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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打破了苏尔

维集团70多年对制碱技术的垄断，发明了

世界制碱领域最先进的技术，并为祖国的化

工事业奋斗终生。他犹如一块坚硬的基石，

与范旭东、陈调甫等实业家、化学家一起，

托起了中国现代化学工业的大厦。他就是被

人们称为“国宝”的侯德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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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都市情感剧《大

丈夫》在各大卫视热映，这

部反映老少恋的电视剧吸引

了众多观众的注意，收视率

一路攀升。编剧李潇也因此

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人物。 李潇

““近代中国寻梦人
近代中国寻梦人””系列报道之系列报道之

非常好声音

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生活
方式，一种独特的、精致的语言文字、工
艺与文学艺术，一种乐生的、务实的、注
重此岸性的生活态度与生活质量，还提供

了一种有参考意义的克服现代性某些
负面弊端的思路。

——王蒙谈中华传统
文化。

（张 彬辑）

中 国 的 口 头 文 学 非 常 博
大，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口
口相传的故事传递着中国人传
统的道德准则与价值观，蕴含
着人们的生活智慧和丰富的生
产经验。

——冯骥才谈口头文学。

方言是什么？方言是地域生
活和文化的口头表达。方言如果
消亡，乡音会变味，乡愁会无所
依托，中华传统文化的很多源头
会中断，很多地方文化将随之消
亡，中国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将
难以延续存身。

——作家赵丽宏谈方言。

文 学 为
谁 而 作 ， 如
何 去 作 ， 关
系 到 作 家 的
良 知 和 责
任 ， 决 定 着
作品的接受和传播。为民而作，和之
者众；为己而作，和之者寡。流连于
个人喜好，放弃为民职责，其言其
辞，不过自娱自乐而已，遑称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
认为。

文学就是要触碰你的经验，
它通过触碰你、冒犯你，来让你
思考你所面对的真实境遇，这是
文学从古至今没有变过的。

——作家格非谈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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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热播引发话题讨论

《大丈夫》的热播引发了一系列
有关家庭伦理的现实话题讨论。李潇
说，这部剧并不是要美化或歌颂“老
少恋”，她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主
要是源于 2012 年初的一次策划会。
在那次会上，众人发现，基本上在座
的每个人身边至少都有那么一个朋
友，正在经历或经历过“老少恋”、

“姐弟恋”。近年来这种婚姻选择越来
越多，却还没有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
影视作品从这样的角度去全景展现。

“ 所 以 我 们 就
想做这样的剧，想把忘年恋
一网打尽。”李潇说。

传统观念认为，“老少恋”存在
许多现实问题，比如两个人无法一起
终老。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他们可
能更在意感情的质量，宁可选择生命
的宽度而不是长度。李潇说，她并不
想去对这些观念进行评判，只希望能
通过这部电视剧中各类人物的设置，
将各种观点都展现出来，让它们去碰
撞、去沟通。“老少恋是这个社会无
法回避的。我只是抛出了问题，需要
社会去关注、探讨和争论。真正好的
话题剧，就是要让正反双方激烈地去
辩论。”她说。

夫妻合作好比双剑合璧

李潇 1981 年出生于山东济南，
2004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之后从
事职业编剧工作。作为一名“80后”青
年编剧，李潇在10年的编剧生涯中已
创作了《搭错车》、《麻辣婆媳》、《老
伴》、《人到中年》、《大女当嫁》、《当婆
婆遇上妈》等多部兼具收视与口碑的
作品。她把自己早前的成绩比作旗袍，

“以前的我是个裁缝，人家想要一件旗
袍我就去做，透支得厉害。而我擅长
的，其实是羊绒大衣。”《大丈夫》就是
她口中的羊绒大衣。光是写剧本，李潇
就花了将近一年，战线拉得很长。“打
根子上我就喜欢这个题材，创作自由
度也很大，相当有创作冲动。”

在《大丈夫》的编剧一栏，除了
李潇的名字外，还有于淼，他正是李
潇的丈夫，“谈到这个剧，我在说我
的时候，其实是在说我们俩。”李潇

说 的
就是她和丈夫

的双剑合璧。学金融出身的于
淼与文学隔行如隔山，做编剧是半路
被妻子拽进来“误上贼船”的。很多年
前，他们第一次合作了个抗战传奇剧，
由于效果不太好，后来就各写各的了，
直到《大丈夫》才算是“第一次正儿八
经做出了一部能称之为合作结晶的作
品”。李潇从2003年就开始创作，工作
年头更长，判断力更强，大体结构按李
潇的意思比较多。但剧中最精彩的“翁
婿斗”部分，着实是于淼的功劳更大一
些。这部分的情节，都要从男性视角出
发，李潇坦言自己“作为一个女编剧，
驾驭得了细腻的情感，却未必知道男
人到底怎么想，写出来往往南辕北辙
不接地气。”顺理成章地，于淼就成了
欧阳剑的幕后操盘手。李潇惊喜地发
现，有这样一个默契合作的异性搭
档，视角就可以展开得更丰富。

创作秘籍归结为“八卦”

李潇的作品，人物性格鲜明、故
事紧贴生活、语言犀利风趣。当被问
及创作秘籍时，她归结为自己的“八
卦”，认为自己的积累恰恰来源于
此。“我比较注意观察和吸收周围人
的生活状态，跟人聊天的时候会多打
听一些事情。比如有一阵我的剧本需
要写一些中年妇女吵架的戏，那段时
间，我会故意挤公交车，在公交车上
看北京大妈的对话方式，包括她们的
吵架方式，来获取灵感。我还曾经为
了跟着听一对刚下班的女孩八卦她们
家的事儿，跟着人家下了公交车，上
了地铁，又坐错了站，差一点跟人家
回家了。”谈起这些趣事，李潇开心

不已，“要想让你的作品多聚一些烟
火气，多一些生活的毛边，就必须扎
到生活里，扎到他们身边去听。”

作为一位钟情都市情感题材作品
的创作者，李潇曾说，自己的战场就
在家庭，就在当代都市男女身上。她
也在 10 余年的作品中，融入了自己

的更多思考。在她看来，当代家庭情
感剧的创作壁垒，很多时候就源自创
作者思维的禁锢和态度的轻慢。喜欢
从美剧和韩剧中学习先锋创作理念的
她，指出家庭剧创作同样需要高智
商。“很多人觉得谍战剧需要高智
商，而家庭剧就是一家子人围着柴米
油盐这点儿事打架，其实根本不是这
样。如果能将家庭剧和情节剧结合起
来，家庭剧其实一点都不好写。”李
潇说，“正是某些我们自身思想观念
上的禁锢，限制了大家的创作。”

李潇和于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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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制碱技术垄断

纯碱（碳酸钠）是工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料。最初，
人们从盐碱地或盐湖中获取纯碱，但远远满足不了工业生
产的需要。1862年，比利时人苏尔维以食盐、氨、二氧化碳
为原材料，成功制取了碳酸钠。此后，英、法、德、美等国家
相继建立了大规模生产纯碱的工厂，并组织了苏尔维工
会，对会员国之外的国家实行技术封锁。当时，我国所需纯
碱均从英国进口。一战期间，梗塞的欧亚交通导致纯碱缺
乏，一些以纯碱为原料的民族工业难以生存。

1921 年，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侯德榜，受到爱国
实业家范旭东的邀请，离美回国，负责中国第一个纯碱厂
——永利碱厂的技术工作。

这时，国内工业用碱及居民食用碱全部依赖进口，中
国在技术、设备等方面完全不具备自主制碱的条件。国外
最大的洋碱制造商英国卜内门公司经理李特尔曾轻蔑地
对范旭东说：“碱厂对贵国确实非常重要，只可惜办早了一
点，用苏尔维法制碱，日本尚且失败，何况中国？就条件来

说，再迟30年不晚！”李特尔的话深深刺痛了侯德榜。
为了使永利碱厂早日生产出合格碱，侯德榜
用在美国所学的科学知识，在实践中苦苦摸

索，和其他技术人员一起克服了一个
又一个困难。1926 年 8 月，“中国

永利”制造的“红三角”牌
纯碱，在美国费城

万国博览会
上

荣获金质奖章，得到“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的评语，
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需要，还打入了国际市场。

1933 年，美国化学会破例接受中国学者的著作，将
侯德榜的 《纯碱制造》 列为化学会丛书第 65卷，在纽约
出版发行。这本书的出版，打破苏尔维集团 70多年对制
碱技术的垄断，使苏尔维制碱技术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
富，引起世界科技界的巨大反响。直到 2004年，书中的
观点还被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SCI） 引用。

创立“侯氏制碱法”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年底，侯德榜
带领技术人员被迫西迁重庆。由于当时内地盐价昂贵，
用传统的苏尔维法制碱成本太高，无法维持生产。永利
碱厂决定向德国购买盐的利用率可高达90%～95%的察安
制碱法，但当时的纳粹德国与日本暗中勾结，除了向侯
德榜一行索要高价外，还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苛刻条
件。为了维护民族尊严，范旭东与侯德榜拂袖而去，毅
然决定“自己干”。

侯德榜先后在美国、香港建立实验室，带领永利的
工程技术人员投入紧张的制碱方法实验。经过500多次循
环试验，终于研制出新制碱工艺：将氨厂和碱厂建在一
起，联合生产：氨厂提供碱厂需要的氨和二氧化碳，加
入食盐使母液里的氯化铵结晶出来作为化工产品或化
肥，食盐溶液又可以循环使用……这项新工艺使盐的利
用率达到98%以上，不仅节省了设备及辅助原料1/3，而
且解决了废液占地毁田、污染环境的问题，将世界制碱
技术水平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赢得了国际化工界极高评
价。1943 年，中国化学工程师学会一致同意将其命名为

“侯氏联合制碱法”。
“侯氏制碱法”成功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入川交通

阻塞，永利川厂被迫停建，中间试验无法进行。“侯氏制
碱法”的全部图纸不得不在保险柜里沉睡多年。

新中国的建立，为“侯氏制碱法”的中间试验以及工业
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1949年，侯德榜建议在大连化
学厂恢复建设中建立“侯氏制碱法”的生产试验车间。

经过多年的试验，1961年 4月，“侯氏制碱法”生产
车间在大连全部建成并投入试生产。在 3年试生产期间，

经技术经济评价，确认“侯氏制碱法”具有技术原理的
科学性，工艺过程的先进性，生产操作的连续性以及经
济的合理性。1964年12月国家科委组织鉴定，认为这一
成果可以在全国推广。侯德榜发明的“侯氏制碱法”，经
过 20多年的风风雨雨，终于获得全部成功。此后该法继
续在全国推广，共计有 50 多家工厂采用，年产量达 140
多万吨，成为我国生产纯碱和氮肥的主要方法之一。

时至今日，“侯氏制碱法”仍然是世界制碱领域最先
进的技术。

发展新中国化学工业

新中国即将成立的1949年初，侯德榜还
在印度指导工作，当他得到友

人转来的周恩来给他的信后，立即冲破了种种阻挠，于
1949年7月回到了气象更新的祖国，作为科学家的代表参
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从此他开始投入恢复、发展新
中国化学工业的崭新工作。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面对外商独霸中国化肥市场的
严峻形势，侯德榜与范旭东合作创建了我国第一座合成氨
联合企业——永利铵厂，开创了中国化肥生产的历史。抗
战期间，工厂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产。1942年，日本侵略
者还将硝酸厂所有设备盗运到日本九州的大牟田东洋高
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1947年7月，侯德榜亲赴日本，坚决
要求归还设备。这套设备于1948年4月11日运抵永利南京
铵厂，是我国战后从日本索回的惟一的一套设备。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农民发展
农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迫切需要大量化肥。

1958 年春节后，化工部决定由侯德榜带工作组到上
海进行现场设计。当时已 68 岁的侯德榜和全体组员同
吃、同住、同倒班，夜以继日地奋战。我国第一个 8000
吨县级小氮肥示范厂终于在1958年5月1日在上海化工研
究院建成开车，生产出第一批碳酸氢铵。

上海示范厂投产后，生产中暴露出氨和二氧化碳的
不平衡问题。当时有些专家认为，这一平衡是不可能实

现的。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此后的6年中，侯德榜不顾
年迈体弱，8次去丹阳化肥厂，和厂里的技术专家、职工
一起，多次对小氮肥的生产工艺和操作以及设备进行改
进，终于克服了技术和经济两大难关。侯德榜及时总结
了丹阳化肥厂的经验，并向全国各地化肥厂推广。在侯
德榜的积极支持和具体参与下，碳化法氮肥生产新工艺
流程获得成功。

1965 年 10 月，“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的
新工艺，经国家科委审定为重大发明，侯德榜是首
席发明人并获发明证书。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全国有 1000 多家中、小型氮肥厂采
用这种新工艺，小化肥的产量达到
了 全 国 化 肥 总 产 量 的 一 半 ，
为我国农业发展做出了
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