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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全球贸易的中心
和引擎是欧洲还是亚洲？全球
氮循环对现代世界历史演进有
哪些制约与影响？我们现今的
世界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近日，
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
和相关领域的学者、师生在商务
印书馆清华大学邺架轩阅读体
验店参加第三期“邺架轩读书沙
龙”，倾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
院教授刘新成、夏继果就现代世
界的起源等相关话题所作的对
谈，围绕最新出版的《现代世界
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
15—21 世纪（第三版）》（［美］马
立博 著 夏继果 译 商务
印书馆2017年）共同展开研讨。

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的《现
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
述说，15—21 世纪（第三版）》，
由美国南加利福尼亚惠蒂尔学
院历史学和环境研究教授马立

博（Robert B. Marks）撰写。
马立博横跨中国史和世界史，并
在两个领域都卓有成就。此前，
他还撰写了本书的第一版和第
二版。

据刘新成、夏继果两位教授
介绍，在本书第三版中，作者打
破了关于现代世界历史的欧洲
中心论叙事，把亚洲和环境放在
非常突出的位置，强调中国和印
度是现代早期全球贸易的中心
和引擎，用清晰而又简明的语言
建构了一套全球的、环境的现代
历史叙事，具有很强的智识冲击
力。全书涵盖的内容极其丰富，
涉及的主题包括俄罗斯、奥斯
曼、莫卧儿等帝国的扩张，美洲
的征服，工业革命，美国的兴起，
全球氮循环对现代世界历史发
展的制约与影响等，并从全新的
视角对这些主题进行了别开生
面的阐发；叙述了与当下紧密相

关的重大议题，如全球变暖、人
口增减、病菌传播、能源危机、全
球不平等在现代世界历史上的
起源和演变。作为译者，夏继果
教授认为，本书为读者呈现了我
们现今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对
此问题提供了全新的、富有挑战
性的见解，对于专业读者和大众
读者都会有启发意义。

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著
名环境历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
尔认为本书“为我们提炼出过去
六百年世界史的精华”；美国著
名历史学家、芝加哥大学彭慕兰
教授评价本书“具有一般标准教
材难以具备的逻辑连贯性和文
字感染力，堪称一部理想的全球
史教科书”。

本期读书沙龙由清华大学
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清华大学图书馆、邺架轩阅读体
验店、商务印书馆联合举办。

““邺架轩读书沙龙邺架轩读书沙龙””研讨研讨《《现代世界的起源现代世界的起源（（第三版第三版）》）》
本报记者 王珺

一直以来，国内的编辑出版专
业都面临着一个较为尴尬的处境。
在学界，人们长期对编辑出版学科
存在认识上的偏见，认为该学科缺
乏学理性，更偏重于实务操作，极端
者甚至干脆宣称“编辑无学”“出版
无理”；新兴媒介技术的发展带动学
界的研究方向，很多学者致力于研
究一些新理论、新思潮，而对于类似

“编辑出版”这种相对较为“陈旧”的
研究领域则避之不及。因此这一专
业在很多高校一直缩招，甚至取
消。在业界，诸多报刊、出版社、网
站等却又面临着专业编辑出版人才
严重匮乏的局面。有些媒介传播内
容粗制滥造，缺乏有效“把关”环节，
则更凸显了这一供求悖论。

此时，《中外出版史》（万安伦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出版发行
可谓给整个编辑出版学界打了一针
强心剂。作者秉持着学科建设“三
原一方”（原史、原著、原理和方法
论）的建构思路，编著了这本编辑出
版专业的基础课程——《中外出版
史》，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理论高
度，为我们展现了编辑出版这门学
科巨大的魅力。

“一部出版史，其实就是一部人
类的文明史。‘出版’是人类文明传承
和传播的路径和工具。”作者开宗明
义，指出出版史与人类文明史之间存
在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一方面，因为
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是系统成熟的
文字符号的产生，而将文字符号通过
出版技术与出版载体相结合就会产
生出版活动、取得出版成就。因此，
人类不存在没有出版的文明形态。
另一方面，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成果也
是通过出版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
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出版史就
是一部人类文明史。通读全书，最让
我感佩的，是作者所持有的视野高
度。“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
雷”，正如有论者所言：这样的论述提
升了本书的立意。细细想来，所言非

虚。出版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人类
生产力的发展而演进。人类出版载
体属性与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有着
难以割舍的正相关性。人类的出版
活动贯穿着人类发展的始终，出版
成果记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结晶，
同时又传薪播火，承前启后，指引着
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抱着

“出版史即是文明史”的心态重新审
视编辑出版学科，乃至整个人类社
会，既让我产生了一种身为编辑出
版求学者的自豪感，又使我产生了对
于这门学科的敬畏与倾慕。

作为一部贯通中外出版史的著
作，作者在书中展现了其广博的全
球化思维。他并没有简单地将“中”
与“外”分开论述，也没有因其中国
学者的身份而产生研究上的偏倚，
而是以严谨客观的态度和海纳百川
的胸襟，站在人类文明史和出版演
进史的高度，追溯中外出版文明的
共通性和特殊性，描绘了一幅贯通
古今、融汇中外的“两结合”出版史
画卷。

凡是涉及有关“史”的研究，往
往都面临着浩如烟海的古籍资料，
细枝末节的零碎知识。如果研究者
不能在该领域有深刻独到的认识和
长期的钻研耕耘，则很难大浪淘金，
化繁为简，形成宏观的审视思路和
清晰的研究脉络。而作者显然对此
举重若轻。在该书中，他开启了全
新的研究视角，以出版载体为纲，将
人类出版史凝练为“硬质出版”“软
质出版”“虚拟出版”三大阶段，并以
此作为此书的基本逻辑框架。这不
仅完全契合了出版业生产力的发展
趋势，更理清了看似纷乱无序的中外
出版规律性发展史。

从大处着眼，于小处着手。作
者在搭建起全书宏观性的理论框架
后，又创造性地将出版具体的研究
对象确立为“出版载体”“出版符号”

“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的
“四维度”。这样的划分承接了出版
史“三段论”所代表的出版业生产力
发展方向，又符合出版业生产力发
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作者的“三

段论”是此书的骨架，那么“四维度”
则是此书的血脉与肌肤。如此一
来，《中外出版史》就有血有肉地鲜
活灵动，丰腴饱满地呼之欲出。

纵观全书，作者删繁就简地总
结出出版史的“一体论”“两结合”

“三段论”“四维度”，同时，以全球视
野和文明史观去审视整个人类出版
的发展历程，字里行间充溢着他对
人类出版和人类文明发展高度与成
就的自豪感，以及对人类文明的种
子历经百劫千难才能开花结果的悲
悯与珍惜。我想，不论是作为学术
书籍、史料参考，甚至是科普类读
物，该书都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中
外出版史》的问世，仅仅只是作者关
于编辑出版学科建设的第一步。当
然，书中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探讨与
完善之处，但瑕不掩瑜。我们相信，
在万教授及其同道笔耕不辍的努力
下，中国编辑出版学科建设定然会
迎来新的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
播学院研究生)

一部出版史就是一部文明史一部出版史就是一部文明史
——读万安伦《中外出版史》

杜建君

品书斋
纸现场

“他把悲伤和痛苦留给了自
己，把美和爱献给了艺术。”这是
法国著名艺术评论家安德烈·巴
利诺对丁绍光的评价。丁绍光
是旅美艺术家、云南画派创始
人、现代重彩画大师，被称为“20
世纪的乔托”、未来主义哲学画
派的代表人物，曾 5 次受邀为

“联合国”作画，其中 3 次为联合
国世界联盟和集邮项目作画，是
参加这一项目的唯一亚裔画家。

为什么他会在美国形成波
及全球的影响力?为什么在法国
和日本的几次画展都形成了空
前的影响?为什么他会成为 20
世纪末最受全球瞩目的当代艺
术家之一？最新出版的《天堂
鸟 ：丁 绍 光 艺 术 范 式》（胡 笳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书给出
了答案。作者胡笳历经十余年，
用故事的方式展现了丁绍光的

人生历程、艺术思考和主张，并
配以精彩的绘画作品，该书被称
为深入了解丁绍光传奇人生和
艺术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是研究
中国现代美术史的重要资料。

在近日举行的新书发布会
上，与会专家认为，丁绍光的画作
是自我培植的、根基很深的基于
灵魂的艺术创新，能够诠释和谐、
幸福的未来人类社会蓝图，同时
他的人生也跌宕起伏，堪称传奇。

“民族民间艺术应该是中国
艺术的中流砥柱，包括像三星
堆、马王堆，还有敦煌、麦积山、云
冈⋯⋯这样一批没有留下作者
名字的艺术实际上是中华民族艺
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在西
方的震撼力也特别大。比如前
不久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秦
汉艺术展，短短一个星期已经有
10 万人参观了。但是我们当代

活着的艺术家没有一个人能做
到、能够真正被西方这样接受，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当代
艺术应该怎么走，的确值得每一
个艺术家去思考。”丁绍光坦言，
如果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说出
100 位西方文化名人，可能很多
人都能答出来，但要让美国人说
100 位中国名人却很难，他们对
东方文化了解得并不多。所以，
中华民族文化里很多精华的东
西应该让我们的年轻人去传承。

在丁绍光看来，“追求真善美
是艺术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
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
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
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中国经
济发展到今天，世界的目光应该
往东看了，是中国出伟大艺术家
的时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
多东西具备走向世界的潜质”。

丁绍光丁绍光：：民族民间艺术民族民间艺术应该是中国艺术的中流砥柱应该是中国艺术的中流砥柱
本报记者 却咏梅

选自《书的故事》插图

执工匠之心 从传统机械转向现代制造
——湖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科建设走笔

在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新征程
中，湖北工业大学顺应时代发展大
势，做优“要学工到湖工”的特色，
做强“工程师的摇篮”品牌，努力建
成绿色工业学科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工
业大学，其中，机械工程学科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湖北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刘顿博士 （中） 指导学生做实验数十载风雨写辉煌
不忘初心为制造强省发力

数十载筚路蓝缕，湖北工业大学机
械工程学科经历了历史的风雨。该学科
源自 1952 年成立的湖北农业机械专科学
校农业机械专业，1985 年，湖北农业机
械专科学校的农业机械专业与湖北轻工
业学院机电系轻工机械专业组成机械工
程系。1992 年，机械工程专业招收硕士
研究生，2015 年，作为主干学科，获批

“装备制造与检测控制”湖北省优势特
色学科群，现有 3 个湖北省“楚天学
者”特聘教授设岗学科。开设的机械设
计制造及自动化本科专业入选国家教育
部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现
有国家检测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湖
北省现代制造质量工程重点实验室等科
研及教学平台 17 个，拥有博士生导师 7
人、硕士生导师 65 人，他们中涌现了国
家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教育部门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等各类专家 20 余人次。

新时代对工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制造正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
正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正向中国
品牌转变，未来机械学科必然以质量创
新求自身发展。研发检测技术，保障制
造水平，提升装备质量，是应对国家需
求、实施区域战略的有效措施，培养能

运用检测技术基础、开展创新性装备制
造的机械高端人才，方能满足建设工业
强国和制造强省的人才需求。湖北工业
大学机械工程学科针对国家发展需求，
密切结合湖北省“质量强省”战略，依
托“中国车都”的优势，通过数十年的
建设，将传统机械工程与仪器科学与技
术、材料科学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等学科深度融合，紧密围绕轻工装备、
汽车零部件制造装备以及农机装备三大
装备，通过校企联合加速成果转化，促
进了企业的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近 5
年来，与省内外 20 余家企业签订了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设立了工程中心和人才
培养基地，建立长效稳定的合作机制，
研发了一系列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成
熟产品，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超 100 亿
元。

艰苦不懈的努力换来累累硕果，机
械工程学科在检测控制技术、装备设计
制造等领域优势凸显，先后获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技术发明二等奖等国家级
别奖励 7 项。近 5 年，承担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国家“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
作”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
家级别项目 52 项，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

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项 15 项。

扬优势资源促发展
凝练四驾马车特色学科方向

机械工程学科在轻工装备研发及成
套技术方面具有较强实力，依托湖北省
包装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针对瓦楞
纸板生产线，和京山轻机集团公司从生
产工艺、结构优化、振动与噪声抑制
等方面展开研究，研发的系列产品智
能化七色精密水性印刷机，研究成果
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共计为我国包装
行业提供纸板生产线 100 多条，出口 20
多条，市场占有率达到 50%左右，稳居
全国之冠。2013 年，合作的“高速系列
瓦楞纸板生产线”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2014 年，与武汉人天包装公司合
作的“高效安全工业炸药全自动包装关
键技术及应用”主要性能指标达到了国
际先进水平，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
奖。项目成果促进了相关学科交叉，对
提升我国包装工业自动化装备水平、
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
意义。

学科在齿轮加工装备和汽车零部件
制造装备方面具有深厚研发实力，依托

“智能制造及装备”湖北省协同创新中
心、湖北省机电一体化工程中心，成立

“湖北工业大学·宜昌长机科技齿轮加
工设备研发基地”，2014 年，获批湖北
工业大学·宜昌长机科技湖北省研究生
工作站。针对工业机器人高精度减速机
用小模数齿轮加工装备、高性能数控插
齿机、高速旋分精密刮齿加工设备被国
外垄断的技术现状，开展多项技术攻
关，与宜昌长机合作项目系列高精高效
数控插齿机、系列重型数控落地铣镗
床、七轴四联动数控剃刀插齿机、内齿
轮高效加工关键技术及装备分获 2012、
2013、2014、2016 年湖北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目前服务企业已获授权发明专
利 30 余项。

学科还针对高端装备设计与制造中
的检测问题深入研究，在电—磁—声检
测技术、光电检测技术和无损评价与质
量控制技术等领域取得创新性成果，建
有现代制造质量工程湖北省重点实验
室、湖北省无损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平台，承担国家重大仪器研发专项任
务等国家级别项目 9 项，获湖北省技术
发明一等奖等省部级奖励 12 项、授权专
利 17 项。

学科还在现代农业装备研发与成套
技术上进行深耕，依托湖北省农机装备
智能化工程技术中心，与湖北玉柴发动
机有限公司共同建立了湖北省校企研发
中心、湖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校企研
究生创新基地。针对现有农机动力装备
水田作业易沉陷、动力难以有效发挥、
无法满足深泥脚作业需求的难题，提出
水田拖拉机行走驱动新理论和新方法，
解决水田高效作业、水旱轮作、抢时性
作业、保护耕底层的难题。该研究团队
提出的水田农机动力装备获批 2016 年科
技部门“智能农机装备”重点专项。

学科在固体激光器研发、激光钣金
切割装备、轴承外圈清理等领域具有
很强的优势，依托湖北省校企共建激
光加工工程技术中心，与武汉华俄激光

工程有限公司、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
司、京山轻机和武昌造船厂等开展产
学研合作。学科团队自主研发的 YAG
系列大幅面激光切割机，通过了湖北
省科技部门“中小功率固体激光切割
机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专家鉴
定。与中车长江车辆公司合作研发的
高功率激光清理装备在 2015 年已经形
成示范应用，2016 年在铁路行业进行
技术推广，成为首个中国企业掌握的
印刷核心技术。

通过承办行业内高水平学术会议和
学术期刊的方式，搭建交流平台服务于
社会。近 5 年来，牵头承办了包括“中
国制造 2025 技术与发展学术报告会”在
内的 10 余场高端学术论坛。该学科承办
的机械工程学科权威期刊 《中国机械工
程》 多次荣获“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
刊”和“百强科技期刊”等称号。

打造精英团队
推动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来之不易的成绩是机械工程学院共
同努力的结果。全院上下一心，以发展
高水平学科为目标，打造出了具有深厚
科研水平的学术团队。

机械工程学科带头人赵大兴教授兼
任制造装备设计及理论方向带头人，是
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湖
北省政府部门专项津贴人员，湖北名
师，担任湖北省“装备制造及检测控
制”优势特色学科群首席负责人，“产
品质量检测技术”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主任。

机电产品质量检测与控制学科方向
带头人宋小春教授是无损检测技术湖北
省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负责人、湖
北省现代制造质量工程重点实验室无损
检测方向学术带头人、湖北省新世纪高
层次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湖北·武
汉无损检测学会秘书长，荣获湖北省技
术发明一等奖。

激光绿色制造技术学科方向带头人

刘顿教授，是湖北省“百人计划”特聘
专家、英国皇家物理学会会员、英国工
程和技术学会会员、美国光学学会会
员、美国激光学会会员。

车用材料学科方向带头人董仕节教
授，是湖北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国机
械工程》 主编，绿色轻工材料湖北省重
点实验室主任，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第
八届理事会理事。

学科全体成员在各方向带头人的引
领下，科研上不断开拓，同时，指导学
生科技创新实践活动。他们以力创实验
室、创新创业实验室、机器人实验室
等平台为依托，鼓励学生参与导师课
题研究，参加学科竞赛，通过多种途
径锻炼动脑动手能力，不断提升学生
的专业素养和实践操作能力。在第十
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累进创新奖”竞赛单元
中，孙国栋老师指导的冯伟、徐威、张
扬等同学的作品 《粘扣带外观疵点自动
检测与评价系统》 荣获金奖；在第十四
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决赛中，刘顿、陈列老师指导汪
军、关来庆、胡勇涛同学的作品 《激光
诱导仿生超疏水多功能表面》 荣获一等
奖；在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中，王君、宋庭新老师指导的 《魔方试
验台》 获国家一等奖，尹业宏老师指导
的 《魔幻尺规》 获国家一等奖；在全国
大学生“恩智浦”杯智能汽车竞赛中获
国家级别一等奖 1 项，在中国机器人大
赛 中 获 得 全 国 一 等 奖 2 项 （含 亚 军 1
项），还以第一作者发表三大检索科研
论文 14 篇，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85
篇、获授权第一作者实用新型专利 25
项、第一作者申报发明专利 24 项，第二
作者授权发明专利 12 项。

数十年历尽艰辛，湖工大机械人坚
持不懈，以服务国家需求、支持地方经
济为己任，以绿色工业为方向，结出了
丰厚的科研成果，培养了优质的创新人
才，在湖北地区建立了湖工大机械的良
好口碑。

（唐良辉 赵大兴 聂 磊 魏忠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