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amarck is reviving!  



 

 

 

                       

                                       

 

 

 

 

 

2015年，这是新的一年，作为首师

2014届大一新生的我们已在首师走过近

半年的时光，这也是燕都人相聚在燕都

学院的第一个新年。在良乡这片土地

上，太阳伴着希望升起，你正朝着你的

梦想前进。也是在这新的一年新的生活

中，《留白》正式与你见面。 

留白，是一种艺术。绘画纸上，素

上留白，方寸之地亦显天地之宽。以无

胜有，予人以想象之余地,正所谓“此处

无物胜有物”。 

留白，是一种智慧。求知若饥，虚

心若愚。虚怀若谷亦彰好学之心。永不

止步，永远保持敏锐的冷静，正所谓

“stay hungry，stay foolish”。  

留白，是一种境界。厚学敏行，积

力致远。流水不争先，止乎当止，行之

当行。正所谓“道以无为大，大而无所

容”。 

 

 

 

 

 

 

 

 

这里有梦想之歌，散文，诗词，给

你忙碌的学习生活留下值得回味的青春

空白；这里有最新的学术前沿动态，让

你在劳顿之余开拓视野；这里有最富趣

味的燕都新闻和人物访谈，带你感悟最

温暖的生活印记… 

留白之行，是燕都人之行，是燕都

人生活学习所悟之精华。留白之行，每

一步都彰显着燕都力量。这种力量，流

淌在你指尖所触的字里行间；这种力

量，游走在你目光所及之处。燕都之

路，留白之旅，我们愿给你最温暖的祈

愿：让梦想继续前行，让志向不断远

扬。时光匆匆，我们愿给你最温暖的陪

伴，愿燕都精神陪你永远，愿留白之境

为你打开人生新的天地。 

燕都之路，留白之旅           

               《留白》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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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恋花·青春梦飞扬 

                谁道青春梦已朽？ 

                 碧水青山，雄壮心依旧。 

                  初日才登落日早，英雄粉末今朝好。 

                   如虎逍遥津未消。 

                     动如脱兔，岂惧前路少。 

                    问鼎苍穹噙玉露，青春无悔卷千潮。 

                                    

情释（其一）  

寒月旷照大江流， 

深山掩扉酒萦愁。 

渭北江东长相忆， 

浩然天地一沙鸥。  

情释（其二）  

平生浪荡平生客， 

万里山川逐涛波。 

春江潮水春江月， 

也放浮槎也放歌。  

情释（其四）  

剑挑灯花试芯燃， 

一抹萧萧一抹寒。 

未晞白露蒹葭老, 

撷取窗头梅花簪。 

水
穷
处
、
云
起
时 

古井无波 

擎云山行者 

寒窗向北隅,倚户正沉吟。深思惟释卷,莫使我意曲。                 ——朱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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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的罪恶 

                                             ——读《红字》有感 黎思琦  

海斯特胸前闪耀的红字，到底是谁的罪恶？ 

丈夫多年在外不归的海斯特•白兰与年轻的牧师在一起，产生了罪恶的果实。海斯特受到审

判，而誓死不揭发出牧师。从此，海斯特胸前绣着闪闪发光的罪恶的红字，带着自己与牧师的

女儿——小珠儿开始了煎熬的赎罪。而牧师外表上依旧是那个人人心中无比敬仰的如神灵一般

圣洁的人。 

燕都所带给我的不是宏伟梦想的蓝图如何实现的细节，而是在拼命扎根中收获到的

看似黑暗却满是希望的新绿。                                    ——平佳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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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斯特用自己的手艺换来生计，同时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而人们对她则是轻视和百般的

侮辱和隔离。她默默忍受着这一切，背负着这罪恶。她的孩子也不让她好过。狡黠的小珠儿百般

玩弄着海斯特和她的红字，每一次都深深刺痛海斯特的心，提醒她，她是被上帝抛弃的被众人唾

弃的罪人。而牧师那边更不好过。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谴责着，他每一次在众人面前说自己罪孽深

重却被人们认为这是圣洁之人的内省与谦虚。他无法说出事实，这罪恶感折磨的他日渐憔悴。而

海斯特的丈夫在探明真相后，取得牧师的信任，在他身边以照顾之名暗暗地折磨着他，让他的心

受到更多的质问和审判。 

终于在逃亡计划失败后，牧师登上曾经海斯特受审的刑台，承认了他的一切罪行，死在了海

斯特怀中。 

这本书用极其精致的心理活动描写深深地震撼了我。它提出了两个问题：什么是罪恶？是谁

造就了罪恶？ 

海斯特和牧师的行为被社会定义为罪恶。因为他们的行为造成了对海斯特丈夫的不忠，构成

了对另一个个体的伤害，同时对社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而这种行为本身的影响是暂时性的，

“海斯特未得到丈夫的爱而寻求其他的爱不合法”是否体现社会不平等不说，即便海斯特与牧师

所作所为是一种错误，他们得到的惩罚却是需要我们考量一下的。 

这件只对海斯特丈夫构成伤害的罪行（且不说其丈夫自己已承认自己是罪有应得），已让海

斯特得到了惩罚。错误是一个人成长的必然过程，人们的确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而海斯特

所承担的不仅是自己的责任，还有全社会的人给她的压迫。面对一个因为需要爱与接纳而“犯

错”的人，人们给予的不是宽容，而是冷漠与嘲讽，通过对她的不断伤害来获得自己的道德优越

感，去加重其无助与孤独，这无疑揭露了人性的丑恶。在社会造就的对于海斯特个体的苦难的罪

恶面前，海斯特是无辜者，是人性阴暗面的牺牲品。而对于牧师，社会“对于错”的绝对标准和

不宽容的思想在他脑中根深蒂固，让他最终不能忍受折磨而死。 

海斯特是伟大的。她不仅背负起这一切属于她或不属于她的责难，还无私地把爱给予别人。

她让红字不再是罪恶的符号，而是关怀与怜悯的代名词。她完美地诠释了宽恕，诠释了至善。 

那闪耀的红字，不是昭示海斯特的罪恶，而是对于社会加在海斯特身上的罪恶的展示。它警

示着人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倾轧与无爱才是罪恶本身的根源。犯错误的人需要救赎而非惩

罚。而更急切地需要救赎的，是社会的心灵。一切罪恶均产生于无爱。若爱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而非拘泥于一己所得，那么社会上便不会有那么多因得不到的爱而产生的罪恶。 

对于当今社会而言，我们也需要更多给予爱的人，而非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愿我们都能在各

个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的社会更有人情味，更多的人能得到关怀，别让我们自己，成为

造就下一个“海斯特”一样，背负社会的苦难的人。 

 

我想燕都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能让我看清世界。                  ——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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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黄金时代》 

十 
一档期，票房上《黄金时代》已经败下阵来，而黄渤的三场戏稳居前三。大家都

在说《黄金时代》片子本身有什么问题，甚至有人谈到败阵的原因是三个小时片

长不如两个小时片长能争取到更多的场次和票房。诚然，片子拍的有缺憾，但我

并不认为失败。或许对于《心花路放》这种在内容上比较简单随意的影片，我们可以苛刻的要求

一下效果和制作。但对于《黄金时代》这样文化气息浓重的片子，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把关注的

焦点放在艺术效果上，而应该沉淀下来去关注内容，让剧中的人唤起我们更深刻的思考与体悟，

真正去追思萧红，追思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坛，追思那一群影响时代的伟大作家。毕竟，对

于一个传奇而动人的作家，人们永远会带着太大的期待，或许多么出色的影片都难以将她的人生

还原的真实而震撼。更何况，在当下的中国，能够不考虑票房而花大力气去拍这样一部片子，影

片本身的精神高度已然显露无疑。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黄金时代》已经赢了。 

毫无疑问，《黄金时代》这样的影片在影视界是不可或缺的，更是亟需的。轻松娱乐型电影

的泛滥已经让电影的文化功能大大减弱。所以，就当是对影片原始构思的鼓励与认可，以及对文

化影片前景的期待，在此，我抛开影片的缺陷不谈，只说说导演在本剧中的良苦用心。 

首先，在剧情的安排上，片子主要演绎了萧红人生的重大事件。主人公的一生被完整的再现

出来，但我最想说的是两个场景，一是萧红与萧军在报社看话剧排演，那一幕真实的反映了民国

时期文人的生活状态，一下子将观看者的目光与思维拉回上世纪三十年代。另一幕是鲁迅品评萧

红的着装，作为先生逝后萧红的回忆，这一幕本就有一种温馨的动人情调，也更体现了一代大家

对于晚辈后生的鼓励与关怀。这样点滴的细节最为影片增色，也实实在在的打动了我。其次，在

演员的选择和化妆上，本片也比较到位。汤唯和萧红本身就有几分相像，尤其戏演到后来汤唯很

有渐入佳境的意思，把萧红的神韵也大体塑造出来了。包括人物的化妆，非常有民国时代的味

道。大多演员在长相上就有一种民国古典美。鲁迅和许广平两个人的气质尤其有大家风范的感

觉，前后出场的作家也都很有文人的气场。冯绍峰的三郎，狂放、不羁、热烈都被演绎的淋漓尽

致，端木蕻良最初的懦弱也在一点一滴的言行举止中显露无疑。凡此种种，不再细谈。再次，语

言上也非常到位。本剧有极大的特殊性，时代久远为其一，更为重要的是本片人物主体为文人知

识分子，对语言的特点和质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最开始萧红弟弟劝姐姐回家时一句“你还是回

家的好”，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紧接着三郎那句“能卖钱的文章我不会写”全然是知识分子、

愤青的腔调。鲁迅先生的语言更是有他本人的特点，十分筋道，最为耐人寻味。再加上片中有许

多萧红作品的直接摘录，也让片子的语言质量大大提高。最后想说影片开头与结尾的两段《呼兰

河传》我非常喜欢。《呼兰河传》是萧红作品中我最钟爱的一部，片中截选的写祖父与童年的那

一章也是最让我动情的一章。导演选取的两段，开头是喜，结尾是悲，很合全剧气氛。而且，祖

父的爱点燃了萧红的人生，祖父的逝在某种程度上熄灭了萧红人生中亲情的微弱光亮。这种设计

与构思巧妙合理，艺术性也非常强。尤其萧红如潺潺清水涓涓细流的文字更让影片美感大大加

强。或许导演选择这部作品是为了艺术效果，而我却觉得，纵然《生死场》波澜壮阔，但真正能

瑾瑜 

湛蓝的天空是飞燕自由的世界，燕都学院是我们燕都人自由的世界，燕行燕远。                         

——李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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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动我们的永远是那些最平实而真挚的文字与情感。 

其实，《黄金时代》这四个字已然实在让我浮想联翩。片名来源于萧红给萧军信中的一句

“这不正是我的黄金时代吗”，可是，萧红困苦多磨的人生实在与黄金时代四字相去甚远。狄

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一系列看似全然相反的

词汇被他用于描绘同一个时代，赢来的却是深刻的认同与拍案叫绝。是的，艺术美永远绽放在

矛盾与对抗最热烈的冲撞之中。 

杜甫说：文章憎命达。许广平在影片中评价萧红：谁都知道贫穷，可没有谁能把贫穷写的

那么触目惊心。苦难是最具震撼力的艺术，萧红正是因为一生都在苦难中煎熬与挣扎，才创作

出了激荡人心的作品。只有在困境中，人才会产生对于生命与人生最深沉的思考。于一个国家

亦是，穷则思变。正如民国，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思想开始碰撞和交融，学术的黄金时代轰然

带来。萧红生长在这样一个黄金时代中，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命运坎坷如她，却见证了一个

伟大的时代，让她的文学天赋有了展现的大舞台。如果活着总有一天会死去，她至少死的惊心

动魄，荡气回肠。 

有人这样评价和萧红并称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张爱玲：我板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

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张爱玲，上海沦陷，才拯救了她。对于一个人而言的拯救却是对于千

万人的苦痛。每一个伟大的作家背后都有无尽的苦难。但不同的是，萧红置身于或更甚于升斗

小民的水深火热。所以她心中有着更多鲜活的热爱，更多的热情，更多的燃烧、投入与心忧天

下。因为这样一种困厄浇不灭的炙热，她才真正像王安忆所说：她把自己的热情转化为更巨大

的东西，去影响别人。 

《黄金时代》落幕的一刹那，我脑海里翻涌的是萧红传奇的一生，想起的是“我将与蓝天

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她

真是个有故事的女人，

更是个有才华的女人，

生命中她的黄金时代太

短暂，而她却用自己的

热推动中国文学走进了

一个持久的且永不退色

的黄金时代！ 

 

北方的秋天似乎来得特别早，凛冽的风吹在脸上却让内心更加平静，离开四季如春的南

方小城，来到充满活力的首师，融入温馨可爱的燕都，不系之舟已找到方向，乘着名为

燕都的风，驶向该去的地方。                                      ——罗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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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 

                          ——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致辞 

【编者按：刚刚走进大学校门的我们，开始更多地思考人生的选择与方向。在与大家相处的几

个月时间中，编者发现有的同学迷茫于以何种心态走向社会，纠缠于做人与处事、顺应与坚守

的关系把握问题。故，在此引北大1984级中文系毕业生卢新宁北大演讲一篇，愿能为大家指点

迷津。希望我们燕都人能够带着明确的价值观与坚定的信念，先做人，再做学问，更好的走完

这四年。】 

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 

上午好! 

谢谢你们叫我回家，让我有幸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分享我亲爱的学弟学妹们的特殊喜

悦。 

 就像那首歌唱的，“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如果把生活比做一

段将理想“变现”的历程，我们只是一沓面额有限的现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如同从

一张白纸起步书写，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面对你们，我甚至缺少抒发“过来人”心

得的勇气。 

但我先生力劝我来，我的朋友也劝我来，他们都是84级的中文系学长。今天，他们有的

仍然是一介文人，清贫淡泊；有的已经主政一方，功成名就；有的发了财做了“富二代”的

爹；也有的离了婚，生活并不如意。但在网上交流时，听说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他们都无—

例外地让我—定要来，代表他们，代表那一代人，向自己的学弟学妹说点什么。 

是的，跟你们一样，我们曾在中文系就读，甚至读过同一门课程，青涩的背影都曾被燕

园的阳光定格在五院青藤缠满的绿墙上。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我们之间横亘着20多年的时

光。那个时候我们称为理想的，今天或许你们笑称其为空想；那时的我们流行书生论政，今天

的你们要面对诫勉谈话；那时的我们熟悉的热词是“民主”“自由”，今天的你们记住的是

“拼爹”“躲猫猫”“打酱油”；那时的我们喜欢在三角地游荡，而今天的你们习惯隐形于伟

大的互联网。    

我们那时的中国依然贫穷却豪情万丈，而今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在苦苦寻找迷

失的幸福，无数和你们一样的青年喜欢用“囧”形容自己的处境。    

 20多年时光，中国到底走了多远?存放我们青春记忆的“三角地”早已荡然无存，见证你

们少年心绪的“一塔湖图”正在创造新的历史。你们这一代人，有着远比我们当年更优越的条

件，更广博的见识，更成熟的内心，站在更高的起点上。 

我想说的是站在这样高的起点上，由北大中文系出发，你们不缺前辈大师的庇荫，更不

少历史文化的熏染。《诗经》、《楚辞》的世界，老庄、孔孟的思想，李白、杜甫的诗词，构

成了你们生命中最为激荡的青春时光，我不需要提醒你的，未来将如何以具体琐碎消磨这份浪

漫与绚烂，也不需要提醒你们，人生将以怎样的平庸世故消解你们的万丈雄心；更不需要提醒

你们，走入社会要如何变得务实与现实——因为你们终将以一生浸淫其中。 

我唯一害怕的，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

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

卢新宁 

我希望能借助我这个宝贵的机会好好全面发展。                  ——付琨惟  

 7 哲思初探|水穷处，云起时  



 

 

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

越来越少。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请看护好你们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在这

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 

也许有同学会笑话：大师姐写社论写多了吧，这么高的调子。可如果我告诉各位，这是我

的那些中文系同学，那些不管今天处于怎样的职位，遭遇过怎样的人生的同学共同的想法，你们

是否会稍微有些重视？是否会多想一下，为什么20多年过去，他们依然如此？ 

我知道，与我们那一代人相比，你们这一代人的社会化远在你们踏入社会之前就已经开始

了，国家的盛世集中在你们的大学时代，但社会的问题也凸显在你们的青春岁月。你们有我们不

曾拥有的机遇，但也有我们不曾经历的挑战。 

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

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

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变成钱理群先生所言的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世故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而北大会不会像那个日本年轻人所

说的，“有的是人才，却并不培养精英”？ 

我有一位清华毕业的同事，从大学开始，就自称是“北大的跟屁虫”，对北大人甚是敬

重。谈到“大清王朝北大荒”的江湖传言，他特认真地对我说：“这个社会更需要的，不是北大

人的适应，而是北大人的坚守。”  

这让我想起中文系建系百年时，陈平原先生的一席话。他提到西南联大时的老照片给自己

的感动：一群衣衫槛褛的知识分子，气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间。这应当就是国人眼里北大人的形

象。不管将来的你们身处何处，不管将来的你们从事什么职业，是否都能常常自问，作为北大

人，我们是否还存有那种浩然之气？那种精神的魅力，充实的人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

圣绝学”，是否还能在我们心中激起共鸣？  

马克思曾慨叹，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今天的中国，同样不缺少

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也正因此，中文系给我们的教育，才格外珍贵。从母校的教诲

出发，20多年社会生活给我的最大启示是：当许多同龄人都陷于时代的车轮下，那些能幸免的

人，不仅因为坚强，更因为信仰。不用害怕圆滑的人说你不够成熟，不用在意聪明的人说你不够

明智，不要照原样接受别人推荐给你的生活，选择坚守，选择理想，选择倾听内心的呼唤，才能

拥有最饱满的人生。 

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它以朴素的设问提出了

人生的大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事在人为，未来中国的分量和质量，就在各位的手上。 

最后，我想将一位学者的话送给亲爱的学弟学妹——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你所站立的

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

不再黑暗。 

谢谢大家!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深奥的大道理，听了那么多道理我们仍然过不好生活。人为什么活

着？其实就是因为活着才活着，活得简单才能活得出彩。              ——王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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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还长，我亲爱的梦想 

《老男孩》越听越有流泪的冲动。茫茫岁月中，与梦想背道而驰，在面对这些心碎的事时，需

要莫大的勇气继续向着本不期待的路途前行。但还好我仍然年轻，在一个梦想破灭以后仍然有精力

去建立另一个梦想，我的路还长还遥远还未知还由我决定，我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向。想想，可真值

得庆祝。只是梦想的位置越来越低，越来越靠近越来越具体，它可能已经不是那时候所定义的梦想

了，它低得足以在这片大地上站稳脚跟，去中国女足转一圈赚够那些白皮肤黑皮肤红皮肤绿皮肤的

卷毛的眼光，找寻梭罗在瓦尔登湖旁在森林里建造的木屋，一张地图闭着眼睛一指便是下一个目的

地，大雨里一把雨伞带我到云上面永远晴天的地方，海边捉到一条会说话的鱼告诉我海底的故

事„„ 

 那是异想天开但又值得人期待的梦想，无法实现但明明在醒着的梦里，贴近我振聋发聩的叫

嚣的不安因子，所有的想象力在年少的胆大妄为里变得理所当然，反抗那双想让所有人为之俯首的

大手，斗志昂扬地奔赴眼光投向的远方。走过的路上每一个留下的物件都值得捡拾，裹挟着的不仅

仅是漫长却一晃而过的岁月，还有不小心被毁掉的梦想。怎么办呢，我说。路要自己去找，梦想要

自己去保护，我说。 

只有傻子才会坐在路边懊恼丢弃的一切，只有疯子才会不管不顾看到方向就像久饥的流浪汉一

样竭尽全力扑上去。那都不是我想要的。 

每个假期去看看中国的风光无限，每个月读几本舒服的好书，而不是像云一样飘在天上做虔诚

的祝福，并不知道是方向明确的幸运还是被世界同化得易于满足的不幸。 

骑着优雅的黑猫飞过一片片月光下的屋顶，跟着流浪的三毛一起跋涉地图上找不到的辽阔山

河，被宇宙的黑洞吸进一片旁人无法想象的天堂世界，站在镁光灯下闪耀年轻气盛的青春，在教堂

里同一位牧师谈谈上帝该留什么发型，写一部戳穿灰姑娘、白雪公主、海的女儿童话陷阱的小说，

热气球上飞起一笼被染发了的白鸽，累了让自己偷偷懒，精力旺盛了出去转转。到厦门找到自己想

要的生活，惬意的海滨城市渐渐养育我幼小的浪漫情怀，忙不迭地享用当地美食把吃货的名号坐

实，找一份能够给我足够时间和空间的工作，自己攒钱买一辆车,当然在之前要考到驾照，常常联

系自己爱的那些朋友，想念得不行就一张机票飞到她身边，好吃好喝几天再飞回去继续工作生活，

有时间和财力就去伦敦感受古老的情调，用不怎么熟练的英文认识一些有趣的外国朋友，给他们介

绍中国迷人的美食艺术，用自己编的中国功夫唬一唬那群金发碧眼，遇到一个帅气温柔的他，然后

欢声笑语，然后牵手教堂，然后幸福永远。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 

我说不，我说我仍然相信，我说我要朝着那个方向，坚定而决绝地，期待而迷茫地，举步维艰

而又信心满满地，走下去。 

最可怕的是余下的生命里没有梦，只有麻木不仁和痛苦无奈。所以，无论多么异想天开多么受

人指责，都要有梦。你觉得呢? 

朱潇璇 

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我正在爱上这里，无论首师还是燕都。           ——佘俊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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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梦想的起点 

收拾完高考考场那天，我望着空空荡荡的教室，想再寻找着最后一丝我们的班的痕迹。但

是除了熟悉的气息，记忆中的热闹，其他一切似乎都已经消解，没有了任何痕迹了。它已经和

隔壁，和隔壁的隔壁一个面貌，等待着新的故事拉开帷幕。尤记得刚来高中的第一天，刚进班

级的第一天，也是这样空的教室，在这不变的躯壳里，我们赋予它颜色。从彼时直到今日，直

到高考前我们打包，装箱带走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再把空空的教室交还。我忍不住要思

考，当高中三年结束我们要留下什么，带走什么，总不会一切成空吧。 

我高考时穿的衣服，和来高中报道时穿的衣服一样。我有意制造这样的巧合。因为虽然我

自信我和那时的我相比有太多进步太多不同，但我不愿忘记昨日的来处。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如果我度过这高中三年时有失误，那就是没有及早地想明白，我要坚持从来处带来的什

么，我来高中干什么，以后我要到哪里去？我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从来从来都没想过也不敢想。

我上高中，不是因为要高考，而是因为要考最好的大学。所以我一次次向随波逐流的活法妥

协，临近高考才发现早已失去梦想的勇气。我穿的和那时一样，更是为了提醒自己，要认清明

天的去处。未来启程时，不要忘记今天的教训。 

上了大学以后，我见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大家带着高中积攒的一切站在同一个新起

点。开学典礼上，一个硕士考上哈佛的学姐来做演讲。她在校时兼职多个部门工作，每一门课

的绩点还是达到了4以上。她来自北京四中。我相信，是在四中学习期间积攒下的经验、能力

让她能在大学期间那么好地安排自己的学习生活。大学，除了给她知识，还给了她一个实践的

舞台。无论她走到哪，都会带着北京四中学生的气质。那我们呢？无论我们在哪，是否还带着

从高中带来的骄傲，向人们展现着属于我们的素质、我们的气质。当你想放弃，想偷懒时，是

否还有一份骄傲能鞭策你继续前行？未来，我们还会成为一个首师人，燕都人。当我们走上社

会，是否要带着首师人，燕都人的骄傲和自豪？ 

今天，就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要思考，思考我从哪里来，我来燕都学院干什么，明天，

我又要到哪里去。思考四年之后当我们走出这里，到底是选择拥有完整而轻盈的灵魂还是麻木

而沉重的肉身？是选择发出成人的誓言还是孩童的啼哭？ 

人生也是一个选择题，我们可以选择重也可以选择轻。也许有一天我们会面临这来自各方

的重压，但是当我们选择燕都时，就已经没有选择顶不住的权利。 

站在大学这个新的起点上，我们可以重新谨慎地选择我们的生活，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

各种诱惑里。远方在呼唤，我们无需回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议论。无暇顾及过去，我们要

向前走，向着梦想的方向骄傲的走下去。 

大学之中，我们不仅要大学一场，更要大梦一场。在梦中追寻内心的声音，最后带着丰满

的理想、时代的逆风、历史的变数与我们这一代人光明或挣扎的未来正面相遇。终有一天，世

界，会是我们的。 

 

愿我们可以一同在这四年里，沉淀出生命的厚度和纯真。            ——黎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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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豆的舞女》（节选） 

    那年我二十岁,头戴高等学校(高等学校,即旧制大学预科.)的制帽,身穿藏青碎白花纹上衣和裙

裤,肩挎一个学生书包.我独自到伊豆旅行,已是第四天了.在修善寺温泉歇了一宿,在汤岛温泉住了

两夜,然后登着高齿本屐爬上了天城山.重叠的山峦,原始的森林,深邃的幽谷,一派秋色,实在让人目

不暇接.可是,我的心房却在猛烈跳动.因为一个希望在催促我赶路.这时候,大粒的雨点开始敲打着

我.我跑步登上曲折而陡峭的山坡,好不容易爬到了天城岭北口的一家茶馆,吁了一口气,呆若木鸡地

站在茶馆门前.我完全如愿以偿.巡回艺人一行正在那里小憩. 

    舞女看见我呆立不动,马上让出自己的坐垫,把它翻过来,推到了一旁."噢......"我只应了一

声,就在这坐垫上坐下.由于爬坡气喘和惊慌,连"谢谢"这句话也卡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来了.我就近跟

舞女相对而坐,慌张地从衣袖里掏出一支香烟.舞女把随行女子跟前的烟灰碟推到我面前.我依然没

有言语. 

    舞女看上去约莫十七岁光景.她梳理着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大发髻,发型古雅而又奇特.这种发

式,把她那严肃的鹅蛋形脸庞衬托得更加玲珑小巧,十分匀称,真是美极了.令人感到她活像小说里的

姑娘画像,头发特别丰厚.舞女的同伴中,有个四十出头的妇女.两个年轻的姑娘;还有一个二十五六

岁的汉子,他身穿印有长冈温泉旅馆字号的和服外褂. 

    舞女这一行人至今我已见过两次.初次是在我到汤岛来的途中,她们正去修善寺,是在汤川桥附

近遇见的.当时有三个年轻的姑娘.那位舞女提着鼓.我不时地回头看看她们,一股旅行的情趣油然而

生.然后是翌日晚上在汤岛,她们来到旅馆演出.我坐在楼梯中央,聚精会神地观赏着那位舞女在门厅

里跳舞. 

    ......她们白天在修善寺,今天晚上来到汤岛,明天可能越过天城岭南行去汤野温泉.在天城山

二十多公里的山路上,一定可以追上她们的.我就是这样浮想联翩,急匆匆地赶来的.赶上避雨,我们

在茶馆里相遇了.我心里七上八下. 

    不一会儿,茶馆老太婆把我领到另一个房间去.这房间大概平常不用,没有安装门窗.往下看去,

优美的幽谷,深不见底.我的肌肤起了鸡皮疙瘩,牙齿咯咯作响,浑身颤抖了.我对端茶进来的老太婆

说了声:"真冷啊!" "唉哟!少爷全身都淋湿了.请到这边取取暖,烤烤衣服吧." 

    老太婆话音未落,便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她们的起居室去了. 这个房间里装有地炉,打开拉门,

一股很强的热气便扑面而来.我站在门槛边蜘蹰不前.只见一位老大爷盘腿坐在炉边.他浑身青肿,活

像个溺死的人.他那两只连瞳孔都黄浊的.像是腐烂了的眼睛,倦怠地朝我这边瞧着.身边的旧信和纸

袋堆积如山.说他是被埋在这些故纸堆里,也不过分.我呆呆地只顾望着这个山中怪物,怎么也想象不

出他还是个活人. 

    "让你瞧见这副有失体面的模样......不过,他是我的老伴,你别担心.他相貌丑陋,已经动弹不

了,请将就点吧."老太婆这么招呼说.据老太婆谈,老大爷患了中风症,半身不遂.他身边的纸山,是各

县寄来的治疗中风症的药方,以及从各县邮购来的盛满治疗中风症药品的纸袋.听说,凡是治疗中风

扶犁，前望；寂静，喜欢。                                      ——王有佳 

 11 哲思初探|名篇选读 



 

 

症的药方,不管是从翻山越岭前来的旅客的口中听到的,或是从新闻广告中读到的,他都一一打听,

照方抓药.这些信和纸袋,他一张也不扔掉,都堆放在自己的身边,凝视着它们打发日子.天长日久,

这些破旧的废纸就堆积如山了. 

    老太婆讲了这番话,我无言以对,在地炉边上一味把脑袋耷拉下来.越过山岭的汽车,震动着房

子.我落入沉思:秋天都这么冷,过不多久白雪将铺满山头,这位老大爷为什么不下山呢?我的衣衫

升腾起一股水蒸气,炉火旺盛,烤得我头昏脑胀.老太婆在铺面上同巡回演出的女艺人攀谈起来. 

    "哦,先前带来的姑娘都这么大了吗?长得蛮标致的.你也好起来了,这样娇美.姑娘家长得真快

啊." 

    不到一小时的工夫,传来了巡回演出艺人整装出发的声响.我再也坐不住了.不过,只是内心纷

乱如麻,却没有勇气站起来.我心想:虽说她们长期旅行走惯了路,但毕竟还是女人,就是让她们先

走一二公里,我跑步也能赶上.我身在炉旁,心却是焦灼万分.尽管如此,她们不在身旁,我反而获得

了解放,开始胡思乱想.老太婆把她们送走后,我问她: 

    "今天晚上那些艺人住在什么地方呢?" "那种人谁知道会住在哪儿呢,少爷.什么今天晚上,哪

有固定住处的哟.哪儿有客人,就住在哪儿呗."老太婆的话,含有过于轻蔑的意思,甚至煽起了我的

邪念:既然如此,今天晚上就让那位舞女到我房间里来吧. 

    雨点变小了,山岭明亮起来了.老太婆一再挽留我说:"再呆十分钟,天空放晴,定会分外绚

丽."可是,说什么我再也坐不住了. 

    "老大爷,请多保重,天快变冷了."我由衷地说了一句,站了起来.老大爷呆滞无神,动了动枯黄

的眼睛,微微点了点头. 

    "少爷!少爷!"老太婆边喊边追了过来,"你给这么多钱,我怎么好意思呢.真对不起啊." 

    她抱住我的书包,不想交给我.我再三婉拒,她也不答应,说要把我直送到那边.她反复唠叨着

同样的话,小跑着跟在我后头走了一町远. 

    "怠慢了,实在对不起啊!我会好生记住你的模样.下次路过,再谢谢你.下次你一定来呀." 

    我只是留下一个五角钱的银币,她竟如此惊愕,感动得热泪都快要夺眶而出.而我只想尽快赶

上舞女.老太婆步履蹒跚,反而难为我了.我们终于来到了山岭的隧道口. 

    "太谢谢了.老大爷一个人在家,请回吧."我说过之后,老太婆好歹才放开了书包. 

走进黑的隧道,冰凉的水嘀嘀嗒嗒地落下来.前面是通向南伊豆的出口,露出了小小的亮光. 

【 《伊豆的舞女》是川端康成的成名作，描写的一段经典的日式爱情，恬静清淡而又蕴含了极

其深厚的人生况味。同时，也描画了一个在悲哀中由于人们心灵的互相交流、相互抚慰而产生的

和谐幸福的理想境界。这个爱情故事的唇纹眼角都浸渍着东方民族的神韵，在欲语还休中细腻刻

骨地勾画出迷离忧郁的南国风情。在邂逅与告别中，令人忘却现实与创作的界限而随着川端康成

神奇的笔触缓缓沉入空灵美好的唯美境界。】 

以梦为马，都雅前行。                                         ——戴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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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女性主义探析 

【内容摘要】“女性主义，（女权运动、女权主义）是指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

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女性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

分析以及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与议题。”中国女性的女性主义，在周代就已经有所体现，并且

充分反映在《诗经》，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中；本文希望通过对《诗经》中女性主义的研

究，促进对中国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新女性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女性主义；诗经 ；社会价值 

    提及中国古代的女性形象，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十分卑微，十分

被动，十分弱小，完全依赖于男性而存在的，一直以来作为附属的形象，而实际上，中国古代女

性的地位，是一个从盛转衰的过程，在经历了漫长的母系社会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朱潇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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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采集野果的年代而言，实际上还是十分落后的），使得具有体力优势的男性群体迅速崛起，

而在聚落间的斗争，更使得男性的这种优势被无限的放大，进而使之逐渐占据了统治、领导的地

位；相对而言，女性的地位在迅速的衰落，逐渐变成依附男性，在经济上无法独立，在家庭中担

任生育工作的存在。 

但是，就算在女性地位衰微的周代，女性主义并未因此而没落，女性依然具有其作为独立个

体而存在的意识，正如中山大学副教授柯倩婷女士，在其《中国女性解放正在遭遇滑铁卢》一文

中，对于女性主义的解读“女性主义是让女人自觉是独立自由的个体，是享有完整权利，参与社

会事务的公民”。 

独立意识，是作为女性主义的第一点要点，这使得女性具有了“我”的意识，使得女性从被

动走向主动，从被迫接受到主动选择。 

在《诗经》中，《伯兮》既体现了这样的意识。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意思是：自从我的夫君选择了东征，我的头发就乱如飞蓬，哪里是没有润发的膏沐？只是他

不在了，叫我为谁妆容？ 

在学术界，普遍以《伯兮》作为诗歌中，“女为己悦者容”的开端。 

首先，这首诗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士为知己死，女为悦己者容”的传统理论，使得女性从

一种被动接受，向一种主动选择过渡。 

原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出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根据百度百科中，对

于这句话的解释，“描写女性行为和男性行为的一个典型的句子，前半句描写的男性行为沉重悲

壮，后半句写的女性行为轻松愉快在结构和感觉上形成强烈的对比，不但说明了男女性格差异，

同时也反映了古代人们对男人和女人的所担负的社会责任的划分，很有一点男人为主，女人为辅

的成分。”；显然，在男权主义主导的社会中，女性无非已经成了一种附属，没有主动、独立、

自主的意识。 

然而，在《伯兮》中，却出现了与之完全相反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女性为了自己欣

赏、喜欢、感到愉悦的人，而梳妆打扮，这个时候，因为有了思考、有了选择、有了干或者不干

的权利，女性就具有了身为人所必须有的，尽管在这首诗中，大主题依然是赞美男性和思妇对征

夫的想念， 独立自主的态度，为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情爱意识，以及性意识，这种意识的解放，也是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中国古代严格的伦理道德束缚下，人的情爱被最大限度的束缚了，特别是在宋代朱熹兴起

理学后，一些歌颂情爱的诗歌，统统被称作“淫诗”，而追求情爱的行为，纷纷被称为“淫

奔”。然而在《诗经》中，从女性的角度出发，抒发了对情爱，甚至是性的，最原始、淳朴的渴

望与追求，也是《诗经》的女性主义一个极为丰富的表现。 

不负流年。                                                    ——董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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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之中，突出的诗歌有《召南·摽有梅》，《郑风•子衿》，《王风•大车》，《郑风•褰

裳》，《郑风•狡童》等等中有所涉及，在师克清《浅谈<诗经>中的女性意识》中，有着这样的

描述“这些爱情诗歌很多是用女性的口吻来写的，她们的情爱意识热烈张扬，如同行将落山的夕

阳晚霞最后那色彩绚丽无比灿烂的光芒，这与后来堕入封建礼教深渊的晦涩暗淡、饱受压抑的女

性情爱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摽有梅》为例，诗歌中的女主人公泼辣、热情，用直白而充满着自信的语气，呼唤情

爱，渴望情爱，女主人公的这种自信，与当今社会中，对于新女性的标准不谋而合。姑娘们的青

春，就如同梅子一样甘甜可口，津液四溢，绽发出无与伦比的生命的活力与美丽，然而却也如同

梅子一样易落；同样的，女子的爱情，也如同梅子一般，叫人食髓知味，叫人魂牵梦萦，叫人销

魂蚀骨，叫人朝思夜想，叫人辗转反侧，叫人寤寐思服„„却也更让人不得不去感叹她的易逝，

这样复杂的，怀揣着兴奋、不舍、春心荡漾与隐忧隐患的女性的情爱意识，是中国古代女性主义

的一个标志性体现。 

而女性的性意识，在《召南·野有死麕》中更体现的淋漓尽致，这种性意识，是开放但不淫

荡，自信而不甘愿沉沦，热情而不放浪的，是古代女性，最为直白、淳朴的感情的流露。正如德

国诗人歌德所说：“：哪个男子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两情相悦，爱情的火苗怎样扑都扑不

灭，一个人的好运气来了，万水千山都难以抵挡。”这与传统认识中，保守、含蓄、矜持，甚至

有些不近人情，磨灭人性的中国文学截然不同（尽管这首诗在表达上，依然较为委婉）。 

而后世更为认可这种“不近人情的矜持”的理学家，把这首诗理解为女子反抗无礼的表现，

实在是牵强附会，无论理学家如何磨灭人性中，对于性欲、情欲的渴望，这样的渴望都是真实存

在的，女性的性意识都是强烈而正当的，而也正因为有了这样怀春的渴望，我们的民族才得以繁

衍生息，人与人之间才会产生爱情。 

    除此以外，女性的反抗意识，说明女性主义在周代已经种下了深深的印迹。 

如果说《将仲子》中，反映出的是古代婚姻制度对于女性的压抑，此时女性所表现出的也只

是“不满”“哀怨”等等近乎消极的反抗情绪，那么《鄘风·柏舟》，则是女性反抗意识在言语

上的体现，一个女子，以一种极度不满的姿态，抗议着封建礼法对人性的侵蚀，“泛彼柏舟，在

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

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这一声呼喊，就像是一声惊雷，划破了

保守者一直以来坚信的，礼法约束才能使得社会安宁、生活和谐、人民有规矩的思想僵局和愚民

迷雾，更像是一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把女性单纯地作为服从规矩的“物”的人的脸上。这

样的嘲讽、轻蔑，坚强而决绝，充满了女性的抗争精神，体现了中国古代女性的反抗意识。 

 而《氓》中的温柔贤惠的女主人公，则是在结束了对自己悲惨命运的陈述后，选择以行动

来证明自己的这种反抗。她选择了“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方式，与那个男子在情感上、生

活上彻底的一刀两断，这是孔子所崇尚的“以直报怨”，更是许多现当代女性都未必能做出的，

勇敢的、积极的、维护了自尊的反抗行为；试想，在严格的婚姻制度下，一个离开了丈夫，选择

我期待我在变成我欣赏的这种人的路上能享受燕都带给我的为期四年美好的开始，期

待未来一开口说话别人才知道我是燕都的学生。                         ——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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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生存的女子，将会遭到如何的迫害？但是这个女子，为了自己的自尊，为了自己的爱情，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结束，而不是藕断丝连，得过且过，以尊严为赌注换取表面上的安定。这样

的反抗精神，恰恰是争取男女平等为最终目的的女性主义所需要，所呼吁的。 

 并不是呼吁家庭的解散，而是呼吁社会上的女性应该认识到自己作为独立的人的存在，而

不是作为婚姻、家庭、男权社会的附属品而存在。 

 女性主义，（女权运动、女权主义）是指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

政治运动。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女性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

及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与议题。（出自百度百科）”；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一个十分重要的

议题。研究《诗经》中的女性主义，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影响及其社会价

值，反映出周代女子的道德、思想，以及周代的社会制度，和这种社会制度对于女性的影响。

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女性一直处在一个被动而劣势的地位，而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女性

主义开始迅速发展，独立、自强、自尊、自信的新女性形象被树立，但是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证

明，中国女性的女性主义，在周代就已经有所体现，并且充分反映在《诗经》，这部中国最早

的诗歌总集中；本文希望通过对《诗经》中女性主义的研究，促进对中国女性主义、女权主

义、新女性研究的深入。 

 总而言之，对于《诗经》中女性研究的深入，是进一步探讨女性如何在社会谋求其自身的

价值，谋求自身的权利，如何作为一个平等、独立、自由的人存在，如何实现自身与男性的平

等，如何保证自己的自然权利不受到所谓礼法道德的约束，如何从“我接受”变成“我要”

“我可以”；这是一个漫长的研究与实践过程，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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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不知老子？ 

                                     ——对老、墨年代先后问题的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对墨子和老子生卒年及其代表作《墨子》《老子》的大致成书年代的分析考

证，结合《墨子》《老子》中反映的学术思想对老子和墨子的年代早晚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综合

各家思想加以对比和整合得出了笔者自己的结论。 

关键词：墨子  老子 生卒年 《墨子》 《老子》 墨家思想 早期道家思想 

引言：在《墨子不知老子——<太平御览>卷三二二“墨子曰”引书有误》一文的结尾，日知

先生肯定地写道：“„„《墨子》书中本来就没有《老子》的任何材料，墨子不知老子，墨家远

在道家之前；墨子之后有孟子，《孟子》书中也未闻有《老子》书的任何材料，孟子也不知老

子，《孟子》书也远在《老子》书之前。”[1+此前笔者一直深信“老子是春秋时人，墨子、孟子

都是战国时人”的说法，加上日知先生在文中并没有解释下此论断的原因，故而笔者对这一说法

有些怀疑，特此撰文探讨老子、墨子两人的先后关系问题。 

正文： 

1 老、墨生活年代及《老子》《墨子》二书的成书时间 

   对先后关系的考证理应先从生卒年开始，另外许多研究也特别提到《老子》《墨子》两本

书中的思想问题，所以在此对成书时间也加以讨论。 

1.1 老子生卒年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老子的岁数未下定论，只是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

岁” [2+，对其生卒年代也一直未有定论（人们多会写“生卒年不详”），多是与孔子的年代相

较，一般认为老子与孔子同时代而老子更为年长，胡适认为“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 

[3+，由此人们推得老子生于约公元前571年，而老子年龄折中算来约有一百余岁，即逝于约前471

至451年，或可作为传统观点的代表。景元华在《关于老子的生卒年推论的七点依据》[4+中从一

些侧面论据推出老子的生卒年约为公元前626年到前470年。总的来说，基本可以说老子生活在春

秋中后期，逝于春秋战国之交。 

1.2 《老子》成书时间 

从出土的楚简本和帛书本《老子》可推出该书的成书下限在战国中期，梁奇在《从早期典籍

所引补证传世本<老子>成书年代》[5+中将对传世本《老子》成书时间的观点分为五说，即春秋末

期说、阙疑说、战国末期说、战国中期说和《道经》成于春秋《德经》成于战国中晚期说，并从

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典籍引用和注解《老子》书的情况推定，《老子》主体部分成书不会晚于战国

中期。其中《墨子》引《老子》之说已被日知先生在文中批驳，笔者认为很有道理（日知先生举

了《文物》1974年刊登的《试探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一文》为反例，事实上早在1975年就

郑熙 

作为第一届燕都学院的学员，我们背负了很多使命。我愿同院中同学共创燕都学院的

辉煌。泱泱首师，燕都为王。——赵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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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者致信该刊质疑此说[6+），但作者同时也举出了“战国前中期的《列子》和《尹文子》”作为佐

证，因涉及《墨子》成书年代问题，此处不做赘述。 

 1.3 墨子生卒年问题 

《淮南子》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7+，但史记未采此说，只说是“宋之大夫„„

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8+从汉代至今的学者们也基本都认为墨子“略在孔子后”， 较为权

威的说法是孙诒让先生的“当生于周定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任继愈在《墨子生卒年简考》[9+

中认为孙说不完全正确，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行动”和钜子的传授情况得出墨子的生卒年约为公元

前480年-420年的结论。同时，他在文中还列举了几种比较典型的结论以作比较，刘向的“在七十子之

后”、班固的“在孔子后”、张衡的“当子思时”、毕沅的“六国时人，周末犹存”等等，近现代学

者的意见则基本与孙说相近。综合考量来看，说墨子约生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之间，生活于战国早

期，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1.4 《墨子》成书时间 

一般认为《墨子》是战国时期的墨家思想汇编而成，至于是否有墨子本人的著述及真伪问题则有

所争议，但至少可以肯定应有其弟子和再传弟子的参与，而长期流传的古籍中有部分伪作也是正常

的。据孙诒让先生考证，《墨子》应成书于战国时期，在上文提及的《从早期典籍所引补证传世本<

老子>成书年代》中，梁奇认为《墨子》应至少成书于“墨离为三”之前，即战国中期。笔者认为

《墨子》一书既然有墨家弟子的参与，成书必定至少晚于上文推出的墨子生活的年代，因此大约可划

定与战国前中期。 

另外有学者根据《墨子》和《老子》中反映的学术思想推论出《老子》成书应晚于《墨子》，如

从此说则《老子》应成书于战国中期无疑，下文再详细讨论。 

2 从学术思想看老、墨关系 

早期道家思想和墨家思想都经过了后人的补充和发展，并非老子和墨子一人之功，似乎不能作为

两人年代先后的凭据，但因年代久远，流传最多的便是其思想，通过分析其学术思想的异与同，也不

失为考证其先后问题的一个侧面思路。 

2.1 老、墨思想的相似与继承 

翟双萍认为墨学思想和“道学”思想都受到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彼此之间存在着文化联系和文

化契合。她在《<老子>与<墨子>的文化契合引论》[10+当中列举了许多例子。文中谈到老子和墨子都

关注了同一个问题：探索生命的本源并揭示对立生成的人本体价值观，二者都对这一文化观念表达了

认同，他们也都注意到事物的对立转化与生成问题。她认为老、墨学说表现出如此多的默契和暗合源

于二者共同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及相互间的影响。反映到年代问题上，即这两家学说的盛行时代有所重

合。 

在《墨家思想的渊源及历史影响新探》[11+一文中，薛柏城认为老子思想对诸子思想均有一定影

响，墨家思想也不例外，老子的“天地不仁”、“俭”与墨子的“兼爱”、“节用”思想就有相通的

青春需要理想，需要责任和担当，需要年轻才会拥有的骄傲。未来四年，愿和你们

携手一道，在大学这个广阔的平台尽展鸿鹄之志，让花季的青春灿烂但绝不媚俗！              

——袁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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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墨家思想有借鉴老子思想的成分，但我们不应夸大这种影响，他还提到《老墨通义论》中墨

子继承发展了老子思想的观点。类似地，莫付欢在《早期儒道思想对墨子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12+

中也谈到墨子美学思想是如何受到老子“否定性”美学观及其审美思想的影响。我们可以将这种观

点基本划定为“老子早于墨子”。 

王可奇在《墨子与孔子、老子、韩非关系论》[13+中详细谈了“抽象、思辨和形而上化”的《老

子》思想是如何继承和发展“朴实、粗糙和浅显”的墨子思想理论的。类似的观点，我们将在下文

中提到。 

2.2 老、墨思想的矛盾与对立 

张乘健有一篇名为《试论<老子>对<墨子>的非难——兼及墨、老先后问题商榷》[14+的文章，他

认为哲学思想的发展必定有其内在规律，一般总是由“低”向“高”递进，而上古哲学的发展是由

孔子的“仁”到墨子的“兼”最终发展为老子的“道”。文中还谈到老子的一些思想似是针对墨家

思想而发，而墨子对儒者不满，在《墨子》中有对儒家的批判，却对老子一些反对得更为激进的言

论置而不辩，只能解释为墨子未闻此说，而孔孟也未驳斥老子的“异端”思想，直到《荀子》时才

有评，故将《老子》成书时间划定为《墨子》之后、荀子时代之前。 

2.3 老、墨学术思想异同所反映的年代问题 

在关于老、墨学术思想的论文中，大多直接将墨家思想、早期道家思想等同于墨子、老子的思

想，笔者认为两家思想的核心部分应该基本是老子与墨子本人的思想，因此对学术思想的研究才有

借鉴意义。但就算墨子“未闻”《老子》中的思想，也不足以说明墨子早于老子，因为成书时间和

老子的生活年代毕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将二者思想直接划定为落后与先进并据此推论早晚似乎也

有些过于理想化了，《老子》书中反应的更为系统化和“先进”的思想或许和道家思想盛行，后人

时常加以思索、不断整理编修有关。而哲学家与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大多受到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

环境影响，既然对一些问题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或可说明在老、墨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基本相似。 

 

结论 

    因为日知先生在书中没有谈到他认为墨子不知老子的具体原因，或许有笔者不了解的材料

和论据，仅就目前笔者看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而言，综合对老子和墨子生活年代的考证和其学术思

想，笔者认为两人都出于春秋战国之交，即公元前5世纪前后，老子要稍早于墨子。 

 

参考文献 

[1+ 日知. 中西古典学引论[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6:439. 

*2+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3+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M+.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心有所定，宠辱不惊，愿以梦为马，风雨兼程。                   ——胡玉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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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代的原始民主制                                                             

                                           ——《春秋》经传中的“国人” 

摘要：结合《春秋》、《左转》、《国语》等论证中国春秋时期存在原始民主制，而且是普遍存在

于各个诸侯国。虽然民主制的形式和作用都与现代社会及古希腊社会的民主制大相径庭，但在本质

上体现了民主的含义及特点，尽管这种民主制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大不相同，然而确实推翻“东

方专制主义”的有力证据。 

一．原始民主制的重要载体——国人会议 

《春秋》经传中不仅有很多关于国人的记载，而且还有国人会议的事例。所谓国人，就是平

民，是春秋时期各国的自由民。 

日知说：“就《春秋》经传所见，春秋时代的‘国人’就是‘众’；而按一般通称，也就是

‘民’。他们是生产这者，是所谓‘小人’，是‘凡人’。用现代的语言，国人就是平民。这方面

的例子在《春秋》经传里多得很。从《春秋》经传所见的国人或众，显然是列国的全权公民。虽然

一般言之，国人之经济、政治地位远逊于贵族，然每当关键时刻，国人往往从其本质表现出其渊源

有的崇高的社会地位，表现出其原始民主制在城市国家阶段之显赫的残存。春秋各邦的自由民，有

政治权利者，贵族阶级谓之诸大夫，平民阶级谓之国人。” 

由日知先生的说法来看，“国人”即春秋时期各国享有政治权利的全权自由公民。他们的政治

经济地位远逊于贵族，但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其崇高的社会地位。而这个“关键时刻”一般是指国

家存亡的时刻，国人表现社会地位的方法，就是在国人会议中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 

所谓国人会议，就是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由国君或者代表国君的大夫召开的由国人参

加的会议，一般可以称为“朝国人”。 

下面我们以一个例子来探讨国人会议中所表现出的中国古代的原始民主制。 

公在秦三月，闻秦将成，乃使郤乞告吕甥。吕甥教之言，令国人于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

曰：‘秦将归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且赏以悦众，众皆哭，焉作

辕田。 

吕甥致众而告之曰：“吾君惭焉其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不亦惠乎?君犹在外，若何?”众

曰：“何为而可?”吕甥曰：“以韩之病，兵甲尽矣。若征缮以辅孺子，以为君援，虽四邻之闻之

也，丧君有君，群臣辑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皆说，焉作州兵。 

这次国人会议的背景是晋秦的一次战争中，晋侯被秦国俘虏，晋国的大夫郤乞和吕甥为拯救国

君和国家而“朝国人”。这次国人会议分两阶段进行，或者说，开了两个会。一个会是由郤乞代表

留在秦国俘虏营的晋惠公主持的。部乞在会上作了两件事:[l1+一是代表晋君，对国人表示罪己；二

是代表晋君，宣布赏众以田。在此之后，国人会议决定改革田制，“作爰田”。另一个会是由留在

凝聚精英，肩负责任，从燕都的智慧之光我们看到光明。          ——敖宁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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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的吕甥主持的，他在会上提出，“征缮以辅孺子”，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立太子用，二是缮修

甲兵(武器)。然后国人会议决定改革兵制，“作州兵”。这就是整个国人会议的内容。从这次国人

会议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具有深厚的民主制的内涵。 

首先，在其组成人员上，我们可以看出，除了代表晋君的两个大夫之外，参与者都是“国人”

也就是所谓平民。这就是明显的平民政治，而非传统所认为的春秋时期普遍的贵族政治，国人会议

的参与者和决策者都是平民，由大多数民众的意见来决定会议的结果；其次，从会议进行的流程来

看，郤乞在开始正式会议之前先是代表国君说了一番“罪己”的放弃国君地位的话，又“赏以悦

众”才开始正式的会议，虽然并不是真正的“罪己”，也不会因此而放弃国君的地位，但是我们可

以从中发现，在国君犯了严重错误“辱社稷”的时候，在国人会议这样的场合，国君必须亲自或由

其代表人当众说一番罪己的、公式般的言辞，责备自己有辱社稷，不堪再为国君，以求国人的谅

解。这体现出国君的任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国人决定的，如日知先生所论述过的武王伐纣是民主制

的表现一样。 

最重要的还是国人会议中表决的形式。日知说：“国人会议的决议方式，见于史书(如《左

传》、《国语》所记的，或作”众曰”，如《左传》哀二十六年(公元前469年)卫之国人会议“众

曰”勿纳、“众曰，勿出之类;或作“皆曰”，如《左传》定八年(公元前502年)卫之国人会议“皆

曰”晋“五伐我，犹可以能战”之类。“皆曰”即“国人皆曰”。《左传》阂二年(公元前660

年)，狄人伐卫，“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史传未提其时卫君召开国人会议，然在对外作战之

时，必有国人会议，史书省之耳。“国人受甲者”的“皆曰”，亦属国人会议中决议方式的用语。

既云“皆曰”，即是一致决议。公元前六四五年晋国的那次国人会议，所作一致决议，也是记下

“国人皆曰”(即“众皆曰”)的方式，不过省“曰”留“皆，，而加以“哭”或“悦”〔说〕的表

态，成为“众皆哭，或“众皆悦”，或“众皆哭焉”、“众皆悦焉”。“众皆，即国人一致决定。

所以于决议时有“哭万声者，杜预云:“哀君不能还”。按，衷“君”个人则未必，“耻失其君而

悼丧其亲”，即“悼其父兄子弟之死丧者”，倒是真情感。古代群众会议，往往用呼号之声，或最

简单的答语，以表示可否。“众皆哭”，不外是由于悲痛兵败国辱，父兄子弟死亡，因而带着哭

声，表达了一致通过的方式而已。” 

我认为，日知所阐述的这种国人会议的表决形式是原始民主制最明显的表现方式之一。国君或

大夫所提出的提案必须由“国人皆曰”这种方式才能通过。相反，如果“国人皆曰不可”，那么决

议就不能通过。参考公认的古希腊的民主制（如陶片放逐法）和现代的各种民主制度（如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决策方式来看，这种以多数人的意见为通过标准，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方式无疑是民

主制的体现。 

综上所述，国人会议在组成人员，进行程序，决策方式上，都体现着中国古代的原始民主制。 

二．贵族会议 

一般来说，在国人会议召开之前，都会有由“二三子”组成的贵族会议召开来决定国人会议的

议题和进程。关乎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没有经过贵族会议讨论，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春秋时期的

就算没有倾城的美貌，也要有摧毁一座城的骄傲。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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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状况可以知道，国人人数众多，而且地位卑微，知识文化水平有限，直接召开国人会议这种大

型会议是很难的。但是贵族会议并不是削弱了国人会议的民主成分，相反地，国人会议高于贵族会

议，更加体现了国家的民主性。 

晋师将盟卫侯于鄟泽。赵简子曰：“群臣谁敢盟卫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卫

人请执牛耳。成何曰：“卫，吾温、原也，焉得视诸侯？”将歃，涉佗捘卫侯之手，及捥。卫侯

怒，王孙贾趋进，曰：“盟以信礼也。有如卫君，其敢不唯礼是事，而受此盟也。卫侯欲叛晋，而

患诸大夫。王孙贾使次于郊，大夫问故。公以晋诟语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从

焉。”大夫曰：“是卫之祸，岂君之过也？”公曰：“又有患焉。谓寡人必以而子与大夫之子为

质。”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则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负羁绁以从？”将行。王孙贾曰：“苟

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将行之。行有日，公朝国人，使

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贾曰：“然

则如叛之，病而后质焉，何迟之有？”乃叛晋。晋人请改盟，弗许。 

这个故事讲的是晋卫不和，卫国国君召开国人会议及贵族会议讨论与晋国断交的事情。在贵族

会议上，大夫们反对断交支持将国君儿子作为人质交给晋国。而在国人会议上，由于工商业者的儿

子也需送往晋国作为人质所以引起反对，最终是卫晋断交，卫国挽回尊严。 

日知说：“这个故事表明，春秋时代，至少像卫国这样工商业发达的邦国，国人阶级已经分

化，一部分分化成富有的工商业者，能与贵族处于同等地位，与国君同出质子。当然，大多数的国

人无疑还是农民。这个故事还表明，至少像卫国这样邦国，国人会议的权力要比贵族会议的权力大

些，尽管那里当权执政者还是贵族，那里的政体基本上还是贵族政治。这个故事也说明，在国君和

贵族有了矛盾时，国君得依靠国人(平民)的力量。” 

我认为，国君借助国人的力量来压倒贵族的反对意见这种方式很明显的体现了在国家大事方

面，国人集体的权力要比贵族集体的权力大很多。这就表示，国人会议这种方式可以在某些方面上

压倒贵族会议，也就是说，人民民主的力量要比贵族民主的力量大一些。大多数人民的力量压过了

少部分贵族的力量，在概念上就是实在的民主。 

三．总结 

如上所论证的，中国春秋时期存在原始民主制，而且是普遍存在于各个诸侯国。虽然民主制的

形式和作用都与现代社会及古希腊社会的民主制大相径庭，但在本质上体现了民主的含义及特点。 

日知说：“古代中国历史材料十分丰富。只要从实际出发，从具体历史事实出发，无论如何得

不出如“东方专制主义”论者所提倡的论断。” 

梁启超说：“周之一代，纯为贵族政治，在周则有周、召、单、刘，在齐则有国、高，在鲁则

有三桓。在郑则有七穆。在晋则有奕、郤、胥、原、范、荀，在楚则有昭、屈、景，皆相继持一国

之大权。欧洲人所谓少数共和政休，谓之寡人政体者是也。其政府(即贵族)之权力甚重。过子国

君，国君之废立。出于其手;国君之行为。能草其时。如周厉王无道。国人流之于食，而共和执政;

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而父兄百官祷不欲之类是也二又云:“鲁长灼之战，曹沫以匹夫而见会侯参军

深柳读书，松下问字。其人其文，风清骨峻。                      ——熊丽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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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郑商人弦高以乘韦之牛却秦师;晋韩起求环于郑贾，郑之执政者辞之。述政府与贾人所订盟约为

辞。是政府与人民，有时亦立于平等地位也”。我认为，中国古代确实存在“民权稍伸”的原始民

主制，尽管这种民主制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大不相同，然而确实推翻“东方专制主义”的有力证

据。这里的论证不过是初作尝试。《春秋》经传是探讨古代原始民主制的宝库，有待人们去发掘和

探索。 

参考文献： 

日知《<春秋>经传中的“国人”——试论中国古代的原始民主制》 

日知《“东方专制主义”问题——政治学，历史学两千多年来的误解》 

日知《中西古典民主政治》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左丘明《左传》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 ，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

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 ——齐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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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arck is reviving!  
              A review of the transmission of epige-

netic information 

Life sciences group, Honours College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Instructed by Prof. Yaode Qiu & Prof. Feixiong Zhang 

Abstract 

      Since the demonstration of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Lamarck’s idea of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 had to be reassessed. Hence, it was subsequently determined that par-

ents’ experiences could not be passed down to their offspring. However, the ongoing investiga-

tion of epigenetic inheritance may reveal a different impact on whether or not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parents will affect their offspring, which seems like a revival of Lamarck’s theory 

of soft inheritance. Epigenetic inheritance correlates to the recently found rare permission to 

the transmission of DNA methylation, and this will therefore imply that the aberrant DNA meth-

ylation on parent generation caused by inter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has the probability of 

transmitting. Especially, parents who never think about what they consume or take less care of 

their health may get serious consequences because this information will be passed on to their 

descendants. Based on the studies above, we can provide one possibl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safety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Key Words 

Transmission of epigenetic information; Folate; DNA methylation;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

acteristic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Introduction 

Gene expression is mainly regulated in two manners: one is histone acetylation, the other is 

DNA methylation Neutralization of charged lysine residues by histone acetyltransferases (HATs) 

allows for the chromatin to decondense so that this machinery has access to the gene to be 

transcribed DNA methylation suppresses gene expression by adding a methyl group to the 5-

position of cytosine The most common epi-

genetic mark is DNA methylation. It requires 

methyl donors, and folat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late is a B vitamin (     ), water-

soluble, whose structure is 

shown on the right side  .  

希望燕都学院成为一片有学术氛围的净土。                         ——曲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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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methylation can be influenced by diet 

Since folate is a methyl donor, the amount of the nutrient vitamin absorbed from food could 

affect DNA methylation and consequently affect gene expression. Whereas in humans, nutrition 

taken in during a child's slow growth period (SGP) before puberty can influence descendants' 

risk of death from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diabetes The analysis and evidence above prove 

that the amount of folate can affect DNA methylation while food can affect the amount of fo-

late, respectively. 

The next step should be making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methyl donor folate, which plays a me-

diate role that connects diet and gene.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increasingly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critical windows in development where the epigenome is susceptible to the introduc-

tion of epimutations through exposure to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diet, and sometimes 

seems to be passed on through subsequent generations A group from McGill University treated 

male mice a free pass to all-you-can-eat meals that contained either a folate-rich diet or folate-

poor diet, and then assessed the epigenetic changes. They found that fathers whose levels of 

folates were insufficient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offspring with birth defects, includ-

ing craniofacial and musculoskeletal abnormalities, and that among the 4,300 genes differential-

ly expressed in offspring placenta, surprisingly only two corresponded to the sperm, indicating 

that much more interaction is going on between the paternal, maternal, and offspring epige-

nom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folic acid is now added to a variety of foods, fathers who are eating 

high-fat, fast food diets or who are obese may not be able to use or metabolize folate in the 

same way as those with adequate levels of the vitamin and we now know that this information 

will be passed on from the father to the embryo with possibly quite serious consequences 

So far, we have come to know more clearly that there are macroscopic evidences indicating that 

the nutrition we extract from food will influence the folate content, which will therefore influ-

ence DNA methylation. Now, we are subsequently going to study how DNA methylation can be 

inherited despite the erasure of methylation during the generation of germ cells. 

Mechanism of epigenome transmission 

To begin with, it is thought that between each generation the epigenetic marks are erased in 

primordial gene cells (PGC), the precursors to sperm and eggs. Such epigenetic reprogramming 

aims to afresh all genes for each new person, which is vital for generating totipotency. DNA de-

methylation is the most common among those reprogrammings. The loss of 5-position methyl-

cytosine (or CpG methylation, 5mC) occurs concurrently with a global enrichment of 5-position 

hydroxymethylcytosine (5hmC) with the catalysis by enzymes TET1 and TET2. Conversion of 

5mC to 5hmC in PGCs is followed by progressive 5hmc depletion at the same period of DNA rep-

lication, suggesting that 5hmC is removed by a replication-coupled process. Accordingly, we 

now understand that the methylation marks will be erased by conversion of 5mC to 5hmC 

which is then progressively diluted out as the cells divide 

一切的一切缘于这次相遇，和燕都的所有人，虽然相遇不能成为永恒，但岁月作

证，希冀着，留下的是最美的回味。                              ——顾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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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next solve the problem that how regulatory elements can escape from the comprehensive 

5mC reprogramming in PGCs. It has been shown that methylation in resistant loci predomi-

nantly correspond to IAP elements (intracisternal-A-particles). The IAPLTR1 subclass is signifi-

cantly more methylated than any other and hence is the most active IAP subclass, suggesting 

specific systems are mobilized to maintain 5mC at IAPLTR1 during reprogramming to protect 

genome stability. Furthermore, since escapes are often adjacent to IAP elements, positional 

context or chromatin structure may contribute to their escape from reprogramming. There-

fore, there are rare but potentially and functionally relevant 5mC epialleles that could be in-

herited over multiple generations by evading erasure during PGC reprogramming 

Phenomenon of experience inheritance 

We have learned that DNA methylation can be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reflecting 

that the accumulation of interactions with environmental factors can be inherited. The evi-

dences above suggest that whether folate is sufficient is one of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 

child with rich folate absorption grows better than the one who cannot get enough folate. 

However, the environment does not merely supply high or low levels of folate, but more com-

monly affects us in more complicated ways when we have already gotten enough nutrients, 

especially on our life experiences.  

Ninety-one years ago, Ivan Pawlow did an experiment in which he trained mice to associate 

food with bell rings. The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mice took fewer and fewer lessons before 

they learned to search for food when a bell rang. He even predicted that after some time a 

new generation of mice would run to the feeding place upon hearing the bell with no previous 

lesson In another experiment, a research team from Emory University reported that 

mice inherited fear memories from the smell of acetophenone from their fathers. In the ex-

periment, a mild shock to the foot was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odor, which gradually 

trained these mice to be afraid of the smell. These mice showed an increased startle to that 

odor, and the neurons in the animals’ noses reorganized, leading to more cells to become 

sensitive to it. Ten days later, their offspring showed the same increased startle to the fruity 

odor even when they had never encountered the smell before. What is more, the next gener-

ation of these mice showed again the same increased fear to the smell. The scientists then 

made it clear that the following generations’ noses ended up with more “M71 neurons”, 

which contain a receptor that detects acetophenone. The receptor in “M71 neurons” was 

coped by gene Olfr151, which is significantly less methylated in sperm from the successive 

generations 

These experiments suggest that life experiences can affect DNA methylation, which subse-

quently can be passed on to new generations so that their offspring will be able to obtain 

some of the same experiences before birth.  

Discussion 

去爱去恨去浪费，去闯去梦去后悔。                             ——杨镜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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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mission of epigenetic inform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a kind of phenomenon in mac-

roscopic, which seems to fit Lamarck’s theory of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 The 

discovery of epigenetic inheritance may indicate a revival of it. 

Finally, we make a discussion about the safety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We produce ge-

netically modified food in order to resist plan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or in order to acquire 

high nutrient food. Whether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is safe for eat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test topics recently and it has caught fire in the minds of scientists and the public. In 

our opinion, this can be linked to the inheritance of DNA methylation. The stability of DNA 

expression largely depends on the stable intracellular environment, including prevention of 

harmful substances and maintenance of nutrient contents around normal levels. On the one 

hand, there are not many apparent evidences showing whether reprogramming of DNA se-

quences will generate new harmful substances or not,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if nutrient 

content goes beyond the bounds of normal range, it is clear that aberrant folate content will 

influence the level of DNA methylation and therefore affect DNA expression. Hence, if we are 

able to control the amount of nutrients we absorb from food, it does no harm to us to eat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To meet such a goal, we should be informed whether or not we are 

choosing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upon purchasing so that we are able to decide the amount 

of nutrients we will take in on our own. Therefore, we advocate marking each kind of ge-

netically modified food in the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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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闪耀——发散级数史小介 

                            作者：燕都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20世纪初期，以数学严密性的真正建立为标志，数学的发展不仅日益严谨与

完善，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丰富的阶段，多产的阶段，数学家在此基础上开始考虑了更多重

要的问题，例如倍受争议的发散级数与哑运算。 

敢于打破传统的人如此之少，这是我们社会的首要危险。 

                                                               ——约翰·缪勒 

随着人类对数学了解的深入，欧洲数学家们逐渐从几何化的数学思想中解脱，逐渐产生了代数

化的思想，例如级数(即无穷级数)的概念。从芝诺悖论中，人们可以看到泰勒斯开始的希腊数学家

们对代数概念的匮乏，对具象思维的依赖，这也折射出了人类对级数概念的需求。 

关于级数，我们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从几何的角度对等比数列的研究，阿基米德的穷竭法。

然而真正完整的关于级数的概念，形成的却很晚(代数发展落后的缘故)。 

十四世纪，在级数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即法国数学家奥雷姆。他(可能是)首

次明确的指出了几何级数的和为无穷大(发散)或非无穷大(收敛)的条件，并首次给出了调和级数和

为无穷大的证明。这是过去的数学家在代数概念上，模糊掌握了级数收敛与发散的代表性例子。这

是级数概念的萌芽，仅此而已。 

十七世纪，以格里高利、牛顿、瓦利斯代表的数学家首次正式开始了对各种重要级数的研究，

掀起了数学界对级数的关注，而微积分的发展更是推动了这种关注。许多重要的级数都在这一时期

产生，如e^x,sinx,cosx,ln(1+x),tanx,secx,arcsin^2 x,...等。 

然而，这一批革命性的数学家却“选择性”的忽视了最关键的一个概念，即发散和收敛的具体

定义与区别。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数学家们大部分不论如何优秀，却并不关心自己所研究的级数是否

收敛(并非无意忽视) 

如数学家们提到nx^n(对n从0到正无穷求和)之类的级数时，并不会有意识的注释上|x|<1以具体

的区分一个级数的收敛域。甚至牛顿对自己的二项式定理的证明，对自己的插值公式的证明，也

“选择性”的忽视了相关级数收敛成立时变量所处的定义域。 

或许是因为几乎每个数学家都未曾发现忽视这种“转牛角尖”的做法会带来什么代价，只想着

发展的缘故吧。于是这崭新的思想伴随着各种不成熟，在人类的意识中一帆风顺的继续前行。值得

一提的是，泰勒展开式第一次被发现时是不带余项的。而这些乱七八糟事情简直可以算是数学上最

在进入燕都之前我虽然有理想却没有去实现的动力，而燕都带给我的是一种态度，使

我不得不前进奔向我的目标。无论我将来走到哪里我都会持着这充满激情的态度，厚

学敏行、积力致远。                                               ——陈梓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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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伏笔之一。 

任何新的事物，要么不易被接受，要么则需要时间让人们适应。不论如何优秀的人物们身上，

我们总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毕竟守旧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又经过了一段时间，数学家们对级数的掌握越发熟练，出于实际应用，人们对级数收敛性或者

收敛速度产生了兴趣，例如欧拉曾给出了一种加速级数收敛的变换(即欧拉变换)。忽视发散性暴露

出的问题越来越多，人们不可避免的注意到了一件事，即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发散级数：1-1+1-

1...=1/2，稍微分析一下即可注意到此结论的荒谬(与常识)，然而这却是忽视发散性所得到的必然结

果。这个结果可以从多个角度得到，例如欧拉取1/1-x=1+x+x^2+x^3+...中x=-1即可得，同时代的莱布

尼兹也给出了交错级数审敛的法则。 

当然了，也有许多人提出了异议，例如格兰迪认为(1-1)+(1-1)+...=0以及1+(-1+1)+(-1+1)+...=1，从

而1=0。这种解释看似合理并且直观，实际上会带来更多的问题，1=0这个结论将摧毁数学中一切命

题。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在逻辑上对此选择一个更好的解释。我们将该级数解释为序列1,0,1,0,...

的极限，而第一个等式是选择序列偶项的子序列，命其趋向无穷的结果，第二个等式则是选择序列

奇项的结果。但如果我们否认命题：“子序列的(广义)极限等于序列的(广义)极限”，并承认命

题：“除去有限序列项得到的子序列的(广义)极限等于序列的(广义)极限”，那么我们就能很容易

注意到此级数既非0亦非1。 

或者换个说法：随着序列趋向无穷，项数并不趋向奇或偶，从而并不得到1或0。相信至此我们

改变了对格兰迪的解释原有的合理并且直观的体验，得到了更为合理并且直观的体验。尽管我们在

这里作出的是不严格的数学论证，但是我们依旧注意到了一点，那就是合理并且直观的体验(包括对

发散级数的否定)会随着思维方式或数学定义的改变，产生相应的变化。面对数学时，人们应该永远

抱着包容的心态来试着接受每个有意义并且有潜力的异类。 

在这里我们插入一个启发性的问题：如此结果人们应该如何应对？究竟是应让直觉为结论让步

限制原级数成立的条件范围，如后来否定发散级数的柯西。还是出于发散级数的实用性与其他各种

价值，让结论为直觉让步，突破性的承认结论的重要性？ 

莱布尼兹选择的是承认结论的意义，他接受了这个有点形而上学的概念。莱布尼兹将该概念理

解为两个人共享一块宝石，每天互换一次(1,0,1,0,...)。久而久之，两人相当于共享了此块宝石，相当

于各占一半(0.5)。这种解释也可以作为一种概率期望解释，总之可视作格兰迪级数的物理意义。至

此，通过莱布尼兹的解释，我们注意到了其中隐含着级数的加稀的概念。并且莱布尼兹的解释也为

同时代的三个伯努利，一个拉格朗日所接受。可惜莱布尼兹对发散级数的理解过分狭隘，没有承认1

-2+4-8+...=-1的意义。当然这个等式很难给出其物理意义。 

欧拉是其中最为深信发散级数合理性的人，他认为发散级数之所以有和，仅仅是

一种意义上的相等或者相对应，并非是矛盾，同时每个级数对应的值都是唯一的(今

后我们会详细介绍“反例”并引出拉马努金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以至于受

到了许多质疑与非难。在这方面欧拉进行了相关的深入发展，在给哥德巴赫的信中甚

希望燕都学院能够尽快从雏形成长起来，我们也能过在燕都学院中收获更多，拥有

一个广阔而明丽的未来。                                        ——张月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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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定了0!-1!+2!-3!+...的对应值，为今后人们接受发散级数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可以毫

不夸张的说，欧拉是当时对发散级数理论掌握的最为精到的人，没有之一。可惜的

是，欧拉在世时并未为数学界奠定发散级数发展的足够基础。欧拉的工作是如此的深

入以至于我们在后文会对他进行更多的详细介绍(尤其是对黎曼ζ函数的介绍)。 

紧接着，数学界开始了一场重要的变革，那就是严密化的运动。某种意义上，关注数学的严密性

也算是一种新的思想，类似的一定也会些许的有些不成熟，彻底否认(初期并不)发散级数便是一个可

惜的例子。类似的出于不严格的缘故而彻底否认其价值的重要理论并不少见，傅里叶创建的傅里叶级

数(实际上欧拉有过类似的思想)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数学严密化的运动是由第二次数学危机引发的，目的是严格化微积分以回应贝克莱主教之类过度

追究严格化的人的责难(并非是坏事，但不应否定微积分)。而发散级数论是以第二次数学危机中的不

严密思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所以这起运动很快的盯上了发散级数。波尔查诺、柯西、拉格朗日等人

对极限建立起严密的概念之后，很快的构架好了整个新的严密的数学体系，改进了各种原有的定理，

迈克劳林级数和泰勒公式有了余项了。当然，人们也清晰的理解了收敛和发散的概念。 

但即便是严密的缔造者柯西也放不下发散级数的作用，毕竟对于真正的数学家而言，任何重要的

概念都是不忍割舍的。例如柯西曾在《论发散级数的合理运用》中讨论了lnx!发散的级数展开式的意

义，并由此引出了渐近级数的概念。拉普拉斯、雅克比、泊松对函数或积分的估计，格林、斯托克、

刘维尔对微分方程解的估计等各种发散级数相关研究，大多便都是建立在渐近级数论之上的。 

值得一提的是，柯西也很关心为何一部分发散级数仅仅提供前几项即可给出很好的逼近，最终他

并未成功找到解释。可以肯定他的是，柯西也是第一个注意到需要认真对待发散级数的人，尽管后人

还是忘记了发散级数一段时间。 

这起运动的本意的好的，刺激了整个数学界(拉普拉斯特地检阅他的天体学著作是否提及了发散级

数)。但是可惜的是它带来的余波并不完全好，人们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新兴的严密化运动上，逐渐忘

记了阴沟里发散级数的作用与价值，发散级数成为了那个“落后”的时代的产物。直到上个世纪初

期，人们才重新慢慢回忆起过去的记忆，就好比人们建立起了非标准分析一般。人们很想知道，为何

不严密的发散级数却能展示出极大的用处，毕竟人们慢慢意识到为了严密牺牲数学理论并不是可取的

(这正是阿贝尔的想法)。 

到了19世纪，严密化的水平进一步拔高。魏尔斯特拉斯等人提出了一致收敛的概念以处理数学中

越来越多的矛盾问题。由于各种严密化问题的解决，人们的注意力转而慢慢重新回到了发散级数身

上。 

1886年，19世纪末期，庞加莱和斯蒂尔吉斯重新独立的展开了对渐近级数的研究，其中庞加莱得

到了渐近级数基本运算相关法则的证明。斯蒂尔吉斯着重关注了发散级数和连分数的联系(其提出的矩

量问题与哑运算关联密切)。大卫·伯克霍夫也得到了更广泛的一些结果。 

有关发散级数的研究一直都有两个主基调，渐近级数便是其一(描述函数特性)，另一个则是可和

性(描述级数特性)。除开有重要实际应用的渐近级数的发展，对可和性的研究也在同时期展开，如何

我们为了各自理想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燕都学院，希望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们能共同努

力，在燕都学院创造出属于我们的未来。                            ——郝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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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赋予级数的“和”？ 

按照现代理解，人们重视起欧拉对发散级数的工作，定义了欧拉和作为某些发散级数的和。人们类

似重新严格定义的和也有如阿贝尔和(类似于泊松曾引入的一种和)。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在复变函数论上

引入了解析开拓的概念，这为发散级数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合理基础。然而这些类型的可和定义并不是非

常理想的，因为依旧没有触及其本质。 

然而，解析开拓的概念极大的刺激富比尼、切萨罗、赫尔德(Hölder)等人对可和性的研究。而其中切

萨罗所定义的切萨罗和最为接近本质。赫尔德对可和性作出了重要的推广，而富比尼也证明了相关的定

理。但其中最重要的高峰则是波莱尔定义的波莱尔和。在我看来，这就是发散级数论的第一次复兴。在

同时期，人们对应于发散级数，也定义了一类发散积分可积性的含义。 

我们对发散级数的背景介绍不妨以拉马努金和哈代的工作为结，这实际上是发散级数论复兴后的最

大高潮。 

拉马努金的性格特点是，依赖自己对自己所了解的公式的思考，发展自己所认识与了解的数学。而

他的成长环境与性格特点使其对发散级数充满了兴趣(可能也注意过哑运算)，得到了相当丰富并且相当

有价值的结果，例如奇迹般的独立得到了ζ(-1)的值(尽管过程不算是严格)。拉马努金并不适应对数学进

行严格化的工作，或许这使其更好的接受与理解了发散级数的思想。对于数学家，这并不完全是致命的

缺点，甚至可能是其神秘的灵感源泉。 

数学家最为重视的并不一定是逻辑性，因为逻辑往往是后来者，为数学家们鲜活的思想而服务，提

供各种需要的框架，数学仰赖人们的直觉而活。达布曾评价庞加莱说，他的特点是不关心严格性，不喜

欢逻辑。他相信逻辑不是发明之道，而且逻辑限制思想。或许拉马努金是庞加莱的这种信念的最好印

证，或许庞加莱的这种信念也是最为触及数学核心的信念。 

抱有这种信念的大数学家并不止其二人，哈代也正是十分认同拉马努金的风格，才发现到了拉马努

金的天才(据传便是通过拉马努金对发散级数的研究)。拉马努金并不止和哈代这一个数学家存在过联

系，但其他的数学家均由于拉马努金对发散级数的研究，而否认了拉马努金的智慧(因为认为拉马努金并

不理解发散的概念)。也许这是拉马努金的幸运，也许这也是数学的幸运。哈代所著的《发散级数》是对

发散级数论非常完美的总结，很大程度上便是受到了拉马努金的启发。这便是发散级数的整个数学背

景。充满着各种崎岖与坎坷，不理解与不接受。但是最终，有价值的事物终究凸显出自己的价值，有价

值的思想也终究实现自己的价值。发散级数最终得到了数学上的位置，然而其更多的数学价值却依旧受

到不相称的冷视。 

面对数学，人们更需要的，还是包容、接受以及自己独立的思考。 

推荐阅读英文维基：Divergent_series 英文维基：Borel_summatio 英文维基：Abel-Plana 

formula 

 英文维基：Euler-Maclaurin formula 英文维基：Hadamard-regularization 哈代(G.Hardy)的

著作《Divergent Seri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49古今数学思想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定将上下求索，从心、笃行，争得燕都人的荣耀与光明！         

——鲁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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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尝试，关于了解                                                                                               

12月6日，燕都举办第一次团日活动。同学们一起参观了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古代中

国”、“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等展览让同学们深深地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中国

摆脱近代屈辱的历史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艰辛。 

当晚，同学们在人大八百人礼堂观看了纪念梅兰芳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折子戏专场。顾依然、齐

美华、宋慈、虞雅丽、张敬参与了此次表演。这场表演非常精彩，同学们为舞台上演员的表演所折

服，也深深地爱上了京剧。 

那么对于此次专场演出，演员们都有什么感想呢？快让我们来看看吧！ 

顾依然说：这是我进入大学之后的第一次演出，我想也是大多数燕都同学第一次走进剧场观看

演出。其实当你走进剧场之后，你会发现京剧并不是大家以前所认为的那样陈旧或老化。比演出本

身更重要的是，我很高兴有那么多同学因为我能走进剧场感受京剧的魅力，也算是能为京剧尽点绵

薄之力。我认为，第一次的体验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无限次。从喜

欢开始，从第一次开始，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走得更远。 

宋慈说：第一次去排练到演出的场景都历历在目。当初对今晚的期待让我在过去的几周里都因

此会有点开心。感谢人大，感谢人大京剧团，感谢所有幕后老师，感谢依然，感谢依然爸爸妈妈，

感谢指导演出参与演出的所有小伙伴。因为你自己们每一个人给的机会，给的帮助让我的生活有一

点不一样，有一点惊喜，多一点经历，多一点体验。我感觉很好，除了现在因为结束有点难过。大

家都辛苦了，自己勒过头，穿戴过那么沉那么厚重的行头在台上站得头痛才知道京剧演员多不容

易，向所有京剧演员致敬。世界真美好，直让我想把自己变成更好的人，再遇见这些优秀的人，这

些难忘的事。 

借着燕都的机会终于读到了最想上的专业，希望自己能坚持现在的状态，不辜负这

样的好机会～加油！                                              ——郑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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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都学院《留白》报刊YD工作室访宫辉力校长专题报道 

人物简介：宫辉力，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兼燕都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工程院

院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心理师范大学名誉博士。1956年9月生， 1996年于长

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环境学院）博士毕业，1996年至1998年，北京大学遥感所博士后。

1998年，以学术带头人身份进入首都师范大学。教育部优秀骨干教师，北京市拔尖创新人

才，首批“北京学者”获得者。2004年12月，任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2013年11月，任校长；

2014年9月，兼任首都师范大学燕都学院院长。   

12月9日上午10点，我院《留白》院刊YD工作室的小记者们很荣幸地采访到了我校校长

兼燕都学院院长宫辉力教授。在长达40分钟的采访中，宫辉力校长亲切接待了来访的小记者

们，耐心回答了小记者们的提问，详细介绍了燕都学院的成立初衷和发展情况，并从自身成

长经历出发，给予燕都同学们一些关于大学学习生活的建议，对燕都学院的同学们表示了期

待和祝福。 

首先，在采访开始前，宫辉力校长对燕都学院的“燕都”二字进行了解释，

他称，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名字，大学没有故事是没有历史和文化感的，燕都

从开始就有了它的故事。在学

院成立策划前期，学院拟定为

“燕京学院”，  后来改为

“燕都学院”，这种转变本身

是一种成长和发展，也体现了

学校的包容、兼容并蓄的思

想。目前重要的是把事做实，

打造燕都学院的品牌，激励更

校长耐心解答YD工作室小记者们的问题  

愿流年无恙，愿岁月静好。愿青葱岁月浓墨重彩，愿锦样年华永不老。 ——赵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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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人不断努力。同时，校长希望燕都学

院的成立和发展能够为我们的大学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使我们的大学学习生活

更加丰富，使燕都同学有更多的机会，在北京这块特殊的土地上，走出有特

色、国际化的道路。 

以下是正式采访的主要内容。（Q为YD工作室小记者们的提问，A为宫辉力校

长的回答。） 

Q1：宫校长您好，首先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一进您的办公室看

到这么多的文件和书籍，可以感觉到您平时的工作很繁忙。这让我想起清华大学顾秉林校

长曾说：“中国的大学校长是最累的校长”，您同意这句话吗？ 

A：（笑）。恩。中国的校长还是比较忙的吧。国外的大学有一套比较健全的运行体制。校

长某种程度上是形象大使，主要有两个任务：集资、吸引优秀人才。中国校长不太一样。

在吸引优秀人才的任务方面是一样的，但是“找钱”能力比较差，因为政府支持足够大，

机会又很多。国外校长集资任务比较重，很多大学经费运作能力很强，经费主要来自于校

友、社会。比如哈佛大学，以前我们总认为它是一个学府，但它是一个王国啊！不仅仅是

学术的王国，也是思想的王国，经费运作的王国，人才培养的王国。 

Q2：您辛苦了。那请问您平时是怎样安排您的工作时间和空余时间的？开学两个月来，燕

都的很多同学或多或少都遇到了一些时间安排问题，您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A：关于这个问题，留白很重要。有些空白是不能填补的，要永远地留下去，要知黑守白。

这个问题解决的困难在于，每个人都处于不同阶段，每个人的背景不同。我希望给你们两

个建议：1.不能绷得太紧，要有规律和节奏； 2.要提高效率,寻找到最佳的学习状态。阅

读是一个很好的状态。阅读的关键是读没读进去，找没找到感觉，找没找到适合你自己提

炼、思考、质疑、积累这方面的感觉。时间和空间的调控也是一种能力，不同的人有不同

感觉，没有标准答案。人一生发展有很多阶段，每一段都很要精彩、优秀、享受。享受很

重要。你们需要学会享受强度，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就享受。人生的享受不仅仅享受物质

和实际，也要学着享受痛苦的、挫折，享受成长、学习的强度、竞争的强度。 

Q3：谢谢您的建议。刚刚您提到希望我们能享受和找到自己的节奏。对于燕都的同学来

说，您觉得我们最需要享受和找到的状态是什么？ 

A:优秀。培养优秀的习惯，把优秀变成一种习惯，并且要超越燕都的范围，变成一生的习

惯。优秀是一种证明，证明你们努力、刻苦、全面发展。把德智体美作为一种教育，这种

要求更符合人的生存发展需求。同时，希望你们在燕都打好基础，一方面是对母语、数理 

燕都是一枚勋章，我将终身以它为荣，并希望有朝一日它能以我为荣。             

——金可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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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冰十年，难凉热血。                                         ——虞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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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学习，一方面是理性的逻辑思维，还有就是形象的思维。希望你们有很好的文理基础

的同时体育很好，动起来。国外大学校园充满活力，有很多体育方面的孩子王也是学界领

袖、业界领袖，因此，我也希望燕都的同学们能够享受锻炼的强度。在你们这个年纪，身

体的极限很远，希望你们可以试着突破和挑战。还有就是，首师作为一所师范性大学，希

望你们也能有师范的经验和精气神。拥有向上的积极饱满的状态，像太阳一样，每天都是

新的。 

Q4：谢谢您。请问您能否分享一下您的大学生活。在您的大学时光中，您最难忘和感触最

深的事是什么？ 

A:永远在玩。（笑）我是体校出身。一开始是练四八百，后来过渡到中长跑，长跑带给我

了最大的感触，首先是参加长跑能够学习到自由公平竞争的体育规则。同时，在体育训练

中，我们能学习到有针对性的配合、计划。再者就是体育竞争给了我很多状态。运动训练

让你在需要心理承受能力的场合无所畏惧。如同人生，枪响了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定要

跑要到底，在跑道上这条道只要你站在这里绝对不让别人过去。最后，在体育中我学习到

坚强、坚韧。短跑、中长的训练相当于数理化，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再者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的外语学习。数理化文史基础很重要，而外语让你交流更加

广泛，对个人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我的大学学习中，）学语言是很痛苦的一件

事，当时觉得挑战性很大。那时我的英语考试分数很高，但是实际水平不够，考试前完全

是刷题做模拟，准备好了掐着表做题，刷刷地像真考一样，一周三四套题是常事，体力消

耗巨大，我记得夏天考完题的时候站起来眼睛都发黑，考试时什么都不知道，坐下来完全

成了考试机器，做完了整个人都觉得状态不是很好。这种事儿现在绝对不能这么干。现在

你们外语学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重要的问题是你们要给自己营造一个环境。消化外国教

材中的一些东西，变成你自己的，注重能力的培养，尽量多做阅读、看原版电视剧、电

影，在生活场景中多运用。还有就是希望你们能通过环境的自我营造和集体营造，实现英

语实际能力的提高。希望你们把学好外语作为一种共同发展的追求，地球越来越小，交流

越来越密切，国际上80%以上重要学术发表都是英语，一些新技术、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

英文，我们希望你们既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也要了解其他文化。培养自己多元化的视角。

这对你们和学校的长远发展都有积极影响，同时也能更好地为国家做出你们的贡献。 

Q5：感谢您的分享和建议。刚才您说到英语学习中存在着考试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不能很

好的形成统一的现象。作为燕都的同学，我们也感受到了学校想改变这种应试教育模式的

愿望，比如我们的思想道德修养课就采用了新的教学模式，给了我们更多的思考空间和讨

论机会。这样的教学模式在燕都学院今后的发展中会越来越多的被采用吗? 



 

 

A：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实际上是两方面的事。第一，你们要有强烈的愿望——改变的

愿望。你们要有能力影响到燕都的课程设置和课程营造的环境。比如你们觉得思修课很

好，你们希望别的课拷贝他们的思想，借鉴他们的经验，这时你们可以积极地向上课老师

反映交流沟通，也可以通过学院辅导员反映你们的意见。希望你们的愿望能够给燕都带来

一些新的东西。其次就是学校学院会认真考虑你们提出的要求和建议，我们会努力推动这

些好的改变。这是我们双方共同要努力的。 

Q6：谢谢您！燕都学生会和社团最近也正在筹备策划中，您对于我们的学生会和社团，有

什么建议吗？ 

A：首先，希望你们这些社团有多元化的特征，这些学团不仅仅对课外，也要对课内，或者

是课内课外的一体化有所贡献。希望你们有比较多的活动。第二，希望你们在这里尝试一

种轮值。社团有一个共同的计划，有一个分阶段和长期的目标前提下，实行轮值的制度，

每个人都有一些贡献、创造。可以积极学习联合国、欧盟的联合主席轮值制度，营造一种

共同的环境，让每个人对这个学院、群体的发展做贡献。同时，希望这些社团和组织符合

我们的实际情况——真正培养同学们的兴趣、爱好。营造一个研究性学习的氛围。共同发

展、互相借鉴、互相激励。 

Q7：感谢您给的建议。我们一定努力为燕都的各方面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最后，新年就

快到了，您有什么祝福想送给燕都的同学吗？ 

A：希望你们新的一年更加优秀！ 

窗影竹摇露凝香，静水流深细思量，书卷多情苦求索，不弃年华付韶光。  

                                                              ——赵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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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下，寒风中，篮球队队员在刻

苦地训练。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运

球、上篮、投球，汗水融入他们脚

下的这片球场。疼痛和失败最终都

化为欢笑与荣誉。一路坎坷，却依

然风雨无阻。携手前进，前方有友

情，更有充满梦想、永不言弃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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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苛求在这里将梦想化为现实，只希望离开时不后悔光阴虚度。      ——孟恋忱 



 

 

最有价值球队奖， 

实至名归。  

我
们
帅
气
的
男
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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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陈晓 



 

 

                                         某某人 

                                     本期【某某人】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文理班的两位班长。 

（以下Q为记者提问，A为班长回答） 

PART1：靠谱踏实的大男孩——理科班

班长：任意 

Q1能成功当选燕都2班的班长，你有何感受？ 

A:我能做点对得起学校和同学们的事情了。 

Q2 你的爱好是什么？ 

A:吃肉。 

Q3 简单几个词评价一下自己，同时也简单用几

个词评价一下燕都另一个班的班长。 

A:我是一个普通人，而另一个班的班长可是才

华横溢，嘴皮子利落，能挑大梁，是我们的好

领袖 

Q4作为班长,你认为一个班级最重要的是什

么？你期待给班级带来些什么？ 

A:我认为我们这个52人的大班级最重要的是每

一位同学都能够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展现出自

己的特点，即站在一个高水平的平台上绽放出

更加灿烂的光辉，我期待给班级带来的正是这一点。在我看来，全面发展包含两个大的方面，一个

是发展自身的修养，一个是学会与他人交往。个人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主要体现在学业水平、体育

运动以及艺术欣赏等方面。学习当然不用多说，大家都是有担当的人，培养自己成为未来行业的领

军人物是我们一贯的目标；体育和艺术是用来支撑学业的，我们近期积极参与到迎新杯篮球比赛中

并荣获最有价值球队奖，以及去听音乐会、看京剧等活动，都是为了丰富我们的文化底蕴、锻炼精

神品质，从而使心静于学术研究。在丰富的活动中，同学们也锻炼了交际能力。这些就是我的工作

方向，同时希望最终能够共同实现同学们的蓬勃发展。 

Q5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你认为燕都这个集体给你带来了什么？什么活动让你最有感触？ 

A:归属感和幸福感。尤其是篮球比赛，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大家拼得都很凶。无论是疲惫还是出

现伤病，大家都总是能够挺下来。在这样一个集体中，真心令人感到幸福。 

Q6你认为什么样的行为或者品质才符合“燕都人”的精神?你怎样理解我们的院训？ 

A:学术风格严谨，具有多元文化理解能力，兴趣广泛，心静不浮躁。我们的院训，“厚学敏行，积

力致远”要求我们以全方面发展为基础，承托起学术研究的重任，最终成为各领域杰出的领袖。 

Q7 你有什么话想对燕都的老师和同学说？ 

A:我爱你们。 

专题负责人/ 戴嘉琪 胡玉蓥 

祝燕都学院越磨砺越光芒！                                    ——包英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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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热情负责的“黑富美”——

文科班班长袁敏佳 

Q1能成功当选燕都1班的班长，你有何感

受？ 

A:大家眼光不错哦[害羞] 

Q2 你的爱好是什么？ 

A:岔人[微笑] 

Q3 简单几个词评价一下自己，同时也简单

用几个词评价一下燕都另一个班的班长。 

A:黑、富、美。任意：只有高[再见] 

A:Q4作为班长,你认为一个班级最重要的是

什么？你期待给班级带来些什么？ 

（1）班级凝聚力。（2）青春朝气，豁达

豪气，浩然正气。 

Q5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你认为燕都这个集

体给你带来了什么？什么活动让你最有感

触？ 

A:（1）燕都带给了我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励我不断完善自我，以身作则，追求卓越。

（2）篮球比赛。同学们的拼搏精神、集体意识、志存高远，让我看到了我们学院灿烂的未来。 

Q6你认为什么样的行为或者品质才符合“燕都人”的精神?你怎样理解我们的院训？ 

A:（1）在纷乱中坚守本心，在跌宕中不改初心。（2）厚学，学得是一种境界，一种胸怀；积力，

积得是一种气魄，一种品格。抱定宗旨我、砥砺德行、心有所定、志存高远！ 

Q7 你有什么话想对燕都的老师和同学说？ 

A:青春需要理想，需要责任和担当，需要年轻才会拥有的骄傲。希望未来四年我们携手一道，在大

学这个更广阔的平台尽展鸿鹄之志，让这花季的青春绚烂但绝不媚俗！ 

若要前行，就好离开你现在停留的地方。                          ——张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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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Geographical access to health 

care facilities is known  to influence  health 

services usage. As societies age, accessibil-

ity to health care becomes an increasingly 

acute public health concern. It is known  

that seniors tend to have lower mobility 

levels, and it is possible  that this may nega-

tively affect their ability to reach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Therefore, it becomes im-

portant to examine the mobility situation of 

seniors vis-a-vi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ealth care facilities, to identify  areas 

where  accessibility is low and interventions 

may be required. 

Methods: Accessibility is implemented  us-

ing a cumulative opportunities  measure. 

Instead of assuming  a fixed bandwidth (i.e. 

a distance threshold)  for measuring  acces-

sibility, in this paper the bandwidth  is de-

fined using model-based estimates of aver-

age trip length. Average trip length is an all-

purpose indicator of individual mobility and 

geographical reach. Adoption  of a spatial 

modelling  approach allows us to tailor the-

se estimates of travel 

behaviour to specific locations and person 

profiles. Replacing a fixed bandwidth  with 

these estimates permits us to calculate cus-

tomized  location-  and person-based acces-

sibility measures that allow  inter-personal  

as well as geographical comparisons. 

摘要 

背景： 通过地理信息技术获得医疗保健

设施是众所周知的影响健康服务的使

用。随着社会老龄化，无障碍保健日益

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已知的是老

年人往往具有较低流动性的水平，这可

能对其到达医疗设施和服务的能力产生

不利影响。因此，重要的是检查老年人

到达医疗设施和服务空间的流动状况，

找出接近医疗设施和服务能力低的并且

干预可能是必要的地方。 

方法：可访问性是使用累积的机会的措

施。不要假设一个固定的带宽（即距离

阈值）用于测量的可访问性，本文利用

带宽的定义基于模型的估计平均出行长

度。平均出行距离是个体流动的通用指

标和地理范围。一个空间建模方法采用

允许我们定制这些估计的旅行行为的具

体位置和个人简介。这些估计更换固定

带宽允许我们定制的位置计算和基于人

的无障碍措施，允许个人之间以及地理

的比较。 

数据：案例研究是蒙特利尔岛。地理编

码的旅游行为的数据，具体行程平均长

度，和从蒙特利尔市居民出行调查获得

相关的旅行者的属性。这些数据辅以从

人口普查的资料。卫生保健设施，也是

Accessibility to health care facilities in Montreal Island 

愿信念与理想永不失落，愿热爱与坚持永不消亡。愿四年之后，我为故我，依然留

存最初的渴望。                                               ——李海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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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The case study  is Montreal  Island. Geo-

coded  travel behaviour  data, specifically aver-

age trip length, and relevant traveller’s attrib-

utes are obtained  from the Montreal  House-

hold  Travel Survey. These data are comple-

mented with information from the Census. 

Health care facilities, also geo-coded,  are ex-

tracted  from a comprehensive  business point 

database. Health care facilities are selected 

based on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codes 8011-21 (Medical Doctors and Dentists). 

Results: Model-based estimates of average trip 

length show that travel behaviour  varies wide-

ly  across space. With the exception of seniors 

in the downtown area, older residents of Mon-

treal Island tend to be significantly  less mobile 

than people of other age cohorts. The combi-

nation  of average trip length estimates with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ealth care facilities 

indicates that despite being more mobile, sub-

urban residents tend to have lower levels of 

accessibility compared to central city residents. 

The effect is more marked for seniors. Further-

mor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ccessibility cal-

culated using a fixed bandwidth  would pro-

duce patterns of exposure to health care facili-

ties that would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for subur-

ban seniors given actual mobility patterns. 

Conclusions: The analysis shows large dispari-

ties in accessibility between  seniors and non-

seniors, between  urban and suburban seniors, 

and between  vehicle owning and non-owning 

seniors. This research was concerned  with po-

tential  accessibility levels. Follow up research 

could consider the results reported here to 

select case studies of actual access and usage 

of health care facilities, and related health out-

comes. 

地理编码，提取综合业务点数据库。卫生

保健设施是基于工业标准的选择分类代码

8011-21（医生和牙医）。 

结果：基于模型的平均出行距离表明旅游

行为的广泛变化在空间上的估计。除了在

市中心区的老年人，蒙特利尔岛的老居民

的移动明显趋于减少相比于其相比于相比

于  他年龄组的人。平均行程长度相结合

的空间估计卫生保健设施分布表明，尽管

是更多的移动，与中心城区的居民相比郊

区的居民倾向于有无障碍较低水平。老人

的效果更为显着。此外，结果表明，可达

性计算使用一个固定的带宽会产生接触模

式卫生保健设施，将难以实现郊区老年人

给予实际的流动模式。 

结论：分析表明在老年和非老年人之间，

城市和郊区的老人，在车辆的拥有和非拥

有者有着巨大差距之间的可达性。本研究

关注的是潜在的可及性水平。后续的研究

可以考虑选择的案例研究报告的结果实际

的访问和医疗设施的使用，以及相关的健

康结果。 

希望燕都能成长为一个优秀的集体！团结一致！共同取得成功！      ——张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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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its humble beginnings as a sin-

gle cell, life has evolved into a spec-

tacular array of shapes and sizes.But 

just how such diversity of form could 

arise out of evolution’s mess of ran-

dom genetic mutations — how flow-

ers could blossom in what had been 

a flowerless world — has remained 

one of the most fascinating and in-

tractable questions in evolutionary 

biology. 

从一个简单的单细胞开始，生命已

经进化成数量非常可观，形态、大

小各异的种群。但这些千差万别的

各种生物形态怎么会是由基因的随

意变异而引起的混乱的进化呢？—

—在一个还没有花的世界中，最早

的花是如何绽放的——这在进化生

物学中仍然是最令人着迷，也最棘

手的问题之一。 

 现在，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困惑

之后，科学家们正在迅速找到答

From a Few Genes, Life’s Myriad Shapes 

                                                                                              无数生命形态来自几个小小基因 

其实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希望能跟燕都的小伙伴们一起愉快地度过四年的学习和生

活。身为文班的文艺委员，我也会尽我所能多为大家组织好的和有趣的活动，希望大

家多多参与啊。                                                  ——徐爽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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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finally, after more than a centu-

ry of puzzling, scientists are finding 

answers coming fast and furious and 

from a surprising quarter, the field 

known as evo-devo. Just coming into 

its own as a science, evo-devo is the 

combined study of evolution and de-

velopment, the process by which a 

nubbin of a fertilized egg transforms 

into a full-fledged adult. And what 

these scientists are finding is that 

development, a process that ha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been large-

ly ignored in the study of evolution, 

appears to have been one of the ma-

jor forces shaping the history of life 

on earth.    

The development of an organism is 

controlled by a hierarchy of genes, 

with master genes at the top control-

ling a next tier of genes, controlling a 

next and so on. But the real interest 

for evolutionary biologists is that the-

se hierarchies not only favor the evo-

lution of certain forms but also disal-

low the growth of others, determining 

what can and cannot arise not only 

in the course of the growth of an em-

案，它来自一个叫做“进化发育生

物 学”（evo-devo）的 惊 人 的 领

域，它就是进化和发育综合学科—

—一个小小的受精卵变成一个成熟

的生物体的过程的一门学科。这些

科学家们发现，发育——这个半个

多世纪以来在进化研究中被严重忽

视了的过程，看来就是地球上生命

历史的主要创造者之一。 

一个生物体的发育是由不同等级的

基因控制的：处于顶端的主控基因

控制着下一层基因，再控制下一

层，如此类推。但是令进化生物学

家们真正感兴趣的是，这些基因等

级的基因不仅支持了一些形态的进

化，还同时防止其他形态的生成，

它们不仅在某个胚胎发育的过程

中，而且在整个生命本身的历史中

决定着可以出现什么，不可以出现

什么。 

“经典进化理论看到的是适者生

存”。查尔斯·达尔文首先看到了

这一点，他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

指出生命形态的发育将是进化研究

的关键。 

作为最令人振奋的新研究项目之

一，由哈佛医学院进化生物学家克

幻来是真，幻来是憎。                                         ——田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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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yo, but also over the history of life 

itself. 

“It’s been said that classical evolution-

ary theory looks at survival of the fit-

test,”  

 Charles Darwin saw it first. He pointed 

out well over a century ago that devel-

oping forms of life would be central to 

the study of evolution. 

In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of the new 

studies, a team of scientists led by Dr. 

Cliff Tabin, a developmental biologist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investigated a 

classic example of evolution by natural 

selection, the evolution of Darwin’s 

finches（on the Galápagos Islands. 

Like the other organisms that made it 

to the remote archipelago off the coast 

of Ecuador, Darwin’s finches have 

flourished in their isolation, evolving 

into many and varied species. But, 

while the finches bear his name and 

while Darwin was indeed inspired to 

thoughts of evolution by animals on 

these islands, the finches left him flum-

moxed. Darwin did not realize for quite 

some time that these birds were all 

里夫•塔宾带领的一支科学家组成

的小队，在加拉帕格斯群岛考察了

自然选择进化观点的一个经典范

例——达尔文雀的进化。 

像其他远在厄瓜多尔海岸附近的群

岛上的生物体一样，达尔文雀与世

隔绝地独自繁盛起来，并演变出很

多不同的种类。但是，尽管达尔文

雀用了达尔文的名字，尽管这些岛

屿上的动物的确启发了他的进化思

想，但达尔文雀却使他困惑不已。

达尔文很久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鸟

都是达尔文雀，甚至没有意识到它

们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 

不过，他应该得到谅解。因为虽然

这些种类的鸟是由同一种原始的、

刚迁到新环境中的鸟繁衍而来的，

但它们不再具有其喙短而细的特

点，这种特点有利于剥开小的种子

外壳。事实上，这些达尔文雀的样

子已经不太像雀类了。为了适应岛

上的新的食物，有些已经进化出又

高、又宽、更有力，可以剥开坚果

壳的喙；最引人注目的大喙雀是季

奥·麦戈雀（Geospiza magniros-

tris）. 

可是这些形态各异的喙是如何由一

燕都学院才刚刚开始成长，在最初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一起克服了很多困难。感谢每一

位老师、每一位班委、每一位同学对集体做出的台前和幕后一切伟大的奉献。谢谢！           

——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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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ches or even that they were relat-

ed to one another. 

He should be forgiven, however. For 

while the species are descendants 

of an original pioneering finch, they 

no longer bear its characteristic 

short, slender beak, which is excel-

lent for hulling tiny seeds. In fact, the 

finches no longer look very finchlike 

at all. Adapting to the strange new 

foods of the islands, some have 

evolved taller, broader, more power-

ful nut-cracking beaks; the most im-

pressive of the big-beaked finches is 

Geospiza magnirostris. 

But how could such bills evolve from 

a simple finch beak? Scientists had 

assumed that the dramatic altera-

tions in beak shape, height, width 

and strength would require the accu-

mulation of many chance mutations 

in many different genes. But evo-

devo has revealed that getting a fan-

cy new beak can be simpler than an-

yone had imagined. 

Genes are stretches of DNA that can 

be switched on so that they will pro-

duce molecules known as proteins. 

种简简单单的雀喙进化过来的呢？

科学家们曾经以为，这些喙在形

状、高度、宽度和强度上的明显的

变化，可能需要很多种不同基因经

过很多偶然变异的慢慢积累。然而

进化发育生物学却发现，一种全新

的鸟喙的生成可能要比任何人想象

的都要简单. 

不同的基因就是一段段的DNA，它

们可以用来制造出一些蛋白质分

子。蛋白质又可以在细胞内，或细

胞外进行很多活动，制造出生物体

的不同部位，以及促使其他基因发

生同样的变异，等等。当基因开始

生产出蛋白质时，它们既可以在小

范围内在低层次上进行，也可以生

产出很多细胞的很多蛋白质。 

塔宾博士及其同事们在观察各种不

同的雀喙的不同形状、大小时发

现，如果一种喙越是厚、高、结

实，在它的发育初期一种叫做

BMP4的基因表达得就越强。BMP4

基因（即4号骨骼成型素蛋白缩写

形式）可以生产出BMP4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可以给细胞发出信号，

使之开始生出骨骼。然而BMP4具

会桃花之芳园，序同泽之乐事。                                 —马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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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ins can then do a number of jobs 

in the cell or outside it, working to 

make parts of organisms, switching 

other genes on and so on. When 

genes are switched on to produce pro-

teins, they can do so at a low level in 

a limited area or they can crank out 

lots of protein in many cells. 

What Dr. Tabin and colleagues found, 

when looking at the range of beak 

shapes and sizes across different 

finch species, was that the thicker and 

taller and more robust a beak, the 

more strongly it expressed a gene 

known as BMP4 early in development. 

The BMP4 gene (its abbreviation 

stands for bone morphogenetic pro-

tein, No. 4) produces the BMP4 pro-

tein, which can signal cells to begin 

producing bone. But BMP4 is multital-

ented and can also act to direct early 

development, laying out a variety of 

architectural plans including signaling 

which part of the embryo is to be the 

backside and which the belly side. To 

verify that the BMP4 gene itself could 

indeed trigger the growth of grander, 

bigger, nut-crushing beaks, research-

有多种功能，它还能直接作用于早

期发育，规划出多种建筑方案，包

括指令胚胎的哪些部分发育成脊

椎，哪些部分发育成腹部。为了证

实BMP4基因的确能引起更大、可

以破坚果的喙的生成，研究者们在

小鸡的胚胎的喙发育阶段人为地加

大BMP4的生成量。结果小鸡的喙

开始长得又宽、又高、又结实，很

像一种破坚果的雀喙。 

研究者们发现，在其喙长而擅长探

取的雀中，有另外一种叫做卡莫杜

林（calmodulin）的 基 因 非 常 活

跃。像BMP4一样，卡莫杜林基因

表达得越强，雀喙就会变得越长。

当科学家们在小鸡胚胎中人为提高

卡莫杜林的量时，小鸡开始长出长

长的、很像探食仙人掌的雀喙。 

所以，科学家们发现是这两种基

因，而不是几十种、几百种基因，

具有再造出或厚重、或短粗、或细

长的喙的能力。 

BMP4的作用范围还远不止于鸟

类。 

在非洲的一些湖泊中，一种叫做丽

自己选的路，就是跪着也要走完。                                  ——牛涛 

                 视野拓展|明灯引航 50 



 

 

ers artificially cranked up the pro-

duction of BMP4 in the developing 

beaks of chicken embryos. The 

chicks began growing wider, taller, 

more robust beaks similar to those 

of a nut-cracking finch. 

In the finches with long, probing 

beaks, researchers found at work a 

different gene, known as calmodulin. 

As with BMP4, the more that cal-

modulin was expressed, the longer 

the beak became. When scientists 

artificially increased calmodulin in 

chicken embryos, the chicks began 

growing extended beaks, just like a 

cactus  driller. 

So, with just these two genes, not 

tens or hundreds, the scientists 

found the potential to recreate 

beaks, massive or stubby or elon-

gated. 

BMP4’s reach does not stop at the 

birds, however. 

In lakes in Africa, the fish known as 

cichlids have evolved so rapidly into 

such a huge diversity of species that 

they have become one of the best 

known evolutionary radiations. The 

鱼（cichlid）的鱼类竟然如此迅速地

进化出一大批不同的种类，它们已

经成为最著名的进化辐射之一。丽

鱼进化出了不同的形状和大小，以

及不同种类的下颚，用以专门摄取

不同种类的食物。跟雀喙的情形相

似，它们也进化出了很多不同种

类。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锡拉库扎大学

的进化生物学家克雷格·阿尔博斯

顿博士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遗传学

家托马斯·考彻尔发现，下颚结实

的丽鱼在发育过程中所表达的BMP4

比下颚不结实的丽鱼发育过程中表

达的要多。为了证明BMP4的确是造

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这些科学家们

人为地提高了斑马鱼BMP4的表达强

度。结果，经过反复实验，研究者

们发现，通过提高斑马鱼胚胎中的

下颚的BMP4生成量，可以导致发育

出更强壮的下颚和咀嚼器官。 

被用于规划身体的结构，生成喙和

改变鱼的下颚，它对进化发育生物

学的一个重大课题作出了很好的解

释。新的形态可以由现有基因——

尤其是那些专门监督发育过程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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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梦，问题并不在于能力，而在于能否保持那份初心，那份最纯净的追求。 

——安小娟 



 

 

cichlids have evolved in different shapes and sizes, and 

with a variety of jaw types specialized for eating certain 

kinds of food. Robust. As with the beaks of finches, a 

range of styles developed. 

Now in a new study, Dr. R. Craig Albertson, an evolu-

tionary biologist at Syracuse University, and Dr. Thomas 

D. Kocher, a genetic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 Hamp-

shire, have shown that more robust-jawed cichlids ex-

press more BMP4 during development than those with 

more delicate jaws. To test whether BMP4 was indeed 

responsible for the difference, these scientists artificially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_r_r of BMP4 in the zebrafish. 

And, reprising the beak experiments, researchers found 

that increased production of BMP4 in the jaws of embry-

onic zebrafish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robust 

chewing and chomping parts.  

Used to lay out body plans, build beaks and alter fish 

jaws, BMP4 illustrates perfectly one of the major recur-

ring themes of evo-devo. New forms can arise via new 

uses of existing genes, in particular the control genes or 

what are sometimes called toolkit genes that oversee 

development.  

“There aren’t new genes arising every time a new spe-

cies arises,” said Dr. Brian K. Hall, a developmental biol-

ogist at Dalhousie University in Nova Scotia. “Basically 

you take existing genes and processes and modify 

them。 

制基因，或有时又叫

做工具包基因——的

新的用途而产生。 

  “并不是在每一次

产生出一个新的物种

时，就会产生新的基

因，”新斯科舍省达

尔豪西大学发育生物

学家布赖恩·霍尔博

士说，“大体上说，

只需要现有的基因，

并对其进行一些加工

和修改。” 

进化发育生物学为生

物学家们带来了曙

光,在研究遗传生物

学的路上还需要走很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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