年 9月和2016年 2月，激
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两次成
功探测到引力波，证实了100年前爱
因斯坦的预言。

我们听到14亿光年前的声音

LIGO是幸运的，一曲蓝调跨越
14亿光年不期而至，仅仅8分钟交互
后又擦肩而过，如同冥冥之中注定的
缘分。

大多数人都把鲜花和掌声献给
聚光灯下光芒璀璨的明星学者，很少
有人会在意，这辉煌成就背后的故
事。这其中，有生命的渺小，有宇宙
的浩瀚，有时光的飞逝，更有一代又
一代科学家为了科学事业前赴后继，
献上一生的心力和才学。

《引力波》最大的亮点，是作者描
写的那些故事。

这本书更像一部非虚构纪录片，

记录了50年来，天才的天文学家们
如何克服种种困难，最终搭建起这个
项目，并且成功探测到引力波的故
事。

《引力波》一开篇就像是电影的
开始，从主角的童年开始说起。那些
在引力波项目中做出卓绝贡献的人
们，大多在二战中经历了百样人
生。

故事的开始就是他们的童年，童
年的经历往往会影响成年后人们的
观点。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都形成
了一种反战的态度。长大后，他们成
了世界名校里的青年学生，开始寻找

自己的方向，他们在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中找到了灵感，把探测引力波当成
了自己的终身目标。

引力波探测本来只是一个有意
思的思想实验，但引起了雷纳·韦斯、
基普·索恩和巴里·巴里什的注意。
为了把梦想变成现实，他们组建了一
支规模达数百人的国际性研究团队，
建造了两台灵敏度非常高的巨型探
测器。

这部关于引力波的编年史，再现
了50多年来，LIGO科学合作组织的
科研人员在此过程中面临的困难、经
受的考验和付出的艰辛。

更像一部非虚构纪录片

不回避不和谐的瞬间C

LIGOLIGO项目的巨型装置项目的巨型装置，，目的只是为了探测引力波目的只是为了探测引力波

内容简介：在这个故事
里，有很多带有消失想法的
人存在，作者鲁敏从微渺个
体的物化经验上升到现代
性的苦涩哲思，剖析出人们
耽于固我又渴求打破与飞
升的精神空境。她要告诉
人们，孤独虽常伴左右，但
我们可以在各自的固有生
活里，耐心而顽强地继续下
去，以小动作而非大动作的
方式消失、隐匿、“奔月”，最
终抵达自我。

《奔月》

作者 鲁敏 著

我想一直这样走下去，去看遍世界上所有的美丽与
孤独。

——金浩森《人山人海里，你不必记得我》

跟着感觉走的理想主义者常常会同时卷入多宗麻
烦的关系当中，从而使得自己不堪重负，尤其是那些扮
演辅导员者角色的NF型人，由于角色需要，他们必须学
会在自己与委托人之间建立某种情感隔离带，不然，他
们就很有可能会面临情绪崩溃的危险。

——大卫·凯尔西《请理解我》

书店默默花掉我很多时间与钞票，也裁掉我不少人
生景致，我似乎仍不知悔改。其实买的书不一定都有
看，看后不一定都懂，懂了不一定受益。卡夫卡曾认为，
如果读了额上无挨打的感觉，那本书就无意义。无意义
的书越出越多越贵了。

——许达然《为众生的悲心》

A

B

《白瓷之路》
内容简介：中国是关于

瓷器的一切故事的起点，千
年来瓷器在这里达到了登
峰造极的成就，形成了伟大
的传统。世界级陶瓷艺术
家与畅销作家埃德蒙·德瓦
尔从中国开始，深入探访

“发明和再造”了瓷器的三
座世界性的瓷都：中国景德
镇、德国德累斯顿、英国普
利茅斯，以贯穿中西的视
角，结合了旅游札记、回忆
录与历史讲述，追溯瓷器从
中国传入欧洲发展演变的
辉煌历程，描画出一部数百
年中西文明交流史的迷人
面貌。 (本报综合) 作者 埃德蒙·德瓦尔 著

孕妇在孕早期（前三个月），随着体内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增多、胃酸分泌减少及胃排空时间延长，可出现食欲减退、
喜食酸物、厌恶油腻、恶心、晨起呕吐等一系列的早孕反应，这些症
状一般对生活和工作影响不大，不需要特殊处理，多在停经12周
左右，随着体内HCG水平的下降，可自行消失。然而也有一些孕
妇，她们在早孕期出现频繁恶心、呕吐，甚至不能进食等严重的妊
娠反应，对这种情况，则就不能大意，需提高警惕了。

妊娠呕吐
妊娠呕吐的原因目前尚未完全明确，多认为与孕妇血中的绒

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水平急剧升高有关，HCG是有利于胎儿
着床与发育的，主要用来保护胎儿，在每个人体内的水平不太一
样，如果HCG水平偏高或者是该孕妇对这种变化比较敏感时，就
有可能会导致妊娠反应比较大。另外，精神过度紧张、焦虑、忧虑
等情绪的孕妇，也会相对比较容易出现妊娠呕吐。当发生妊娠剧
吐时，严重一些的可影响到正常进食，甚至可引起严重脱水，导致
电解质平衡紊乱、体内酸碱平衡紊乱等严重后果。

处理：饮食以少吃多餐的方式，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多
进食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保证每天摄入130g以上的碳水
化合物，可根据孕妇的口味选择米、面、烤面包等，糕点、薯类、水果
含较多碳水化合物，也可以选择。避免油腻、油炸、甜腻的食物。
由于空腹会加重恶心，所以孕妈妈可以常在包里备一些谷类饼干、
苹果等食物，一旦感觉肚子饿了，就可以先吃一些小零食。平时要
注意适当休息，避免过度劳累，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呕吐后要注

意多补充水分、牛奶、鲜榨果蔬汁等，以防呕吐厉害导致体内水分
丢失或水电解质平衡紊乱。也可以适当进食一些有助于缓解呕吐
的食物，如生姜泡水、蜂蜜，或核桃、香蕉、麦胚等富含维生素B6的
食物。另外，保持愉悦的心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孕妈妈应该要放下
心理包袱，放松心情。一旦呕吐非常剧烈，已经影响了正常的生活
和工作，应及时就诊，以免造成严重脱水、水电解质平衡紊乱等更
严重的后果。

葡萄胎
葡萄胎是由于绒毛膜滋养层细胞异常增生，绒毛发生水肿变

形，呈现无数个水泡相互连接，形似成串的葡萄，故而得此名。目
前对葡萄胎的发病诱因尚未十分清楚，怀上葡萄胎的女性在怀孕
早期也会跟大多数正常怀孕的女性一样，表现出恶心呕吐等早孕
反应。但是，随着孕周的增加，就渐渐可以发现一些异常了，她们
的早孕反应往往会比正常妊娠的女性要表现得更加剧烈、更加严
重一些，甚至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而且她们还常会表现出一些与
孕周极不吻合的表现，如：常在妊娠晚期才会出现的并发症---妊
娠高血压，它们在怀葡萄胎的女性身上，却是在妊娠中期甚至在妊
娠早期就已经早早出现了。还有一些女性，她们可能会表现为腹
部的异常增大，肚子看起来远大于正常孕周的大小。

处理：葡萄胎可经超声检查和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血
β-HCG）予以诊断，当怀的是葡萄胎时，在超声下看不到正常胎
儿的形态，而是呈现出雪片状或蜂窝状的图片，检测的血β-HCG
值也会比正常妊娠时高出很多。一旦确诊为葡萄胎，需及时行清
宫手术，由于葡萄胎清除后，组织还可能会侵入子宫或转移至子宫
外而成为侵蚀性葡萄胎或绒癌等更严重的后果，所以清宫后也要
继续做好定期的随访监测，并做好避孕，以利于子宫的复旧和内分
泌的协调。一般建议随访监测2年后再备孕，有条件的最好能在
再次怀孕前先做一次孕前检查。同时，由于曾怀过葡萄胎的女性
再次怀孕后也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所以再次怀孕后这些女性还需
要密切做好产检。

妇保科咨询电话：0715-8111120
(咸)医广【2017】第10- 9- 2号（广告）

妊娠呕吐剧烈，需防“非正常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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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恰到好处地用浅显易懂的语
言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引力波是什么？说
白了，引力波就是14 亿年前在离地球非
常遥远的地方，有两个黑洞发生了碰
撞，在碰撞后发生了合并。在这种合并
的过程中，黑洞周围的空间发生了震
荡，从而产生了引力波。

说难也不难，我们都可以想象，两
个物体的碰撞自然会产生一种力，但是
在宇宙中，这种力还能形成一种波，一
圈一圈向外传播。因为路途遥远，他们
传播到地球上时已经是14亿年后了，而
且幸运的是（其实书中内容告诉我们这
不只是幸运），在引力波传播到地球上的

那一刻，被人类的科学家捕捉到了。
详细一点说，引力波起源于宇宙的某个地

方，两个黑洞发生了碰撞。碰撞之后，这两
个黑洞合并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大的黑
洞。黑洞碰撞是宇宙诞生之后威力最大
的一个现象，释放出的能量超过1021 个
太阳。碰撞发生时一片黑暗，爆炸产生的
所有能量都不会以光的形式逸出，所以用
任何望远镜都无法观察到。

黑洞合并时，无数能量以纯引力，也
就是引力波的形式，不停地向四周传播，
时空受到扰动而泛起涟漪。但是，即使有
宇航员正好在附近，他也不会看见任何异
常现象。不过，他所在的空间会发生铃振

现象，对他挤压、拉伸，使他的身形发生变
化。如果靠得足够近，他的听觉器官会随
之振动，也就是说，他可以“听见”引力
波。

但实际上，没有人听过引力波的声
音，也没有任何仪器留下清楚无误的记
录。虽然引力波以光速传播，但是从碰撞
点传播到地球可能需要10 亿年的时间。
在到达地球之前，黑洞碰撞发出的声音已
经非常微弱了，以至于用语言根本无法形
容，如此微弱的声音我们肯定难以察觉。
在引力波抵达地球时，空间的鸣响会引起
距离的相对变化，在相当于三个地球并排
的跨度上位移一个原子核的宽度。

探测到引力波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
什么？这种科研并不是一种可以立即
生效的研究，但是却关乎人类的长远利
益。我们在地球上的空间越来越少，资
源越来越紧缺，探索宇宙将会是未来的
趋势。在引力波还没有被探测到时，它
就频频出现在科幻作品中。在《三体》
里，它是罗辑敲诈三体人为地球人赢得
生机的大杀器。在《星际穿越》中，它是
库伯和女儿跨越时空传递信息的介质。

在未来，引力波又会给我们带来什
么？尽管现在我们还无法断言，但它一定
是非常重要的。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