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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美好的愿望在空中飞翔着
寻找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院长专访之

  王德胜

 张桃洲

特别期刊之

最美燕都人

微笑日活动 

天空才是我们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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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正当时  春色犹不及

春，带着她独有的新绿，海一般汹涌，潮一般澎湃，令人心醉地扑面
而来。
        吟诵“皓月长空，几番更迭”的感慨，书写“游走地坛，斜阳灿灿”
的长叹，抑或是抒发着的“大时代小情怀”，不用拽住春天的小尾巴，我
要告诉你，水穷处，云卷起，好景正当时。

生命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程。我们没有办法停止走路的双脚，但是
可以成为有心赏景的人，心灵自会变成开花的树。此时此刻，曲折磨难，
或是顺畅欢快，细细品味，世界很美。

不拒绝雪山的冷漠，圣洁的雪莲等着你采摘；不拒绝小草的卑微，希
望的田野向着你敞开；不拒绝土壤的贫瘠，广阔的大地向着你铺开；不拒
绝四季的更迭，绚丽的景色自会向你展开。

任时光流转，岁月变迁，不抱怨，不言苦，不忧伤，不认输，安静生
活。

此刻，好景正当时。

 

                                                                                                 陈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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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雀留尘秋意凉
都城立所百年堂
学子书声绕霜岫
院宇中人皆栋梁

 

如梦令 望月
                            文_袁敏佳

皓月长空清夜，年岁几番更迭。晚风乱心结，思绪恍惚明灭。
谁解？谁解？一点皎光轻泻。

鹊桥仙 地坛游
                                            文_袁敏佳

清风醉意，斜阳倒影，相拥灿灿金路。
盛情旧地与君逢，何惧怕，秋无寻处。
翩翩叶雨，盈盈笑靥，好景今朝谁主？
桥边柳下蓦回头，便胜却，风情无数！ 

文_马龙

哲思初探|水穷处，云起时                                                                                                                                                                                                                                                                               哲思初探|水穷处，云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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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念 
                                                                         文_朱钰
侬有千言万语，尺素残短难容一十七笔。
第一笔，是细雨无声湿了侬窗前芭蕉。
第二笔，是青莲含苞依着侬窗前竹桥。
第三笔，是霜醉落叶拂了侬窗前银床。
第四笔，是鹅毛白絮偎着侬窗前青苍。
第五笔，是汝遗落在侬园中一只翡翠翘。
第六笔，是侬举步跨不过的一片矮篱墙。
第七笔，是湘江隔岸相和的一首楚琴谣。
第八笔，落在汝眉间；第九笔，落在侬眼底；
一点朱砂，两处寒芒。
余下八笔，是画不成的两颗心，写不就的两份情，
在岁月沉寂中蹉跎

——侬与汝的绮罗香，汝与侬的女儿墙。
（注解：思念二字共十七笔）

采桑子·青梅
                              文_朱钰

姑苏城外杏花雨，燕子嘤咛。
芭蕉凄迷，难将鸿雁寄寒星。
情知此后来无计，西窗问与。
许君归期，却道青梅几时青？

哲思初探|水穷处，云起时                                                                                                                                                                                                                                                                               哲思初探|水穷处，云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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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活着。                                                        

                               ——余华《活着》 

  活着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在苦

难下依旧选择活着是对生命的礼赞。

面对苦难时生命所表现出的坚韧和倔

强，是这世间最渺小最平凡却也最震

撼人心的伟大。可以说，这是一本教

会我们如何对生加以崇敬，如何对死

敬而远之，如何去理解活着的意义的

书。

  鲁迅曾说过：“从喷泉里出来

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

血。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

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

看。”在我看来，《活着》并不能算

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只要主人公

福贵仍然坚持有希望的活着，生命的

意义和价值就没有被完全毁灭。真正

的人生也并不存在所谓的悲剧和喜

剧，每一种感悟，每一份思考，都是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呼应。生命的价值

正存在于这行走之间。

  活着，享受生命中的美好，迎接

生命中的苦难。永远怀着希望，怀着

最朴质的信念活着。这份信念就是对

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和致敬。 

  阅读《活着》，更像是一次心

理的恐惧经历，跟随着主人公福贵，

一次又一次迎接承受着命运中猝不及

防的黑暗和困苦来临。最终，当一切

浮华，黑暗被时间洗净，哼着变调的

歌儿，看着晚归的夕阳和渐暗的地平

线，听一听脚下每迈出一步大地所给

予的掷地有声的回应，就这么向着未

来走吧。生命的意义其实本不需要太

多的口号和理想的铺垫，活着，最单

纯地活在当下，去游荡，去掘藏，甚

至只是去当和尚。 

  总之，当你还没死，那你就活着

吧。要知道，今天不一定比昨天好，

但是，明天一定比今天好。 

                      文_胡玉蓥

 为了活着而活

  “生命的存在一直是人们研究的命题，包括活着的意

义，活着的方式，活着的价值。”关于活着的意义，活着的

方式与价值的讨论，作者在序中给出了最切合的答案：“为

了活着本身而活。”  

  在这部作品当中，余华以平静的口吻转述着主人公福

贵凄凉的一生，家破人亡，孤独终老。作者借着主人公“福

贵”的口，讲述着属于一个时代，一个穷苦的，历经时代磨

难的小人物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于“活着”，却充斥着死

亡。作品中人物的死亡总是让人始料未及，苦难一次又一次

将现实中仅存的希望打碎。但是，值得庆幸也值得悲哀的是

经历了颠簸坎坷和世事沧桑之后，福贵依然活着，幸运地活

着，孤独地活着，倔强地活着。作者在作品的结尾写到：“

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

土地上坦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

着他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的来临。”作者向我们展现

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生的渴望与追求。

  这本书，是用“死亡”展现了“活着”。“活着”不

同于“生活”，当千帆过尽，抛开金钱，名利，甚至抛开最

基本的物欲，“活着”便是一种信仰。只要活着，生命就是

有价值的，平等的，应该受到尊重的。我来到这个世界，走

一遭，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美景，去遇到一些同样在活着的

人，感受着活着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享受了荣华富贵，经历

了没落衰败，兴衰存亡，世事变迁，明朝难料，这本就是自

然规律。面对这个世界的物欲横流，面对那些苦难和离别，

我们需要选择坚强的活着。

    ——《活着》读后感



        青春如此，京剧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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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是什么？

  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想不想留

住青春？

  或许，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说，

青春可以使年华不再流去，使时

间暂时停摆定格在一生中最美的

时节。

  剧中这样说，一个女演员能在

台上永远发光发亮，一定会有青春

作土壤，爱情作雨露，还有温暖如

阳光般的观众。一个演员的舞台生

命也植根于此，在舞台上发光发亮

的，不仅是演员自己，更是青春。

  这笔交易很诱人，二十年的容

颜不老对于一个视舞台和观众为生

命的人来说是多么的渴求，她是多

么想永远沉浸在观众的掌声和叫好

声所编织的光环下，永远享受舞台

上的一切。

  她因舞台拥有了爱情，拥有

了幸福生活。但二十年的不老容颜

却也让她在情感上一无所有。丈夫

说，抱着她的感觉就像是一具没有

灵魂的躯壳，是一朵永不凋谢的塑

胶花。那次交易真实地存在着，而

她选择他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长

得和那个贩卖青春的人一模一样。

  最后的谢幕终将来临。一日里

容颜骤然老去二十年，她选择了《

别姬》作为最后的演出。虞姬的自

戕，亦成为她与青春的告别。

  不得不佩服编剧的巧思。《

游园》、《醉酒》、《别姬》三个

折子的连缀，勾勒出一条关于青春

的脉络。“良辰美景奈何天”，是

杜丽娘对于青春易逝的感叹；“人

生在世如春梦”，是杨妃在年华暗

老失去宠爱时某种模糊的期盼；别

姬的挥剑自刎，是与青春真正的诀

别。青春与永恒，短暂的绽放与一

日变老的惆怅，交叠编织，傻傻分

不清。

  导演在现代舞台呈现与传统戏

曲程式的结合也令人耳目一新。丈

夫不堪妻子容颜不老带来的恐惧，

找了一个与妻子容貌一模一样，却

比妻子小了二十岁的外遇。在二人

实景表演结束后，一男一女两位“

黑衣人”（不知道如何称呼，如此

姑妄言之）用京剧的程式与动作，

搭配锣鼓点将刚才用现代舞台剧形

式呈现的情节再次演绎。京剧的

程式化和现代舞台呈现互为镜像，

在比较与互现中完成情感的完整

表达。

  在这里说说演员。朱安丽老

师的舞台张力很足，在一个小时内

演绎女演员近二十年心境的变化着

实不易。戏中戏的呈现也很不错。

尤其是这一次朱安丽老师演绎的《

醉酒》是筱派风格，这次也有机会

一窥筱派与梅派醉酒之别；还值得

一提的是剧中的其他三位演员，他

们分别学习不同的行当，但在排演

这出戏的时候必须消磨掉原有行当

的痕迹，把它重新组合为塑造人物

的元素，而这也是这出戏的精髓所

在，似京剧，而非京剧。

  当然，这部剧也不是尽善尽

美。比如昨天演后谈有人提到的关

于最后扮妆时没有吸引注意力的表

演的问题。故事进展有些急促，可

以中间加入一些缓冲的桥段。这也

是个人意见，当然希望这出戏能有

更多的提升空间，成为小剧场京剧

的精品之一。

  接下来，想说说另外一个话

题。

  “假如给京剧20年青春，京剧

会怎样？”

  这是今晚看完戏以后，学姐兼

戏友小蕊问我的一个问题。我一时

语塞，我不知道该怎样为京剧的未

来抉择。

  20年，在京剧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只是一瞬，但如果真的保有这20

年，我们会不会抢救更多的老戏，

传承老伶人身上的那些绝艺，而不

是漫无目的地瞎搞“创新”（这里

指的创新，是指背离“移步不换

形”这一准则的创新）。毕竟，戏

不等人。

  这张青春契约，假如就在你面

前，签，还是不签？当青春骤然谢

幕，我们如何面对？

  以演后谈导演兼编剧王友辉

教授的话作结，我们不希望京剧成

为一朵永不凋谢的塑胶花，一定要

在其中注入更年轻,更有活力的力

量。青春如此，京剧如此，人生，

也是如此。

                   文_顾依然

 青春•谢幕
   ——小剧场京剧《青春谢幕》观后感

哲思初探|含英咀华                                                                                                                                                                                                                                                                                                       哲思初探|含英咀华

    ——《活着》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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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水照花，
回眸倾城。
                 ——最美不过张爱玲

  春光初启，乍暖还寒。这样一个季节，最适合

捧一杯清茶，撷一束芬芳，读一读张爱玲。早春的天

气，正和她冷傲而不失温度，犀利又不乏柔和的笔调

映衬得宜。似梦非梦，若隐若无，那个清绝出尘的女

子着一袭素锦，深情款款，处处不经意，顾盼却生

香。

  我爱极了张爱玲，但从不曾提笔写她。或许是近

乡情怯，又或许因为太爱，便更觉无从下笔。最爱她

的那一句：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

凉。壮烈只是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哀则如

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一语成谶般，

她的人生正像一幅韵味悠长的泼墨山水，从开场到落

幕，美则美矣，到底是写尽苍凉。而她自己是否喜

欢，早已无从知晓。

  有人说：张爱玲的文字，精致到只有中国文字才

能表达，迷惘到只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才能产

生，冷静到只有张爱玲才能写出。她是二十世纪四十

年代沦陷区的废墟上绽开的罂粟花。而这朵罂粟花，

孑然一身，在习习寒风中开出自己的悲歌。

  1920年，张爱玲出生于上海。深宅大院，落魄世

家。童年对于张爱玲来说并不美好，复杂的家庭关系

让她过早的成熟，染上阴郁的性格。这一重阴郁，从

头到尾，贯穿了她整个的创作生涯。1943年，发表在

《紫罗兰》上的一篇《沉香屑第一炉香》让初入文坛

的张爱玲崭露头角。同年，她与胡兰成相恋。

  张爱玲说：她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

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胡兰成说：她是民国的临水照花人。

  不问结局，不问落幕。这一场恋情大抵是张爱玲

的倾城之恋。她多么的清冷，多么的傲慢，然而她却

可以变得很低很低，可以低到尘埃里而依旧欢喜。这

是一个少女一生唯一的一次倾心相付。而胡兰成到底

是懂她的，就因这一句临水照花。

  喜欢张爱玲的人，总为她的痴心错付而惋惜。然

而烟火岁月，静好时光终究不属于这个注定不平凡的

女子。爱了便爱了，那场旷世之情，如流星般熠熠生

辉，纵然曲终人散，终究给了一个韶华锦样的少女全

部的爱情幻想。个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而

张爱玲的痴心而不悔，深情而决绝，更为她这一幅转

瞬天涯的流年水墨添上山阴清泉，沁人心脾，触手生

凉。

  “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

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她只是在寒风中孤独的绽放。

  张爱玲的作品中，永远透着冷眼。她没有炙热的

心，她只是置身事外，只是活在自己不食人间烟火的

流年里，娓娓道来。她像风一样轻，像雨一样凉，像

冬日的寒梅，不与争春，只轻轻诉说着“你还不来，

我怎敢老去”的诗样篇章。

  她的人生也不过轻描淡写，也不过临水照花，只

在不经意间，风姿绰约，回眸倾城。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朵千瓣莲花，我拒绝绽放同

时我也拒绝枯萎和零落。

  她从未零落。

              她从未凋零

文_瑾瑜



First Edition Magazine | 11

大时代
 的小情怀 
               文_敖宁晨

    写下这个标题，心中陡然生出一股凛冽。

  我们生活的时代，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

瑰奇绚烂，更加庞大如梦境。时常可以在报刊杂

志的头版头条看到人类征服未知的脚步，从载人

航天器的遨游太空，到宇宙空间站的成功建立，

再到超级计算机飞速发展，我们惊诧于这个世界

飞快前进的脚步，但脚下的这方土地却总是以更

快的速度让我们无所适从，于是我们在一次又一

次的震惊中，在漫长而坚定的追逐中，目睹了

人类文明的独孤求败，见证了无数梦想的死而复

生。在向着文明顶端的攀登之路上，我们成了这

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人，而这个时代也向我们回

馈着如我们所想的一切。

    时常想着，我们的确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感谢飞速发展的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的难以想象的便利，感

谢终生奋斗的科学家们为我们开拓的看不到边际的瑰丽世界。如今，我们上可观九万里星河如练，探究宇宙

横跨时空的奥秘；下可见纤毫里大千世界，钻研万物千变万化的神奇。相比古代的人们生活在蒙昧之中，我

们不必再为了头疼脑热而求神拜佛，不必再因为风寒溽热这样算不得病的病而丧命，我们的世界因为科技的

发展而清晰明朗，我们的生活也因为科技的进步而变得简单起来。

    然而尽管时常强迫自己这样想，还是难免从内心中生出一些不一样的枝蔓。人类对于未知的探索永无止

境，这是万物灵长的求知基因所决定的。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在努力地开拓着自己的科技版图，不计回报

地挥霍着数百年间积累的资源和财富，这是一场关于未来的角力，一次关于人类前进方向的博弈，没有人愿

意输在起跑线上，于是我们付出着数以亿计的财富，付出着难以计数的人力，倾尽所有，只为未知的诱惑。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因为这样全力的付出收获了从未有过的硕果，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尽管动

荡，却因为这样的付出，站在了历史的最顶端，并在不断地向更高攀登。但是，还是不得不说但是，尽管这

样前所未有地强大起来了，为什么我们从心里想念的却依然是那个蒙昧的旧时代？为什么即便身体的病痛可

以轻易得到诊治，而心里的伤痛却越发难以愈合？为什么即便不出家门便知天下事，我们却变得对这个世界

愈加刻薄？为什么即便饱暖无忧，吃穿不愁，我们却依旧感慨着生活的不幸福？那么，追问一句，我们的生

活，究竟需要什么？

    不由得想到了那个科学家和修女的故事，施图林格没有错，没有无止境的追求，人类的脚步将只能停留

在昨天；但玛丽•尤肯达更没有错，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追求科技的进步而忽视了身边人们的简单幸福，那么即

便科技的进步可以富国兴邦，可以让人类文明光速腾飞，称雄宇宙，恐怕也都改变了这一切追求的初衷，因

为最简单和朴素的幸福，才是我们所期望的，而这样的幸福，恰恰是单纯的科技发展给不了的。那么，再追

问一句，这样单纯的幸福，究竟什么，才能给？

    回到那个有些矫情的标题，身处大时代，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科学，需要不懈的追求，需要借助这样的

一双翅膀让我们的幸福更简单，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情怀，只是小小的就足矣，这份小情怀足以让我

们捕捉生活中的美好，足以让我们拥有一颗慈悲之心，足以赐予我们幸福的力量，而这种情怀，是源自于我

们天性中的悲天悯人，更是源自于人类一路走来的思索和感悟。

    想起佛典中的一个故事，童子乃劫前一蓬火，佛祖撷回后塑为童子，前五十三参童子证菩提，后五十三

参，一应尘埃落定，童子方知轮回因果。字字句句写满了慈悲，一如我们所缺少的和需要的。站在时代的路

口处，我们每个人都显得太过于渺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要求在列车飞驰而过时有一方小小空间以容身；我

们是否可以希冀着在万方逼仄无处回转之时，可以有劫后余生，证因果轮回之幸；我们是否可以在大时代面

前，依旧保有一份福泽他人的小慈悲和小情怀，而不至于在匆忙的追逐中丧失了幸福和予人幸福的能力。

    我们能吗？

哲思初探|含英咀华                                                                                                                                                                                                                                                                                                       哲思初探|含英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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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当下言归于好，一同吃

了晚饭。流苏表面上虽然和他热

了些，心里却怙惙着：他使她吃

醋，无非是用的激将法，逼着

她自动的投到他的怀里去。她

早不同他好，晚不同他好，偏拣

这个当口和他好了，白牺牲了她

自己，他一定不承情，只道她中

了他的计。她做梦也休想他娶

她。……很明显的，他要她，可

是他不愿意娶她。然而她家里穷

虽穷，也还是个望族，大家都是

场面上的人，他担当不起这诱奸

的罪名。因此他采取了那种光明

正大的态度。她现在知道了，那

完全是假撇清。他处处地方希图

脱卸责任。以后她若是被抛弃

了，她绝对没有谁可抱怨。

流苏一念及此，不觉咬了咬

牙，恨了一声。面子上仍旧照常

跟他敷衍着。徐太太已经在跑马

地租下了房子，就要搬过去了。

流苏欲待跟过去，又觉得白扰了

人家一个多月，再要长住下去，

实在不好意思。这样僵持下去，

也不是事。进退两难，倒煞费踌

躇。这一天，在深夜里，她已经

上了床多时，只是翻来覆去，好

容易朦胧了一会，床头的电话铃

突然朗朗响了起来。她一听，却

是柳原的声音，道："我爱你。"

就挂断了。流苏心跳得扑通扑

通，握住了耳机，发了一会楞，

方才轻轻的把它放回原处，谁知

才搁上去，又是铃声大作。她

再度拿起听筒，柳原在那边问

道："我忘了问你一声，你爱我

么？"流苏咳嗽了一声再开口，

喉咙还是沙哑的。她低声道："

你早该知道了，我为什么上香港

来？"柳原叹道："我早知道了，

可是明摆着的是事实，我就是不

肯相信。流苏，你不爱我。"流

苏道："怎见得我不？"柳原不

语，良久方道："诗经上有一首

诗──"流苏忙道："我不懂这

些。"柳原不耐烦道："知道你不

懂，若你懂，也用不着我讲了！

我念你听：‘死生契阔──与子

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

释得对不对。我看那是最悲哀的

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

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

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

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

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

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

了主似的！"

铃又响了起来。她不去接电

话，让它响去。"的玲玲……的

玲玲……"声浪分外的震耳，在

寂静的房间里，在寂静的旅舍

里，在寂静的浅水湾。流苏突然

觉悟了，她不能吵醒整个的浅水

湾饭店。第一，徐太太就在隔

壁。她战战兢兢拿起听筒来，搁

在褥单上。可是四周太静了，虽

是离了这么远，她也听得见柳原

的声音在那里心平气和地说："

流苏，你的窗子里看得见月亮

么？"流苏不知道为什么，忽然

哽咽起来。泪眼中的月亮大而模

糊，银色的，有着绿的光棱。柳

原道："我这边，窗子上面吊下

一枝藤花，挡住了一半。也就是

玫瑰，也许不是。"他不再说话

了，可是电话始终没挂上。许久

许久，流苏疑心他可是盹着了，

然而那边终于扑秃一声，轻轻挂

断了。流苏用颤抖的手从褥单上

拿起她的听筒，放回架子上。她

怕他第四次再打来，但是他没

有。这都是一个梦──越想越像

梦。

    第二天早上她也不敢问他，

因为他准会嘲笑她──"梦是心

头想"，她这么迫切的想念他，

连睡梦里他都会打电话来说"我

爱你"？他的态度也和平时没有

什么不同。他们照常出去玩了一

天。流苏忽然发觉拿他们当做夫

妇的人很多很多──仆欧们，旅

馆里和她搭讪的几个太太老太

太，原不怪他们误会。柳原跟她

住在隔壁，出入总是肩并肩，夜

倾城
之恋节选

文_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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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还到海岸上去散步，一点都不

避嫌疑。一个保姆推着孩子的车

走过，向流苏点点头，唤了一

声"范太太。"流苏脸上一僵，笑

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只得皱着

眉向柳原了一眼，低声道："

他们不知道怎么想着呢！"柳原

笑道："唤你范太太的人，且不

去管他们；倒是唤你做白小姐的

人，才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呢！"

流苏变色。柳原用手抚摸着下

巴，微笑道："你别枉担了这个

虚名！"

    流苏吃惊地朝他望望，蓦地

里悟到他这人多么恶毒。他有意

的当着人做出亲狎的神气，使她

没法可证明他们没有发生关系。

她势成骑虎，回不得家乡，见不

得爷娘，除了做他的情妇之外没

有第二条路。然而她如果迁就了

他，不但前功尽弃，以后更是万

劫不复了。她偏不！就算她枉担

了虚名，他不过口头上占了她一

个便宜。归根究底，他还是没得

到她。既然他没有得到她，或许

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

了较优的议和条件。

    她打定了主意，便告诉柳原

她打算回上海去，柳原却也不坚

留，自告奋勇要送她回去。流

苏道："那倒不必了。你不是要

到新加坡去么？"柳原道："反正

已经搁了，再搁些时也不妨

事。上海也有事等着料理呢。"

流苏知道他还是一贯政策，惟恐

众人不议论他们俩。众人越是说

得凿凿有据，流苏越是百喙莫

辩，自然在上海不能安身。流苏

盘算着，即使他不送她回去，一

切也瞒不了她家里的人。她是豁

出去了，也就让他送她一程。徐

太太见他们俩正打得火一般热，

忽然要拆开了，诧异非凡，问流

苏，问柳原，两人虽然异口同声

的为彼此洗刷，徐太太哪里肯

信。

    在船上，他们接近的机会很

多，可是柳原既能抗拒浅水湾的

月色，就能抗拒甲板上的月色。

他对她始终没有一句扎实的话。

他的态度有点淡淡的，可是流苏

看得出他那闲适是一种自满的闲

适──他拿稳了她跳不出他的手

掌心去。

    

    到了上海，他送她到家，自

己没有下车，白公馆里早有了耳

报神，探知六小姐在香港和范柳

原实行同居了。如今她陪人家玩

了一个多月，又若无其事的回来

了，分明是存心要丢白家的脸。

流苏勾搭上了范柳原，无非是图

他的钱。真弄到了钱，也不会无

声无臭的回家来了，显然是没得

到他什么好处。本来，一个女人

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

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

一个女人想给当给男人上而失败

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

料的淫恶，杀了她也还污了刀。

平时白公馆里，谁有了一点芝麻

大的过失，大家便炸了起来。逢

到了真正耸人听闻的大逆不道，

爷奶奶们兴奋过度，反而吃吃

艾艾，一时发不出话来，大家先

议定了："家丑不可外扬"，然后

分头去告诉亲戚朋友，迫他们宣

誓保守秘密，然后再向亲友们一

个个的探口气，打听他们知道了

没有，知道了多少。最后大家

觉得到底是瞒不住，爽性开诚布

公，打开天窗说亮话，拍着腿感

慨一番。他们忙着这种种手续，

也忙了一秋天，因此迟迟的没向

流苏采取断然行动。流苏何尝不

知道，她这一次回来，更不比往

日。她和这家庭早是恩断义绝

了。她未尝不想出去找个小事，

胡乱混一碗饭吃。再苦些，也强

如在家里受气。但是寻了个低三

下四的职业，就失去了淑女的身

分。那身分，食之无味，弃之可

惜。尤其是现在，她对范柳原还

没有绝望，她不能先自贬身价，

否则他更有了借口，拒绝和她结

婚了。因此她无论如何得忍些

时。

    熬到了十一月底，范柳原果

然从香港来了电报。那电报，整

个的白公馆里的人都传观过了。

老太太方才把流苏叫去，递到她

手里。只有寥寥几个字："乞来

港。船票已由通济隆办妥。"白

老太太长叹了一声道："既然是

叫你去，你就去罢！"她就这样

的下贱么？她眼里掉下泪来。这

一哭，她突然失去了自制力，她

发现她已经是忍无可忍了。一个

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

禁不起老！于是第二次离开了家

上香港来。这一趟，她早失去了

上一次的愉快的冒险的感觉，她

失败了。固然，人人是喜欢被屈

服的，但是那只限于某种范围

内。如果她是纯粹为范柳原的风

仪与魅力所征服，那又是一说

了，可是内中还掺杂着家庭的压

力──最痛苦的成分。

    范柳原在细雨迷蒙的码头

上迎接她。他说她的绿色玻璃

雨衣像一只瓶，又注了一句："

药瓶。"她以为他在那里讽嘲她

的孱弱，然而他又附耳加了一

句："你就是医我的药。"她红了

脸，白了他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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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堂叶黯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节老
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雪的欺扰，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
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廓都
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犹如
旗舰鲜明的王师，因为长期的企盼祝祷而美丽起来。

                                                                                     ——春之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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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uaDa NEC EliT faCiliSiS SED ulTriCES
By JaMES TrEEBark

   
    摘要：14世纪中叶，一场被称为
“旧世界的死神炼狱”的瘟疫席卷了整
个世界，特别是几乎破坏了整个欧
洲。据估计，8000万人口中有2500万
在这场瘟疫中丧生。欧洲积累数世纪
的物力人力被扫荡殆尽，基督教徒在
绝望中慨叹：世界的末日到了。这场
堪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的巨大灾
难，留在人类史册上的是一个可怕的
字眼：黑死病。在那些中世纪的教士
们看来，这场大瘟疫无疑是一场足以
摧毁整个世界的上帝的惩罚。这场瘟
疫是继查士丁尼时代鼠疫以毁灭性的
姿态降临欧洲以来第一次在全球范围
产生巨大影响的流行疾病，它让整个
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
化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时代，对于后来
的整个人类社会更具有深远的影响。
对于这场疾病大流行的探究也一直是
各国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我认为，在
全球史观下，对这场瘟疫大流行的发
源及传播和其造成的巨大影响的探究
都具有巨大的意义。

一、关于14世纪黑死病大流行的发
源及传播

1、关于黑死病的发源

    黑死病是一种鼠疫，主要以老
鼠和跳蚤为媒介传播。寄生在老鼠
身上的跳蚤（即鼠蚤）叮咬了人，
将细菌散布于人体伤口上，然后由
伤口侵入血液，导致疾病的产生。
黑死病是传染性极强的瘟疫。编年
史记载：“此种疾病之强烈传染性
实在可怕，当一个人染病死亡，所
有在病中见到或视过患者以及为死
者送葬的人，都会迅速地步死者的
后尘而去，没有任何防范措施。”
关于黑死病的起源在各个时代各个
地区有不同的说法，因此产生了巨
大的分歧，然而比较通行的一种说
法是，黑死病是由东方或者非洲发
源的，其中支持这一理论的麦克尼
尔提出了两个地方：其一很可能就
位在中国和印度及缅甸交界处的喜
马拉雅山麓；另一个则可能位在非
洲中部的大湖地区。现在这种说法
遭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但是可以
确定的是这场瘟疫的发源和查士丁
尼时期的鼠疫流行并无较大关联，
因此可以得出欧洲并不是其发源地
的结论。我认为，对于黑死病的发
源地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
全球的整体性。某种疾病的发源并
不是单一确定的地点，在世界的各
个角落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病毒或者
病菌的起源变异。如果以互不联系

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寻找
这种疾病的发源地便是很困难的。
当然，也正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对其
发源地的没有科学性的推测，才导
致了反犹思潮的盛行以及对非本国
民族的排斥。据统计，14世纪瘟疫
流行期间，犹太人的60个大团体和
150个小团体被消灭，不同地区大
约有350次屠杀事件发生。它不仅
造成犹太人的大量死亡，而且也迫
使他们迁徙和流亡，许多人逃到了
波兰和立陶宛。这些犹太人为东方
带去的西方文化和技术也加快了全
球化的进程。

2、关于黑死病的传播

   黑死病最初于1338年中亚一个
小城中出现，1340年左右向南传到
印度，随后向西沿古代商道传到
俄罗斯东部。从1340年到1345年，
俄罗斯大草原被死亡的阴影笼罩
着。1345年冬，鞑靼人在进攻热那
亚领地法卡，攻城不下之际，恼羞
成怒的鞑靼人竟将黑死病患者的尸
体抛入城中，结果城中瘟疫流行，
大多数法卡居民死亡了，只有极少
数逃到了地中海地区，然而伴随他
们逃难之旅的却是可怕的疫病。
它从中亚地区向西扩散，并在1346
年出现在黑海地区。它同时向西
南方向传播到地中海，然后就在北
太平洋沿岸流行，并传至波罗的
海。1347年，黑死病肆虐的铁蹄最
先踏过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最大
的贸易城市。到1348年，西班牙、

世纪          
黑死病大流
行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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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意大利、法国、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都
爆发了黑死病。到了1349年，就已经传到英国和爱
尔兰，1351年到瑞典，1353年到波罗的海地区的国
家和俄罗斯。只有路途遥远和人口疏落的地区才未
受伤害。

    这是一张记录了黑死病传播路线的图表，记录
了当时黑死病在欧洲传播的整个历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黑死病以一种极其迅速而
且不可抵抗的力量横扫了整个欧洲，没有什么能
够阻挡瘟疫死神前进的道路。在瘟疫面前，任何
民族，国家，宗教，人种的差别都失去了意义，只
剩下了两种人，活着的和死去的，或者健康的和患
病的。人类的历史比以往大部分时候结合得都要紧
密，因为在瘟疫面前，时间、空间或者种种人为加
以干涉的阻碍都没有了。我认为，黑死病的传播路
径很好地说明了整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只是
由于各种原因阻碍了人类社会的进一步联系。我们
不难发现，只要具有了充足的条件，人类完全可以
从相互独立的状态中走向联合。从全球史观的角度
来看，这次瘟疫的传播不只是一次世界性的灾难，
在其背后更反映着世界的整体性，这是一次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全球性事件，它深刻地反映了人类世界
具有普遍的联系性，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区域是可以
独立于整个世界存在的，即使由于某种原因封闭起
来，在瘟疫的冲击下也不得不把自己置身于相互联
系的世界中。

二、黑死病所造成的影响

1、对当时欧洲的影响

    黑死病对欧洲社会的最直接的影响，是造成
人口的大量死亡。中古城市人口集中，接触相对
密切和频繁，卫生设备落后，卫生知识缺乏，遭受
的危害最为惨烈。从欧洲各地死亡人数看，从三分
之一到十分之九不等。根据现代人口学家对染病
的广大地区的全面估计，欧洲人口8000万中死亡
2400~2500万，即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于是，人
口的大量死亡造成欧洲社会政治秩序的极大混乱。
瘟疫过后的劳工数量缺乏对也欧洲尤其是西欧社会
经济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随之经济上的影响到
达了社会上。劳动力的大量减少导致了农奴制的瓦
解和庄园体系的崩塌，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中世纪制度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

对于整个欧洲制度的转型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
次，教会威信日益下降，反教会的异端和神秘主义
团体壮大，反教会势力为日后的宗教改革运动奠定
了基础，而宗教改革运动，更为整个欧洲思想和文
化的转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对当时世界的影响

   首先，黑死病使欧洲长期存在的虐犹思潮变成了
大规模屠犹运动，并得到上层统治者的支持，从而
在地域和精神上确立了把犹太人同其他人隔离开来
的“犹太区”。犹太人和其他被迫害的民族逃离欧
洲，促进了世界间的联系和文化交流，加强了东西
方之间的沟通。其次，由于疾病的迅速传播导致人
们采取措施进行预防监视治疗，从而促进了全球范
围内医药学和医药科技的发展，同时由于瘟疫时期
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剑桥大学建立了3个新的学院，
即三一学院、圣体学院和克莱尔学院，其中1352年
建立的三一学院主要为研究医学和宗教服务。新兴
大学对瘟疫和各种疫病的研究，推动了欧洲医学尤
其是解剖学和外科学的长足进展，也促进了整个世
界医学的进步，从而延长了人们的平均寿命，对人
类文明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再次，在新大陆上，那些已经在欧洲退隐的瘟神
们又开始了他们的屠戮，当时流行的黑死病以及天
花，肺炎等一系列疾病在征服印第安人的历程中起
了巨大作用，客观上来说，加快了将新大陆纳入世
界体系的历程。

3、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及反思

    当代人对于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大流行已经有
了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然而现在的各种全球性流
行疾病，例如非典、甲型H1N1流感以及埃博拉疫情
等依然在困扰着我们。我们应当从14世纪的瘟疫中
吸取教训，联合起来面对各种疾病的侵袭。必须将
传染性较强的疾病置于全世界范围里来考虑各种方
面的应对措施。全球史观下对许多问题的探究都可
以发现新的观点，得到新的发现，关于全球史观下
的疾病流行的探究，还有很多可以研究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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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作为中国最早
的古典诗歌总集，记录了从西
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
社会风情，反映了先秦时期黄
河流域的人文生活，是中华民
族源远流长的宝贵精神财富，
它用“赋比兴”三种手法，“风雅
颂”三种体裁，生动而形象地，
用最淳朴而最富有深意的语言
描绘了距今约三千年的社会生
活。尽管其中大部分的诗歌其
作者与具体写作时间事件已不
可考，但在历朝历代的诗经学
说研究的基础上，当代《诗
经》的缎带研究已经取得了重
大突破，其对于研究西周至春
秋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雅诗对
于西周政治生活的研究作用，
正在不断地强化，为西周分封
制、宗法制、礼乐制等政治制
度及政治生活的表现提供了更
多形象的、鲜明的研究资料，
也对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演变起
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选取了《鹿鸣》和   
《雨无正》两首诗歌作为研究
对象，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1.这两首诗内容浅显易懂，
国内外对其内容的解释存在
的争议较小，《鹿鸣》被普
遍认为是反映了西周初期礼

【关键词】

燕飨诗 怨刺诗 雨无正 鹿鸣 

西周政治

从
当
代

诗
经

研
究
看
西
周
政
治
生
活
变
迁

【内容摘要】
    本文研究的内容分为两个
板块，分别以《鹿鸣》为燕飨
诗的代表，研究西周初期在礼
乐制度下的稳定社会秩序及其
所反映的礼乐文化精神，体现
西周初期的繁荣昌盛；以《雨
无正》作为怨刺诗的代表，研
究西周中期以后到西周末期礼
崩乐坏，社会秩序不稳，君主
昏庸，朝政黑暗的政治局面，
由两者结合已知周代史实总结
出诗经对于西周政治生活的体
现作用。

——以《诗经·小
雅·鹿鸣》《诗经·
小雅·雨无正》为切
入点

燕都学院 
汉文学专业 朱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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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宴礼文化与西周初期君臣关系
的诗歌，而《雨无正》被普遍认为
是反映西周末代君王周幽王统治时
期政治黑暗的诗歌。

2.这两首诗歌特点鲜明，涉及的有
关政治的方面都是君臣关系与礼乐
制度，站在同一个维度上分析西周
初期与末期两种不同的政治生活的
特点，对比更鲜明，更能直观地反
映西周政治生活的变迁。

3.这两首诗歌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
深远，后人引用其典故也较多，说
明其反映了两个时期西周政治生活
的鲜明特点，且为后人所广识。

综上原因，本人选择《雨无正》和
《鹿鸣》作为研究《诗经》中的西
周政治生活变迁的载体。

         《诗经》中反映西周政治生活的诗歌可以大体分为两
类，一种是产生于西周初期的燕【宴】飨诗，记录了西
周的宴饮、祀礼、礼乐等，反映周初社会繁荣、和谐、
融洽，代表有《鹿鸣》《南有嘉鱼》《宾之初筵》等；
另一类为怨刺诗，内容主要以丧乱、针砭时政为主，它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王朝的由盛转衰：王室衰微，朝
纲废弛，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等等政治生活现象，对于
后代研究周代的政治生活变迁有着重要的辅助性作用。
其中代表有《小雅》中的《雨无正》《节彼南山》等。

         《鹿鸣》，作为燕飨诗中的代表作，反映出的是周
王宴会群臣的情景。此诗以鹿为起兴，“呦呦鹿鸣，食野
之苹”，以鹿见到美食便呼唤朋友相来享用的情景，兴起
周王置备美酒佳肴召群臣嘉宾宴会欢饮。而“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的场面，既体现了西周初年宴会场面的繁盛，
更反映出西周对于礼乐的重视，将“鼓瑟吹笙”作为宴请宾
客、欢迎客人的重要礼仪；“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体现了
西周初期，周王求贤若渴，对于贤才的尊重与礼遇，而
双手奉上礼物的动作，反映出礼乐文化在西周政治生活
中贯穿每一个细节，体现周人将礼仪融入到具体的行为
动作中而非语言之中，再一次证明了其行动主义的文化
实质与“不敬则礼不行”的原则。“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体
现西周初期，君臣关系间的融洽和谐，臣子对周王的尽
心尽力，忠心耿耿，对周王不怀二心，爱戴周王，尽力
辅佐；而周王也十分爱护臣子，对臣子虚怀若谷，广纳
贤言。下一段中的“我有嘉宾，德音孔昭。”体现了当时的
臣子都是德才兼备，能够对辅佐周王起到积极作用的。“
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说明在当时社会对礼仪道德
的重视，对君子行为的推崇，以及隐含的，对于人民的
关注。无怪乎后世曹操将《鹿鸣》中诗句引用至其作品
《短歌行》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
吹笙。”寄托了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情；在唐宋科举考试举
行的宴会上歌唱《鹿鸣》，称为“鹿鸣宴”。更说明在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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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月受到拱卫爱戴的地位上了，
此时的分封制已经出现了瓦解的
迹象。下段中“如何昊天，辟言不
信。如彼行迈，则靡所臻。凡百
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
畏于天。”体现出与《鹿鸣》中周
王广纳谏言不同的，周天子不再
听信忠言，官员们也不再向周天
子建言献策，前者昏聩无能，后
者明哲保身，使得整个西周社会
的道德与纲常逐渐沦丧，朝纲日
趋混乱。

    在最末一段“谓尔迁于王都，
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无言
不疾。昔尔出居，谁从作尔室？”
凸显了面对日趋崩坏的政局与动
荡的社会，上至天子诸侯，下至
卿大夫，都不以周王朝的兴盛为
己任，采取了放任与逃避的态
度，与周朝初期天子与臣子一同
为治理好国家劳心劳力，从而使
得社会稳定统一，人民生活安定
的政治生活截然相反，反映出礼
崩乐坏下，政治秩序的瓦解，分
封制的没落，王室的衰微。
   
         晁福林先生将西周王朝的政
治生活简单地分为前中后三个阶
段，《鹿鸣》的写作时间据考证
应当属于武王灭商到康王的西周
前期，而《雨无正》的写作时期
恰好是厉王到周幽王的西周后
期。从已有的考古发现与历史文
献中证明了，西周前期，周王朝
从巩固走到繁盛，此时的西周社
会安定，经济发展迅速，国力昌
盛，为西周建立一系列严密而繁
杂的礼仪制度、刑罚制度、典章
制度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
周从一个小国发展壮大成为一个
泱泱大国。但从昭王开始，西周
由前期过渡到中期，从巩固过渡
到扩张，在社会稳定且高速发展
的同时，也在孕育着更多新的社
会矛盾，如奴隶主贵族内部的利

人心目中，《鹿鸣》及其所隐
含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了后
世中对于君臣关系，社会氛围
的理想范本，充分体现了君臣
有序，社会繁荣，礼仪周至，
崇尚道德，朝政清明的政治生
活背景。

   
    而创作于周末的《雨无
正》，作为怨刺诗的代表，则
与之产生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正雨”即在恰当的时间下雨，或
称在农业需水期时降雨，对于
生产力落后，科学不发达的古
代，这种自然现象说明了人民
与统治者受到了神灵的庇佑。
反之，“雨无正”则说明统治者
或人民为恶多端，行为不轨，
触怒了神灵，从而遭到了大自
然的惩罚。《雨无正》的作者
以此起兴，就是在隐喻统治者
昏庸无道，官吏的腐败无能，
导致国家动荡不安，受到了上
天的惩罚。
    “降丧饥馑，斩伐四国。”
体现了对于自然经济农耕文明
的社会最大的打击——战乱与
饥荒对于人民的危害之重，反
映了周末社会动荡不安，逐渐
由盛转衰，渐趋没落的社会现
实。

       “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正
大夫离居，莫知我勚。三事大
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
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为
恶。”一段反映了周末王室衰
微，国将不国，高官大臣不肯
为国辛勤，诸侯不肯为国效
力，统治者不顾百姓的希望施
行庸政暴政，与《鹿鸣》中的
人心所向，各司其职不同，此
时的周王室已经不再处于众星

益矛盾、奴隶主贵族与平民阶级
的矛盾等等，最终在厉王时期激
化为国民的暴动，而这种对于礼
乐礼法的破坏，社会秩序的不稳
定一直持续到周幽王时期，统治
者的昏庸无能，宠幸褒姒而烽火
戏诸侯等等不能算是周王朝末期
颓败之势的唯一原因，通过《雨
无正》诗歌中对于社会背景的铺
垫可以看出这个时期西周的衰落
之势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是来
自外部的天灾饥荒、战乱，与来
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纠葛及不
同阶级间的矛盾所共同导致的。

    通过对这两首诗的剖析对比，
不难看出，在周朝初期，周作为
一个刚刚建立了稳定统一国家的
新政权，它的社会秩序依托礼乐
制、宗法制、分封制这三项基本
政治制度，形成了氏族色彩浓
厚，礼乐文化贯穿始终，君主与
贵族联合执政的社会政治局面，
在这个时期，社会整体呈现一种
蒸蒸日上的前进趋势，君臣之间
的关系十分融洽，统治者十分贤
明，励精图治，广纳贤言，后世
评价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而
臣子的道德与才能也比较高，对
于国家的建设起着十分关键的作
用，对人民的意愿十分关注与重
视，对君主十分忠心与爱戴，整
个社会崇尚君子之风，等级秩序
稳定，中央权力较为集中，政治
清明。

学术风|智思轩                                                                                                                                                                                                                                                                                                                     学术风|智思轩   



First Edition Magazine | 21

    而经过几百年的变迁，到了周末，由于分封各国的诸侯势力不断扩大，卿大夫士等官僚贵族要求
更多的自身利益，北方少数民族犬戎对中原政权的威胁扩大，统治者的昏庸无能等各种因素，形成
了王室衰微，中央权力下移，礼乐制、分封制逐渐破坏，以君子之风为标准的社会道德不断沦丧，
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各层官员都不再重视人民生活，使得中原政权在连年的饥荒、战乱中岌岌可
危，朝政的昏暗更加速了西周的灭亡，最终在周幽王的统治时期西周被北方少数民族犬戎所灭，不
得不迁都洛阳，开始了东周时期。然而，礼崩乐坏，中央权力下移，王室衰微，分封制瓦解的局面
不断加重，由西周初期的统一稳定，变为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分裂割据、逐鹿中原的政治局面。
  
         可见，《诗经》的意义与价值，不光在于其对于研究诗歌演变的文学价值，更有对于当时西周社
会政治生活研究的历史价值，这也是由西周时期诗歌的现实主义特点所决定的，作为一部反映社会
生活的诗歌总集，《诗经》记录的不光是诗歌中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物，更是在西周各个时期各个
阶层不同人群的生活状态，从更为感性而主观的角度反映出了西周社会政治生活的变迁与人们对于
这种政治生活的看法，它不是史书，没有对某一个历史事件详细而具体的描述，却有着史书上所不
曾有的，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变迁的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情感。这，也是《诗经》之所以经久不衰的原
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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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酒论英雄

自幼便被无数英雄豪杰的光辉环绕。林则
徐在鸦片盛行摧毁国人身心之际掀起一场轰轰烈
烈的“虎门销烟”运动，其正义与魄力大长国人
之士气；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肆虐之时放弃丁忧
组建湘军，其临危不惧与处变不惊终使清朝免遭
暴徒毁灭；康有为在民族危机加深之时主张激进
改革，其艰辛寻觅与努力争取终换来了“百日维
新”的伟大尝试……然而，少年时代被大人们津
津乐道的“英雄”又究竟是何等人物？读罢此书
不免发现，时势造英雄，时势亦限英雄。

林则徐是一位勤勉清廉的官员，从举人进
士到翰林院编修、乡试正考官，最后再到湖广总
督、钦差大臣，可以说他是清朝科举考试制度

下培养出来的一位标准的清廉
官员。他在皇帝饱受鸦片之弊
困扰之时的数次请柬与慷慨陈
词更是尽显一位实干家的政治
眼光。然而，也正是这位古老
中国培养出来的典型官员，在
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信函中
以“天良何在”作为对英国鸦
片进口表达抗议的最大支撑。
他固执地相信伦敦不会在鸦片
贸易这样邪恶堕落且臭名昭著
的事件上支持英国商人，却无
法理解英国人对改变贸易逆差
境况的迫切渴望，对扩大海外
利益的执着热衷。这位正直的
官员在抓获了帮助英国人走私
鸦片的公行总商后未经审判便
将其投入大牢，认为那是法律
的正当实施及对走私歹徒的正
义惩罚，却无法理解英国眼中
的“对其生命、自由和财产的
强盗行径”。他甚至坚定地相
信英国人没有茶叶和大麻就活
不下去，认为英国士兵的双腿
因打了绷带而不能伸展……然
而，这些在现在看来颇令人瞠
目的想法和做法却并非林则徐
的错误，而是时代不可避免地
烙印在他身上的愚昧。林则徐
的一生经受的都是正统的儒家
教育，森严的等级观念和强烈
的道德信条自然让他在写予英
国女王的信函中以良知作为论
证一切的准则。长期的闭关锁
国、科举考试中的写诗作赋亦
从未向这位鄙视商人的官僚阶
层展示过何为经济利益，何为
自由贸易。同时，一直以来的
君 主 专 制 让 法 律 置 于 皇 帝 之
下，在正直的林则徐看来，对
犯人不假思索的严惩甚至酷刑
就应当是最为公正的判决。他
是时代造就的“英雄”，可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一些
无知与愚昧也正是整个时代悲
哀的缩影。他在国人萎靡之际

——《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读书报告

摘要：近代中国，一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史，一部必须正视的
反省录。智慧与愚昧，战争与求和，前进与倒退，屈辱与荣耀，帝
国主义的侵略伴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封建文化的腐朽激发起仁人
志士的觉醒。我不知道自己是怀着一种怎样复杂的心情读完了这本
史书，然而泱泱华夏在饱经沧桑后的艰难崛起却着实令人思绪万
千。站在今天的视角上再回首审视这四百年来的峥嵘岁月，我想，
历史赋予我们的，便是那一份动荡之后值得冷静下来思索的伤痕与
厚重。

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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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颖而出，然而，他的思维与
眼 界 却 又 终 脱 不 了 时 代 的 桎
梏。

曾 国 藩 、 康 有 为 亦 是 如
此。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起
义中立下赫赫战功，然而，和
林则徐同为坚定儒家学者的他
也是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卫道
传统文化的信条使他在镇压天
平天国的运动中获得了不少支
持者，但也正是这样的信条限
制了他在之后的变革运动中的
视野。虽然他和李鸿章等人共
同领导的洋务运动一定程度上
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可
固执保守的“儒家文化优于一
切”的坚定立场却也终使得变
革难切要害。康有为经历了理
学教育与西方文化两种极端的
徘徊，他虽然比曾国藩等洋务
运动的倡导者更进一步有了改
变制度的视野，可是假托孔子
改制的做法却让他难以获得正
统学者的认同，对光绪皇帝的
天真信赖，对“改革”而非“
革命”的偏执坚持也是维新变
法成为百日泡影的原因之一。
当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对这些愚
蠢 和 荒 谬 感 到 大 跌 眼 镜 的 时
候，其实，他们只是特定时代
下 不 可 避 免 的 产 物 。 封 建 礼
教、专制统治、王位继承，已
在那个单一文化统治的时代囚
禁和僵化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
所有国人的思维，不要说冲破
甚至推翻这种文化，能在国门
刚刚开放之时想到军事自强和
制度改革，已实属芸芸众生中
的万幸！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该以
一种怎样的眼光看待昔日的“
英雄们”？我想，必当把他们
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在肯定
功绩的基础上客观批判，继承
伟业，反思不足。英雄乃时代
之英雄，成就乃时代之成就，

若是抛开了一个人所处的大的
思 想 文 化 背 景 而 就 英 雄 论 英
雄，难免会流于主观。细细想
来，历史上无论是功成名就的
王侯将相也好，饱遭诟病的小
人佞臣也罢，他们的功绩或结
局自然与自己本身的人格才华
修养有关，然而在他们身上，
却又或多或少地留有时代的影
子、时代的局限，而对这些“
时代烙印”的关注也正是引导
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包容、
评判历史人物的必须要素，它
使我们对英雄豪杰不至于盲目
崇拜，对奸猾小人也不是简单
否定。其实，每一个时代也正
是由这一个个形形色色的个体
的组成，把每一个个体身上的
时代印记组合在一起，积累、
汇集、放大，我想，也就可以
还原出一个时代的特征吧！

煮酒再论英雄，还英雄一
个客观，也正是还历史一个公
正！

    文化何去何从？

    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
近代这场反对外侮争取独立的

政治奋斗，也正是一场儒家学
者在经历了西方文化猛烈撞击
之后艰难求索的文化奋斗。

儒家，这个作为中国王朝
大一统的文化主流，自汉朝起
就被奉为了神圣至尊。它代表
了中国的纲常伦理，它造就了
中国的繁文缛节，它巩固了中
国的等级观念，它更是在一代
又一代王朝不断完善的科举考
试和不断加强的中央集权中得
以传承和强化，逐渐融入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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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的身体和血脉，成为了每一位渴望功名之人
为之骄傲、为之倾心、为之疯狂、甚至甘愿为之
献出全部生命的东西。泱泱华夏，凭借儒家文化
的自豪感高高在上地自居着，以其强大的同化力
同化了几乎每一个异族入侵者，以其独特的吸引
力让周边的番邦列国俯首称臣。

可是，忽然有一天，列强的舰艇炮船试图
撞开这统治了几个世纪的文化枷锁。宗教、神学
的观念不断渗入，自由、平等、法治的思潮接踵
而来。然而，这汪文化的深潭究竟还是太庞大、
太深邃，以至于在遭受了列强第一次攻击之后人
们毫无反应，只把责任归咎于统治者的用人失
误；以至于偏要经历数次炮火才有人觉醒，而每
一位孤独的觉醒者又无疑要寡不敌众地受到四面
夹击；以至于从军事上开始有所变化，到最终推
翻封建王朝意识到文化变革的重要性，竟需要走
过半个多世纪的迟钝、争执、失败。我不由得想
到柏杨先生曾经对中华民族“酱缸”文化所作出
的解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
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
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
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
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
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列
强的炮火，因为是它们为中国这潭死了两千年的
酱缸注入了新的活力。可令人惊讶的是，为了让
这潭死气沉沉的酱缸重新流动，智慧的中国人竟

要遭受这么多次的攻击，竟要
经历这么长时间的跌宕。我想
这也是中国近代的经历中最该
引起我们重视和思考的东西。

长 期 以 来 ， 中 华 文 化 都
具有着强大的同化力，而非凝
聚力。它将大部分试图侵略它
的异族同化，然而却很难吸收
其他文化中新颖的东西。这种
自成一体的同化力一方面造成
了中国人强烈的文化自负，固
执地认为自己的文化就是最伟
大最正统最无可挑剔的文化，
另一方面，长期在封闭文化圈
中的循环往复、自生自灭，也
使得当它达到了一个高峰之后
便再也停滞不前。新航路开辟
之前，中国凭借着庞大的国土
和专制统治尚可以在亚洲称王
称霸，然而当强大西方带着好
奇、欲望和些许的挑衅向这酱
缸发起攻击，中华民族早已根
深蒂固的保守、自负、无知终
导 致 这 潭 文 化 死 水 的 不 堪 一
击。

然而今天，我们的文化似
乎又在走向另一个极端。

自 从 新 文 化 彻 底 摧 毁 了
旧道德、旧思想，大量涌入的
西方文化便成为了无数国人热
衷的对象。中国人的特点之一
便是太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
一个极端。刚刚告别了封建糟
粕，西方崭新的文化意识便又
蒙蔽了人们的双眼，而这种对
西学的盲目一直延续到了当今
社会。当我们在别人的文化长
河中随波逐流的时候，我们自
己文化的又该向何处奔涌

文 化 之 独 立 ， 文 化 之 包
容 ， 既 非 在 自 我 的 圈 子 里 固
步自封，也非在外来的冲击中
忘本忘源，而是以兼容并包的
态度和平等开放的胸怀接纳、
尊 重 、 理 解 、 包 容 不 同 的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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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在学习和互补的过程中
使自己的文化更加具有生命力
和创造力。传统文化的封建糟
粕虽然曾经长期停滞了中国的
发展，然而它焕发出来的光辉
魅力也正是千百年来维系华夏
民族生存的精神纽带。面对多
元的世界，中华文化到底该何
去何从？我想，唯有做到不忘
本，不排他，我们才能在不久
的将来真正实现新文化运动的
学者所追求的——中西文化精
华的结合，完全现代化的，同
时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文
化。

        铮铮铁骨情

    徐中约在书中说：“近代中
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
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
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
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
之 从 一 个 落 后 的 儒 家 普 世 帝
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
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
家。”
         数载奋斗，峥嵘岁月，走过
了反帝反封建战争，反法西斯
战争，内战，争取民族独立和
国际地位的斗争。然而，中华
民族在四百年间的跌宕起伏后
却终于崛起，历经苦难而气数
未衰，屡遭欺凌而意志更坚。
我想，这正是因为无数仁人志
士在国难当头时觉醒与担当。
他们或许在邪恶势力面前显得
势单力薄，他们或许难以摆脱
狭隘的时代局限，他们或许经
历 过 错 误 的 探 索 和 失 败 的 教
训，可是，他们却在祖国需要
的时候毅然挺起了民族脊梁，
用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勇气，
他们的鲜血，他们的生命，引
领 中 华 民 族 在 黑 暗 中 追 逐 光
明，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是的，400年的漫漫长路，
中国在屈辱中亦有荣耀，在艰
难中亦有振奋，在暗淡中亦有
光辉，在软弱中亦有铁骨！

     我想，这部近代史带给我的
不仅是思索，更是担当。

今日之我们，不该忘记，
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里，思
想 的 封 闭 所 带 来 的 蹂 躏 与 欺
凌；今日之我们，必当铭记，
在那段风起云涌的动荡中，前
辈 们 承 受 的 苦 难 与 付 出 的 艰
辛；今日之我们，依然需要，
在这个和平昌盛的社会中痛定
思痛、继往开来，心有家国情
怀，不失铮铮铁骨！

历史的车轮缓缓前进着，
走过沉痛的昨日，走向未知的
明 天 ； 时 代 的 薪 火 代 代 相 传
着，记录着伤痕与辉煌，承载
着 憧 憬 和 希 望 。 阳 光 穿 透 乌
云，雁过不留痕迹，但是，在
脚 下 的 土 地 上 ， 历 史 总 会 记
得，在头顶的长空中，使命还
在等着！

                                  

                            文_袁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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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Sir isaac Newton demonstrated his idea on the motion of bodies in his treatise 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
cipia Mathematica, in which we are allowed to access the original expressions of all concepts of classical 
mechanics we use today. In this treatise, Newton began in his preface with eight epoch-making defini-
tions,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about the view of space-time, and then presented the three laws of mo-
tion and a couple of corollaries. Book One and Book Two of the treatise deal with the motion of bodies, 
and the motion of bodies that are resisted in the ratio of the velocity, respectively. another spectacular 
achievement came in Book Three, describing the system of the world in mathematical treatment, where 
the gravitational law was demonstrated.

Here in this publication, i will show that some of the common recognitions of the axiom system of 
Newtonian Mechanics 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expressions of some concepts 
in classical mechanics should be reassessed, for instanc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quantity of matter and 
mass, a circulation in logic to the definition of density and the basic assumptions behind the three laws, 
etc.

on the axiom system of newtonian mechanics

Discussions on DefinitionⅠ

DefinitionⅠ is stated as follows: 
The quantity of matter is the measure of the same, arising 
from its density and bulk conjointly,
where the concepts the quantity of matter and den-
sity are not clear to us. Now i’m going to unveil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two terminologies. 

as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foreign words into 
Chinese is essential for our understanding, but 
sometime it can be troublesome. if we try to trans-
late the terminology the quantity of matter, we will 
find it the same as the translation of another termi-
nology the amount of substance, which is the measure 
of the size of an ensemble of elementary entities 
with a dimension of mole. Comparing the mean-

ren yi
Honours College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ing of “quantity” to “amount”, which is respectively 
“a quantity is an amount that you can measure 
or count (can be quantified)” and “the amount of 
something is how much there is, or how much you 
have, need, or get”, and the meaning of “matter” 
to “substance”, which is respectively the “matter 
that is the physical part of the universe consisting 
of solids, liquids, and gases ” and “a substance is a 
solid, powder, liquid, or gas with particular proper-
ties”, we will be able to find that the words “quanti-
ty” and “matter” emphasize the separable nature of 
a body, that is, any body can be separated into a lot 
of small enough segments, or namely, a body can 
be recognized to be a convergence of many small 
enough particles and we are able to count the 
particles one by one, whereas the words “amount” 
and “substance” underline the whole. from such 
an analysis, we see preliminarily a thought of sepa-
rable nature of bodies. We can then notice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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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thought was deep in mind by Newton, as 
several other contributions of him are involved in 
the consideration. In 1687, the first edition of Prin-
cipia Mathematica was published, while in 1704, 
another most famous treatise by Newton, Optics, 
was published, in which he disclosed his support 
on the view that light has a particulate nature. 
Tracing back to again earlier argument, ta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al-
culus into account, Newton should have been in-
fluenced by the idea generated much earlier that 
one could calculate the sum by first separating 
them into small enough segments just as what 
the riemann integral gave, and then introduced 
the Newton-leibniz formula to actualize the rie-
mann integral calculus. a view of separable, as we 
have seen above, had taken root in his brain. 

and what is “density”? Since the believed separa-
ble nature of bodie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Newton’s acknowledgements, combining the 
concept of the quantity of matter, we can be aware 
that density here has taken a newly defined mean-
ing, “the spatial property of being crowded to-
gether”, which describes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separated small enough particles. in fact, density 
has two meanings, one is in microscopic - “density 
is the extent to which something is filled or cov-
ered with people or things”, which represents the 
concentration, and the other is in macroscopic - 
“in science, the density of a substance or object is 
the relation of its weight to its volume”, which de-
notes the ratio of weight to volume. Therefore, we 
can see that a view of particulate nature of matter 
had been created in Newton’s mind.

Some people say that Newton made a circula-
tion in logic to the definition of density, because 
the density was defined to be the ratio of mass to 
volume but the quantity of matter, which is the 

ancient expression of mass, was, however, de-
fined to be the product of density and volume. 
This means the definition of density was aroused 
from mass, but the definition of mass was again 
derived from density, which is a circulation in 
logic! The attentive readers now will soon find 
the shortcomings of this saying. firstly, i have 
shown that the concept density was a new de-
fined quantity by Newton to describe the con-
centration of the separated small enough par-
ticles, but was not the ratio of weight to volume, 
not to mention the ratio of mass to volume! as 
for the concept mass, people in that era did not 
know “mass”! Inertial mass is a later defined con-
cept to describe the inertia of a body. People in 
that era only knew how to determine how heavy 
a body was by its weight! Weight was the only 
available measure! Therefore, there is no circula-
tion in logic made by Newton!

Some other people will question me that, since 
i said quantity of matter is not the ancient expres-
sion of mass, that is, quantity of matter is not the 
measure of inertia of a body, what is the measure 
of inertia? The answer appears in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See Definition Ⅲ). 

Since the quantity of matter was defined, how to 
determine it? The first definition tells us that 
quantity of matter is defined to be the product 
of density and bulk, that is, we can obtain the 
quantity of matter by multiplication of density 
by its bulk. However, the density is the measure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small enough particles, 
but we cannot determine how the particles look 
like or how many the particles are, which makes 
the calculation of quantity of matter impos-
sible. Therefore, another path should be found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new path to calculate 
the quantity of matter is to get weight involved. 
We use quantity of matter = k × weight instead of 
the definition formula quantity of matter = density 
× bulk, because the quantity of matter was found 
by Newton through the experiment of a simple 
pendulum to be proportional to its weight, but 
we have to assume the coefficient k of propor-
tionality to remain constant despite it actually 
alternates when the body is taken upwards or 
downwards with respect to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because if we do not take this assump-
tion, any of the calculations will still be trouble-
some. Hence this is a fundamental as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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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ewtonian Mechanics, as we will see later that this 
assumption penetrates through many of the defini-
tions and laws.

Discussions on DefinitionⅡ

DefinitionⅡ gives “The quantity of motion is the measure 
of the same, arising from the velocity and quantity of matter 
conjointly”, in which the quantity of motion is commonly 
considered to be the ancient expression of momentum. 
However, this saying does also have shortcomings. 
For the quantity of motion in this definition can be 
written as the product of quantity of matter and its ve-
locity, where the quantity of matter is not equivalent to 
mass, but is the measure of matter.

Some more people will question me that, since i say 
the quantity of motion is not the ancient expression 
of momentum, what is it? The answer will come in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See Definition Ⅷ).

Taking deep insight into this definition, we are al-
lowed to look further into the view of particulate 
nature of bodies. a body does gain something when 
moving, and the measure of the accumulated quan-
tity is given by the quantity of motion. a whole 
body, when having a motion, obtains the sum quan-
tity of every small enough particle that constitutes 
it gained, that is, the quantity of motion of a whole 
body equals to the sum of the quantity of motion of 
every particle constituted, where we see clearer the 
particulate nature of bodies.

Discussions on Definition Ⅲ 

The inertia is given in Definition Ⅲ that “The vis insita, 
or innate force of matter, is a power of resisting, by which ev-
erybody, as much as in it lies, continues in its present state, 
whether it be of rest, or of moving uniformly forwards in a 
right line”, but the inertia here, which is the actual an-
cient expression of inertial mass, is defined to be a 
force, differing from the modern concept.

Since the inertia is proportional to the quantity of 
matter, which can only be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fact that the quantity of matter is proportional to the 
weight, the former assumption that the coefficient of 
proportionality k is a constant also involves in the cal-
culation of inertia.

Discussions on Definition Ⅷ

Definition Ⅷ finally gives the motive force, 
which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be the real an-
cient expression of momentum: “The motive quan-
tity of a centripetal force is the measure of the same, 
proportional to the motion which it generates in a given 
time.” from the calculation formula

where t is another coefficient of proportionality 
that is different from k, we will soon notice that 
it looks like the calculation formula of momen-
tum

as it should be.

Discussions on Law Ⅱ

The second law states “The change of motion is pro-
portional to the motive force impressed; and is mad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right line in which that force is 
impressed”, which is the reverse of Definition Ⅷ. 
Therefore, the second law, in fact, is an applica-
tion of the eighth definition, but not an inde-
pendent law as commonly thought.

Discussions on the “repeated” assumption 
throughout the axiom system

There is a fundamental assumption that we 
made it clear jus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constant assumption of the coefficient of pro-
portionality. it appears again and again, in the 
second definition, eighth definition, and finally 
in the second law. Therefore, the fund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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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umption behind the second law is the as-
sumption of the coefficient of proportionality k 
to be constant, whereas today, we consider the 
fundamental assumption behind the second 
law as the assumption of a constant mass, since 
the concepts of inertial mass and gravitational 
mas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e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behind the first 
law and the third law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the same as that of today, which is the absolute 
space-time assumption, and the action at a dis-
tance assumption,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i have made it clear that, the quantity of mat-
ter and density describe the properties of small 
enough particles which constitute a whole body, 
in which the quantity of matter is not equivalent 
to the concept of mass today, while there is not 
a circulation in logic to the definition of density, 
for it is actually the reflection of particulate na-
ture of bodies. and i have made it clear that, the 
quantity of motion is not the ancient expression 
of momentum, while the inertia is actually the 
ancient expression of inertial mass. i have made 
more things clear that, the motive force is actu-

ally the ancient expression of momentum, and 
the second law is an application of the eighth 
definition, but does not appear independent-
ly, whereas the fundamental assumption be-
hind the second law differs from today’s, being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coefficient of propor-
tionality k in the calculation formula quantity of 
matter = k × weight  remains constant, not being 
today’s understanding that the inertial mass 
remains constant.

in general, the axiom system of Newtonian 
Mechanics is a perfect approximation in mac-
roscopic and low-speed condition, based on 
three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behind each 
law of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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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for the sake of brevity, the contents that are simi-
lar to modern concepts or have no arguments or 
misunderstandings have been neglected. However 
for the readers who know little about Newtonian 
Mechanics but like digging deep in this field, omit-
ting the relevant contents can make them puzzled. 
Hence the complete contents and instructions are 
listed below.

DefinitionⅠ   The quantity of matter is the measure of the 
same, arising from its density and bulk conjointly. 

Here is no regard in this place to a medium, if any such there 
is, that freely pervades the interstices between the parts of 
bodies.

DefinitionⅡ     The quantity of motion is the measure of 
the same, arising from the velocity and quantity of matter 
conjointly. 

Definition Ⅲ    The vis insita, or innate force of matter, 
is a power of resisting, by which everybody, as much as in it 
lies, continues in its present state, whether it be of rest, or of 
moving uniformly forwards in a right line. 

Definition Ⅳ    An impressed force is an action exerted 
upon a body, in order to change its state, either of rest, or of 
uniform motion in a right line. 
This force consists in the action only, and remains no longer 
in the body when the action is over. For a body maintains 
every new state it acquires, by its inertia only. 

DefinitionⅤ     A centripetal force is that by which bodies 
are drawn or impelled, or any way tend, towards a point as 
to a centre.
A centripetal force refers to any force pointing to a centre, 
for instance, 

•	        gravity, by which bodies tend to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	        magnetism, by which iron tends to the loadstone;
•	        and that force, whatever it is, by which the plan-

ets are continually drawn aside from the rectilinear 
motions, which otherwise they would pursue, and 
made to revolve in curvilinear orbits. 

The quantity of any centripetal force may be consid-
ered as of three kinds: 

•	 Absolute
•	 Accelerative
•	 Motive

Definition Ⅵ            The absolute quantity of a cen-
tripetal force is the measure of the same, proportional 
to the efficacy of the cause that propagates it from the 
centre, through the spaces round about. 

Definition Ⅶ    The accelerative quantity of a cen-
tripetal force is the measure of the same, proportional 
to the velocity which it generates in a given time.

Definition Ⅷ    The motive quantity of a centripetal 
force is the measure of the same, proportional to the 
motion which it generates in a given time.

Remark of Definition Ⅵ-Ⅷ    
These quantities of forces, we may, for the sake of 
brevity, call by the names of motive, accelerative, and 
absolute forces; and, for the sake of distinction, con-
sider them with respect to the bodies that tend to the 
centre, to the places of those bodies, and to the centre 
of force towards which they tend; that is to say, I re-
fer the motive force to the body as an endeavor and 
propensity of the whole towards a centre, arising from 
the propensities of the several parts taken together; 
the accelerative force to the place of the body, as a 
certain power diffused from the centre to all places 
around to move the bodies that are in them; and the 
absolute force to the centre, as endued with some 
cause, without which those motive forces would not 
be propagated through the spaces round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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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Space, Place, and Motion
It will be convenient to distinguish them into

•	 absolute             and        relative, 
•	 true                    and        apparent, 
•	 mathematical     and        common. 

Ⅰ. Time 
•	 Absolute, true, and mathematical time, of itself, 

and from its own nature, flows equably without 
relation to anything external, and by another 
name is called duration; 

•	 Relative, apparent, and common time, is some sen-
sible and external (whether accurate or unequa-
ble) measure of duration by the means of motion, 
which is commonly used instead of true time; such 
as an hour, a day, a month, a year. 

Ⅱ. Space
•	 Absolute space, in its own nature, without rela-

tion to anything external, remains always similar 
and immovable. 

•	 Relative space is some movable dimension or 
measure of the absolute spaces; which our senses 
determine by its position to bodies; and which is 
commonly taken for immovable space; such is the 
dimension of a subterraneous, an aerial, or celes-
tial space, determined by its position in respect of 
the earth. 

Ⅲ. Place
Place is a part of space which a body takes up, and is ac-
cording to the space, either absolute or relative.

Ⅳ. Motion
•	 Absolute motion is the translation of a body from 

one absolute place into another; 
•	 Relative motion, the translation from one relative 

place into another. 

LawⅠ       Every body continues in its state of rest, or 
of uniform motion in a right line, unless it is compelled to 
change that state by forces impressed upon it. 

Assumption behind LawⅠ
           The motion should be investigated with respect to 
the absolute space, or any space with no acceleration in 
respect of it.    Therefore, the existence of absolute space is 
an essential assumption, as we have already assumed in the 
definitions above, of the first law. 

Law Ⅱ      The change of motion is proportional to the 
motive force impressed; and is mad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right line in which that force is impressed.

Assumption behind Law Ⅱ
The assumption of the coefficient of proportionality k in 
quantity of matter = k × weight
to be constant is involved in second law, as what it does 
in definition Ⅷ on the quantity of motion. 

Law Ⅲ     To every action there is always opposed an 
equal reaction; or, the mutual actions of two bodies upon 
each other are always equal, and directed to contrary 
parts. 
           If a body impinges upon another, and by its force 
change the motion of the other, that body also (because of 
the equality of the mutual pressure) will undergo an equal 
change, in its own motion, towards the contrary part. 

Assumption behind Law Ⅲ
The propagation of motive force is instantaneous, or the 
action at a distance.

The structure of fundamentals

ancient:    fundamental—quantity of mater     
All later defined quantities are proportional to it.

Modern:    two fundamentals—inertial mass & 
                       gravitational mass
All later defined quantities are based o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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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 algebr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ections in 

mathematics. However, the common textbooks make 

the lessons quite obscure and they do not address 

the core of linear algebra. in terms of the central point 

and some applicat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linear 

algebra based on the   the renowned professor Gi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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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ng’s book Linear Algebra and Its 

Applications,  which reveals the beauty 

and value of this fascinating subject.

 The central point of linear algebra 
and the applications

Introduction

look at these two matrixes multiplies:

Maybe you think it is very easy according to the mul-
tiplication rule of matrix, even you can give me the 
answer within a second because the right matrix is 
identity matrix. But actually, i prefer to consider the 
multiplication as the linear combinations of the col-
umn. So just as what i said, the linear combination is 
the central idea of the whole linear algebra lessons 
and we will do something next with this thinking.

Vector spaces and sub-vector spaces

1. Vector spaces 

Obviously, vector spaces should be closed to addi-
tion and multiplication and any vector spaces have 
to include zero vector.

So we can call S is a  vector space if:
       1. The zero vector is in S;
     2. V=av+bw, a and b are real numbers, v and w 
are  vectors, V is in S—The linear combination of 
v and w is in S.

2. Sub-vector spaces 

Example: A line through (0, 0) makes a  sub-
vector spaces.
           The  sub vector spaces are plane;

line through (0,0); zero vector.

           The  sub-vector spaces are ;
plane; line though (0,0); zero vector.

             We are always ignoring the zero vector but 
it is highly important because we will solve the 
aX=0 equation and learn the null space.

3. four basic sub-vector spaces

They are column space, null space, row space 
and left null space.
for m by n matrix, we should know the dimen-
sion of these four spaces and identify the relation 
of them.
  (1)Row space and null space are in Rn, 
dim(aT)=rank, dim(N(A))=n-rank.
      (2)Column space and left null space are in Rm, 
dim(A)=rank, dim(N(AT))=m-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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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viously, row space is orthogonal to null space, 
they divide the n dimension room into 2 piece and 
they fill the whole n dimension space because one 
dimension is r and the other is n-r. Similarly, column 
space and left null space cover the whole m dimen-
sion space because we just take  a as .

let us look at an example: aX=0

We know r=1 after eliminating because we get only 
one pivot. Thus dim(N(A))=2. Any solution in null 
space is vertical to the vector in row space if we 
see that from the matrix. and it is a plane which is 
orthogonal to (1,2,4) vector, the row space is a line 
directed by (1,2,4) vector. We can get the R3 space 
which is spanned by a line and a plane. Just like the 
following picture. and what i have to mention is the 
line and the plane intersect at (0,0) and you are ex-
pected to understand it if you have mastered the 
meaning of “Orthogonal”. Because we multiply the 
row 1 by vector x getting the zero vector, we can get 
the conclusion with the vector dot multiply rule. fur-
thermore, vector x dot multiplies any vector in the 
row spaces, we always get the zero vector. 

Equation
  
The essence of matrix is to solve the equation. let us 
discuss some situations about equations.

1. aX=0

Now that we have known the null space, the equa-

tion means we should see what is in the null space 
because these vectors are the solutions.
Example: 

The first thing is eliminating the matrix to the 
rrEf. What i have to say is the elimination will 
not change the null space because we just do the 
equal exchange, but the column space will not be 
the same as the former.

if we return to the equation we can get:

We can get lots of things here. We know that the 
matrix has two pivot : and , so the rank is 2 ,  and  
are free variables ,we can take any number to  and 
. There is a zero row after eliminating and it tells 
me the third equation contributes nothing and 
the third row vector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or-
mer two vectors. also we realize that the second 
column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olumn one, 
the fourth column is the same. They contribute 
nothing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umn space and 
we can build the same space if we have no sec-
ond column and fourth column. That is why they 
are free variables.
you might say that is enough because we have 
finished the elimination. We take and, and we get  
and  through the equation, but we can go ahead 
for one more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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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get solution x= a +b  and we get 

a basic system of solution and we build the whole 
solution space if we combine them.

2.aX=b

if aX=b has solutions, the vector b is in the column 
space and that means the vector b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column. So not for any vector b , b is a com-
bination. actually, the most of vector b is not in the 
column space.

we take the free variable as zero and we can get a 
particular solution.

we get particular solution  and we can 

solve the equation  easily.
    

x= + a +b = + a +b

Because a =b , ax=0, a( +x)=b

Solution situations

for m by n matrix a, aX=b
1. r =n
Every column has a pivot and there are no extra 
equations. The column are all independent and the 
null space includes only zero vector. So the equa-
tion has only the particular solution if the equation 
has solutions.

2. r=m
There are no zero row in the eliminated matrix and 
it is ensured that has solutions

Conclusion:
1.r=m=n: One solution
2.r=n<m: One or zero solution

3.r=m<n: Infinite solution
4.r<m, r<n: Infinite solution or zero solution

Matrix

1. inverse matrix

Gauss-Jordan elimination: E[A    I]= [I    E]   EA=I 
We want to get the inverse of  

 
                        is the inverse of 

2. Permutation matrix

for 3×3 matrix  

They can exchange the rows of the matrix and 
give an exact sequence for the rows.

any two permutation matrix multiply , the result 
is a permutation matrix. and the inverse equals 
to the transform. n*n matrix has the number of n! 
permutation matrix.

3. rank=1 matrix

any rank=1 matrix can expands as the multiples of 

1 column and 1 row

for rank=3 matrix, we can expands it as the sum 
of 3 rank=1 matrix, the rank=1 matrix likes the ba-
sis, we can build the whole space with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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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rojection matrix

and , P is a projection matrix in 2 dimension. 
it acts on b vector and we get its projection. Vector 
e is the error vector.

P2=P is an obvious property because it is the same 
when i do twice projection.

When we want a set of solution, we are likely to 
measure something to get the data. But we may 
want 5 solutions and we have 20 equations. usu-
ally, we cannot get the exact solution because so 
many equations means the solution is be highly 
restricted. But we can find a way to get the best so-
lution , in this case, the error is the minimum. We 
can notice the e vector is vertical to the line, which 
shows the error is the minimum.

for n dimensions, a= B, X= B, 
p=aX=a B. We can notice the formula: 
P= A .

in addition, we can use this formula in some appli-
cations.

①Gram-Schmidt 

This is a wise way to create orthogonal vectors. So 
how to make two vectors orthogonal chosen at 
random? actually, i have offered the steps: 

so 

 
the vector p and the vector e are orthogonal. and 
we can divided them by their mod with the pur-
pose of getting the unit and orthogonal basis.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Howvere, it will become 

difficult when we choose vectors in n dimension 
space. Because we can not imagine what is the 
projection in abstract space. i am capacible to give 
you the formula but i can not to portray and draw 
the picture.

for k dimension space, we choose a basis  and 
they are not orthogonal vectors. We can make 
them orthogonal.
 

②least squares

We can fit some discrete spots into a same line 
with least squares. This method is used in many 
subjects. When you get some data after an experi-
ment, you want to get a solution of the equation 
made by the data and you have to use linear alge-
bra knowledge to solve it. The simplest situation is 
that these spots are linear relationship.

  
We are able to solve S by calculus or projection 
and we can get the matrix answ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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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motion and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law of cosines

敖宁晨
（首都师范大学燕都学院）

2015.04

摘要：采用向量（平行四边行）法证明平面内的余弦定理并推广到n边形，通过n边形的特殊性
与积分形式相联系，初步对余弦定理在n维空间中的形式进行猜测及证明。在证明空间中的形式
时，首先引入三维空间中的简单几何体并利用余弦定理的特殊形式——勾股定理来进行研究。最
后，介绍了一些余弦定理的简单实际应用。

关键字：余弦定理；内积；外积；积分；空间四面体；n维空间

1、用向量法证明平面三角型内余弦定理

         在△ABC中，设

（实际上这里的证明与“平行四边形定理”的
证明是一样的。不过通常大家不会把他们联系
到一起，这里特此说明。）

以下为证明余弦定理需要的关键原理：

注：容易发现这里并无循环论证，且对余弦定
理的证明也完全没有用到任何三角形相关的性
质。那么，我们可以考虑空间n边形中的情况：
 
2、n边形中余弦定理

    1.1 在空间n边形A
1
A
2
…A

n
中，设

  我们只要把所有这种形式的式子相加，那么
就可以只由各边的模以及它们的内角来表示余
弦定理的形式了

       
这里证明了，对于ｎ边形的一条未知的边，只
要知道了除它以外其他边的长度以及除了与这
条边相关的两个角以外的其他内角，那么我们
就可以确定出这条边的长度了。
   从余弦定理的推广来看，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一些推广背后的深层含义。
   因此这里我们可以引入积分的形式。

   1.2 我们都知道数列的相加可用级数表示，
级数相加与积分也有很重要的关系。当我们让
级数相加的项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小的时候，
它最后就会逼近积分。
   比如：我们考虑在一个圆中，让所有向量越
来越接近这个圆的弧（向量的模越来越小），
那么这些向量最后就会逼近这个圆。这时它就
可以写成积分的形式。
    对此进一步解释如下：
  考虑一个定义在[0,1]区间内的函数f(x)是
处处可微的，显然f(x)是有界函数。我们可以
利用求积分的方法把f(x)与坐标轴围成的区域
分成ｎ个如窄条的长方形，那么，如果把这些
积分理解成向量，又是什么形式呢？
    首先我们可以将长方形与f(x)的各个相交点
记为P

0
,P

1
,...,P

k
，

那么长方形的宽和
长就可以直接记为
k/n，ｆ(k/n)。也
就是说Ｐ

k
是f(x)上

的一点。令ｎ趋于
＋∞，那么点Ｐ

i

也就越来越多且均
匀分布在f(x)这条
曲线上。这实际上

Y 

𝑃𝑃0 

y=f(x) 

O 
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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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个ｎ边形的形式（计算中不需要涉及坐标
轴向量，若图形为封闭图形，那么就与坐标轴的
选取无关了）。只不过与ｎ边形不同的是，如果
ｎ趋向于＋∞，它就不是一个ｎ边形而是一条曲
线。那么就可以猜测，余弦定理可以推广到曲线
上这种形式。那么就有

由此得嵌入n维空间中任意一条直线段从属于n
维空间，即可以推广n维空间中折线段的余弦定
理。

3、高维空间中的余弦定理

   我们应该注意到，如果我们从非常保守的逻辑
学的角度来考虑，我们无法推出除以上形式外的
其他形式的余弦定理，因为我们并没有对面的情
况进行讨论。所以我们必须跳出常见的误区，我
们可以猜测高维空间中的余弦定理。由于我们知
道勾股定理是余弦定理的特殊形式，所以我们可
以先考虑高维空间中的勾股定理是怎样的。
   比如可以先来表达三维中的情况（利用各个维
度的“单形”由简入繁）。在三维空间中引入一
个直角锥:为此, 首先给出
定义:对于多面体的一个面S(这个面的面积也设
为S), 定义一个向量 n :
(1)向量 n 的模等于面积值 S ;
(2)向量n的方向垂直于面S,且指向多面体的外部
我们称向量n是面S的一个面向量
（S△AOC,S△AOB,S△BOC相互正交）通过简单的
立体几何知识很容易可以得到：

（直角面理解成直角边）
也可以利用外积来证明：

令

要证 只需证

  在证明的过程中，我们用到了内积的定义、
性质、分配率、性质和外积的定义、性质、分
配率、性质等。但这里垂直的条件并没有真正
用到，即本质上垂直并不是必要因素且四面体
也不是必要因素。
  在凸n面体中，各个面的面积设为S

i
，对应的

面向量为n
i
(i=1,2,…,n),则

4、余弦定理的应用

4.1生活中的简单应用
    最简单的：依靠两边与夹角计算第三边。
例1:比如测量一座山的宽度，不想打通这座
山，就可以用余弦定理。然后就能根据山的宽
度来计算从哪个方向挖隧道，挖的量最小，节
省了人力和物力。
例2：比如红外线反射测距仪，在枪击战（或
航海测量）中，就可以利用余弦定理知道前面
两个敌人的距离。
   又比如更复杂的，根据一系列边和彼此夹
角，来测量对边长度。
例3：测量某个人两个耳朵之间的距离。
显然如果从两个耳朵间作个不会贯穿头部的三
角形的话，这个三角形会很大。所以我们会做
一系列的边，然后测量长度和夹角，确定耳朵
之间的距离。

4.2在物理中的一些应用
例4：计算两个天体之间的距离。
根据天体的亮度以及其他信息我们可以确定天
体与地球的距离，然而想要计算天体之间的距
离，只能依靠余弦定理。
  再比如，在量子力学里，我们知道一个粒子
可以同时是波，所以粒子就会散射于类似波，
称之为“康普顿散射”。散射角可以由某些方
法精确确定，然后现在如果用一些直线发射的
电子做一个散射，我们就能根据一些方法确定
出散射的角度和距离。
例5：比如电子从B处散射到了A，也散射到了
C，如果我们能精确确定角ABC，我们就知道了
AC的长度。
  此外，在宇宙中存在许多星系，也存在许多
黑洞，黑洞的性质迄今尚未彻底探明。比如最
有趣的是，在黑洞的临界面内到底有什么？因
为黑洞的临界面内外两侧，在理论上是不会有
信息往来的，所以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切得知
黑洞内部的情况。
例6：任意选取三个黑洞，记为A，B，C。只要
确定了角ABC，AB和BC的长度，就能用余弦定
理确定AC的长度。并且，我们也能通过余弦定
理，了解一些黑洞相关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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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地球的涵义与特征

迄今为止，对数字地球尚无一个
被广泛接受的定义。但关于数字地球
的概念及其内涵的认识和表述却大同
小异。戈尔认为，数字地球是一种可
以嵌入海量地学数据的、多分辨率
的、三维的地球的表达，可以在其上
添加许多与我们所处的星球有关的数
据。我国有的学者认为，数字地球是
对真实地球及其相关现象的统一的数
字化的认识，是以因特网为基础、以
空间数据为依托，以虚拟现实技术为
特征，具有三维界面和多种分辨率的
浏览器，面向公众的开放系统，并利
用它作为工具来支持和改善人类活动
和生活质量。

数字地球的核心思想有两点，一
是用数字化手段统一地处理地球问
题，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
数字地球从数字化、数据构模、系统
仿真、决策支持到虚拟现实，是一个
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是一个全球综
合信息的数据系统工程。数字地球的
特点是空间性、数字性和整体性，它
应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技术体系、
应用体系、工程体系。这是现阶段中
国科学界对数字地球概念的主要认
识。数字地球主要由空间数据、文本
数据、操作平台和应用模型组成。关
于地球的数据无疑是其核心。这些数
据的内容和形式非常广泛，不仅包括
全球性的中、小比例尺空间数据，还
包括区域性、地区性的大比例尺空间
数据；不仅包括地球的各种多光谱、
多时相、多分辨率的卫星遥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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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航空影像以及各种比例尺的
数字地形图与专题图，还包括
以文本形式表现的有关可持续
发展、经济、社会、农业、资
源、环境、灾害、人口和全球
变化等方面的数据。操作平台
是一种开放的、分布式的、基
于internet类网络环境的数据更
新、查询、处理和分析软件系
统，它能提供一个不同分辨率
尺度下的地球三维可视化浏览
界面。应用模型则是针对各种
不同应用方面建立的模型或模
型库。

数字地球的基本特征主要
有: ①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
以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NSD 
i）为依托；②具有无边无缝
的，包括广泛数据的分布式数
据结构；③具有一种可以迅速
充实、联网的地学数据库和可
以融合并显示多源数据的机制; 
④可以以不同的形式提供全球
范围的数据、信息和知识方面
的服务；⑤提供一个地球空间
的超媒体虚拟现实环境；⑥不
同的用户对数据具有不同的使
用权限。建立数字地球既是一
项重要的基础研究课题，更是
一项宏大的科技工程。数字地
球将在深层次上实现计算机科
学、信息科学、地球科学、系
统科学的有机融合，从而开拓
一系列全新的研究、发展与应
用领域。

 作为纸质地图的数字存在

和表现形式，数字地图是在既
定坐标系内具有确定坐标和属
性的地面要素和现象的离散数
据，在计算机可识别的可存储
介质上概括的、有序的集合。

在信息科学高速发展的今
天，原始的纸质地图和零散的
数字地图所提供的信息无法满
足人类的需要。取而代之的是
在飞机、舰船导航、新武器制
导、卫星运行测控和部队快速
反应、军事指挥自动化以及经
济建设的各个行业中广泛应用
的，基于区域性或全国性的数
字地图及各种各样的地图数据
库管理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
这些系统信息丰富、及时准
确，同时检索、修改和传输更
为快捷。人们可以对信息系统
当中的某些数据进行分析，得
到关注的专题信息。数据库技
术的应用和信息系统的建立使
传统纸质地图的应用发生了质
的飞跃，也为地图产品开辟了
一个新的应用天地。数字地球
的提出是全球信息化的必然产
物，它是一项长期的战略目
标，需要经过全人类的共同努
力才能实现。 

二、数字地球的应用前景

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字地球
技术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
巨大贡献。

1.数字地球可以预测全球发

展变化趋势，提高人们应对自
然与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

当今社会，全球变化和社
会可持续发展为人类所重点关
注，数字地球系统可以为我们
提供条件预测地球发展变化趋
势。在计算机系统中，科研人
员可以利用数字地球系统对地
球的自然和社会变化进行各种
仿真模拟，研究其发展规律，
并制定相应的对策，提高人类
应付全球变化的能力。地球上
很多现实问题，如全球气候变
暖、荒漠化、海平面上升等自
然问题，还有人口增长、经济
与社会发展等社会问题都可以
利用数字地球系统进行研究。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
土地资源有限，随着经济的发
展，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日益突
出。我国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土
地资源和水资源，加强对各种
自然灾害的预测和防御工作，
避免走一些发达国家的老路。
在这些工作方面，数字地球技
术可以有更广泛的应用。

2.数字地球将改变人类社会
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利用数字地球系统，科研人
员可以将大量的私人、企业和
行业的相关信息数据进行对比
和分析。比如研究铁路系统、
城市规划系统、西部大开发系
统，可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
同时，旅游公司可以将旅游景
点、宾馆和风景区的资料放入

           “数字地球”及其      应用前景分析与地理信息科学

摘要：数字地球计划的实施为地理信息科学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它展
示了以地球坐标为依据的、 具多分辨率的、海量数据的、能立体表达的虚
拟地球，为地理科学的知识创新与理论深化研究创造了条件，为信息科学技
术的开发提供了没有“围墙”的实验室。地理信息科学是 90年代开始蓬勃兴起
的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是在遥感、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数字
传输网络等一系列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集成以及信息科学与地理系统科学的
交叉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科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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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地球系统；商店可以把商品制成多媒 体产品
放入数字地球系统；图书馆可以把收藏的图书、
音像等收藏以数字形式放入数字地球系统。人们
利用开放的数字地球系统可以得到相关的信息。

同时，各个城市可以将城市地理信息资料、
建筑资料输入数字地球系统，建立数字化城市实
现三维和多时相的可视化查询、城市漫游。市政
管理、城市规划、公安消防和金融系统等部门都
可以利用数字地球系统来提高市民生活质量。数
字地球将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得以革命性 变
革。

3．数字地球使得农业生产更加高效、环保。
很久以来，人类一直想要实现农业生产的高

效、环保，数字地球技术可以帮助人类实现这个
梦想。利用数 字地球系统，农民每隔几天就可以
从计算机终端上获得 卫星采集到的庄稼生长高清
图像，利用车载 GPS 系统和 数字地图系统，到田
间实施作业，及时把水、化肥、农药运到农田，
真正实现农业生产的绿色环保。

4．数字地球使得公路交通系统智能化。
利用数字地球系统可以将国家和各地方的公

路管理系统、交通安全系统和监控系统整合起
来，建立起来一种大范围、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公
路交通智能系统。采集到的有关各交通道路以及
相关服务信息会被集中处理，处理后的公路运
输系统会传输给居民、驾驶员、运输公司、停车
场、医院和警察局等用户，用户可以实现实时选 
择交通路线和交通方式; 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
据该智 能系统进行合理的交通疏导和控制，并有
效进行事故处理。通过该智能系统，公众可以更
有效地利用现有交通设施，使得交通网络处于最
佳通行状态，改善交通拥挤，提高交通系 统的安
全效率并能最大限度地节省能源。

5．数字地球技术将成为决定现代化战争成败 
的重要因素。

数字地球系统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具有重大的
战略意义。数字地球在国防建设中的应用领域包
括：军事目标跟踪、飞行器定位和导航、武器制
导、战场仿真、地形侦查和作战指挥等领域。这
些领域对空间信息的采集、处理、更新有更高的
要求，而数字地球的 GPS，rS，GiS 系统可以 满
足上述领域的要求。战时利用 GPS，rS 和 GiS 进
行战场侦察，信息的更新，军事指挥与调度、武
器精确制导、战时与战后的军事打击效果评估，
等等。而且，数字地球是一个典型的平战结合，
军民结合的系统工程，建设中国的数字地球工程
符合我国国防建设的发展方向。

进入21世纪，我国政府注意到了“数字地球”
这一概念和它的战略意义，意识到发展“中国数字
地球”不仅是必要的和迫切的，而且是可能的和现
实的，从而为发展“中国数字地球”创造了有利的
条件。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数字地球”系统的建
设，对中国军队打赢现代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学术风|思维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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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理信息科学的构建

从地理信息系统到地理信息科学，虽已取
得长足的发展，但我们仍拿不出一个能够被普
遍接受的完整学科体系。它们所涉及到的学科
领域及其关系可以概括成以下模式 (图1)。

首先，从二者的关系来看，GiS技术解决
了空间数据的管理，并带动了地理现象数值模
拟技术。地理信息科学的崛起，标志着现代地
理科学的开始。地理信息科学发展的关键除了
技术本身之外，就是空间数据及彼此之间的关
系。地理科学成长的关键是如何揭示地理现象
的发生机理，从而找出地理信息的机理，以便
从众多的空间数据中发现对地理系统起主导作
用和有重要影响的原始信息，进而开展相应的
空间分析和模拟。

从地理信息科学方面来看，GiS许多重要问
题的突破需要相关各界的大力支持。同时，GiS 
也能极大地受益于学科间的研究。然而只是存
在科学问题还不能成为科学的基础。 还要看其
有没有共同的兴趣，能否找到支持其发展成为
一门科学的必备条件。在理论上，地理信息科
学虽然独具一套自己的理论问题，但除了其在
产业化增长中的感染力外，很少有人会说GiS领
域是一门主要的学科。从反面讲，它是多学科
的,但缺少核心学科。地理学却已传统地成为一
门非技术领域。以GiS为核心的技术手段的发展 
，大大加强了数据获取、管理、更新、数值模
拟和结果显示等方面的能力。人们对此寄予很
大的希望，但真正要取得突破，关键还在于地
理学自身。为了构建地理信息科学，要解决的
是空间数据库和地理现象描述的关键问题。

地理信息科学应着重在空间数据库上的突
破。在以因特网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国家信息基
础结构 ( NII) 框架下，产生了国家空据基础结
构 ( NSDI)。“NSDi是收集、描述地表现象分布
及属性的地理信息的方法。 这一基础结构包
括获取、处理、 存储、分配满足广泛需要的此
类信息所必需的物资、技术和人员”（美国国
家研究会 , 1993）。建立 NSDi的核心是空间数
据库。 而空间数据库的重要特征是对空间位置
和属性的双重索引功能。这既涉及到地理数据

本身，又涉及数据库中对数据的有效利用。对数
据而言，要求共享和标准化。尽管建立NSDi的许
多方面看似简单，但实际上许多问题需要协作研
究。 

对数据库而言，要求提高数据的使用效率，
也就是海量数据库问题。目前正在广泛探讨的是
数据挖掘技术。首先，是数据库中的索引定位问
题，并伴随着比例尺、日期、主题 ,还有几种其
他特性的组合。数字化空间数据库在很长的时期
内仍然代表着 GiS 科学的几个基本挑战。目前，
我们缺少一套用于处理边界模糊的区域问题和地
理范围不确定的问题的综合模型以及在用户界面
层次处理的方法。第二，我们必须用一种综合的
方法处理目录查询问题。在数字化环境中，检索
将建立在项目目录，而不是元数据的基础上。这
将需要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地图或影像收集的组
织，甚至完全不同于今天的空间数据库或GiS的组
织。数据挖掘是针对庞大数据库而言的，旨在发
现数据库“可读性”的探索途径，试图通过模式定
位技术来区别数据库中的异常与模式。除了从数
据库去探索外，我们能否反过来从数据本身做文
章，尽量获得有效数据，以减少数据的冗余，也
许这也是一个探索途径。地理科学上的突破主要
是要找到与地理信息科学相适应的对地理现象的
描述方法。这方面进展十分缓慢。

四、结语

随着地球空间信息学的发展而建立起的数字
地球，必将促进测绘事业的现代化，为测绘事业
与整个国民经济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作出更大
的贡献，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社会中产生巨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GiS现在已被许多学科广泛接受。GiS当前的发
展形势很好，但作为科学还有不足，学术界对地
理 信息科学仍有怀疑，对地理学则失望更多。从
长远来看，为了确保 GiS 的未来，我们需要思考
的是科学而不是系统，要证明在领域内关键的科
学性问题，并认识到其广阔的研究潜力。GiS 是
地理信息科学的工具，地理信息科学反过来推动
GiS的发展。故此，我们必须找到学科间协作、研
究、互助的新方法，不断推动地理信息科学的发
展。

参考文献:

[1]李力.数字地球及其应用前景分析[J].《测绘
与空间地理信息》,2011,（6）:208.
[2]张洪岩.数字地球与地理信息科学.《地球信息
科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6
）:20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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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岱岳之南，有小山者，名
曰莲花山。其号为小泰山，然
闻其名虽久，未能亲历者，乃
深憾之。

       庚午之初，天朗气清，
惠风和畅，闻莲花山寺前乃庙
会，遂喜，于是随父母而往。
。至庙会前，见数蕃域奇兽于
此，然闻之，乃答曰：“欲留
迹与此奇兽者，须纳十钱。”
乃罢。入山门，牌坊立于兹，
曰：“慧济天下。”其乃佛圣之
地，慧济天下者亦为其本业
也。缘石路行，遇一高亭，视
其碑文，乃知亭内为华夏第一
室内高佛，遂生肃仰之意。故
行大礼于其前。续行，顷之，
乃觉其山路甚陡而难以拾级而
上。问之父上，则答曰：“此乃
莲花山之十八盘也，虽不及岱
岳，然其之陡也，非汝之久未
健体者可行之！”余未听之，
乃奋力向前疾行。未几，即肌
松力泄也。盖余以子午之时观
蹴僦之事，且未进颗粒之食，
何力之有？略停数刻，乃缓行
之，道旁有鲜红之果，状似桑
葚。食之，其味微甜，遂于道

旁采之而行，不觉已至高空远
行之车。父上曰：“汝力已尽，
登其可也。”余答曰：“无碍也，
登山欲尽兴者，无谓体劳也。”
父上赞之。其间有子母之泉，
取之一壶饮尽，其味深甘，非
素日之水可比。遂以所带之壶
尽灌之。所至一观，吾父为一
老僧所惑，随之而入观内。吾
叹之曰：“大华夏之马列同志之
士，竟为丘尼所掳！”良久，
未见其出，于是与母上食尽所
带甘美之物。待其出，乃哂笑
之。遥望山顶，似在云端而不
可触及也。然为乐而行，何惧
之有！路遇一翠湖，似于山间
锲一美玉，燕雀啄食于湖边，
视之可爱。行之甚久，乃至山
顶。顿生一览众山小之感，欲
长啸之，乃恐惊林中之静，罢
之。视其下，仿佛入于仙境之
中，烟雾满目，飘渺虚无。奇
石怪木，尽览无余。俯则碧水
翠松，仰则蓝天白云，遂生忘
俗之感，不觉日已高也。欲
下，乃觉劳累至甚，身已不为
余所制。苦之。且母上大人亦
觉疲累，乃缓缓而行，留迹其
间。至岔口，父上乃曰：“此小

游
莲
花
山
记

路甚近，行之可也。”听之，行
之未至半里，突觉此乃古之小
路，崎岖难行且无驻足之处。
数时之后，乃至山下，均已疲
惫无力且饥肠辘辘也。然览美
景而归，此行甚有所得。

       于是余有叹焉：“尽力而
行，乃游景之人必备也。为尽
其兴而行，实乃出游之意也。
无尽力，则不尽兴。途之疲
累，无谓也。途之辛苦，乃尽
兴之程也。尽其之力，非为快
意乎？”

       已游此小泰山，虽劳苦
倦极，然得心而快意，欲于近
日览于岱岳，求同志好游者与
之，不胜感激之情。

文_李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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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的日本，是一个具有
很强的节约资源的观念，并且不
断创新节约资源方式的国家。例
如很简单的家庭用节水装置——
在马桶水箱上安洗手池，洗过手
的水自动用于冲厕。更有意思的
是，日本全国马桶几乎都配备了
冲洗装置，该装置很贵，由日本
政府补贴安装，目的很有意思，
据说是为了防止国民患痔疮，节
省国家医疗开支。

    对于精神力量的过分夸大是
特定时代的产物，然而日本对于
精神力量的信仰是一直有的。适
度的相信精神的力量是一件很好
的事情。在日本可以看到，即使
是体感温度很低的冬季，从刚上
幼儿园的孩子到大学生全部都只
穿短裙和长袜。与之相比，同龄
的中国游人需要穿着三层保暖。
询问后得知，日本人认为只要意
志坚强就可以抵御寒冷，根本不
需要衣物。而且日本人在感冒发
烧后是不会打针输液的，只会采
用物理疗法退热。他们通过食用
健康的食物来增强体质，加强锻
炼，出门戴上口罩，公共场所的
门口都摆消毒用的洗手药水。结
果是日本感冒患病率相对较低。
可见相信精神的力量也不是没有
任何好处。

日本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国
家。这种秩序井然通常被人形容

    日本是个很奇妙的国家，

日本民族是很独特的民族。这

样一个弹丸之国，在世界政治

经济中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对于中国来说更是不容忽

视的“朋友”和“敌人”。中

日自古交往频繁，近代历史上

更是“爱恨交织”。日本人与

我们同为东亚人，却与我们有

着众多的不同之处。我于2月

8日去往日本开始为期一周的

旅行，希望更多了解一些日本

民族的特点，不枉费此行，因

此选择了阅读一本与日本相关

的书籍。但仅一本书，仅一周

的旅行，所见只能是皮毛之皮

毛，只能是一个游人眼中的日

本，而不是真正的日本。

一
个
游
客
眼
中
的
日
本

文/图_张月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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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民素质高，与之相对,我国
的国民素质常被认为很低。日本
的秩序井然程度若非亲眼所见很
难相信。在从东京去往箱根的途
中，由于车流量大且只有两条车
道，又发生了追尾事故，车行十
分缓慢，致使晚了两个小时到达
预定的餐厅。这样的拥堵程度下
没有一辆车加塞超车或走应急车
道，到躲避事故的路段也没有人
争抢，所有车辆有序并且极其缓
慢地前进。

          我们所坐的大巴车司机要
负责将所有人的行李搬运上下。
他的年龄很大（在日本这是一个
很奇特的现象，60岁的男人还在
当司机，70岁的女人还在餐厅服
务），搬运很吃力，于是我决定

自己将箱子搬运上车，但这一
举措却引起了司机的强烈不
满，他坚决地要求自己搬运所
有的箱子，其坚决程度国内的
人真是难以想象。这大概就
是一种“恩”的观念，日本人最
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总是要
加倍奉还，如果无法奉还内心
会极度不安，“恩”成为巨大的
负担。在日本商场、餐厅消费
会发现，日本人的态度异常地
好，将票据、零钱摆放得十分
整齐双手恭敬地奉给顾客，不
停地鞠躬，且不断地说“谢谢”
。据书中描述，这个“谢谢”还
不能单纯地翻译为中文的谢
谢，它准确的意思应该是“您
选择了我的店，十分感谢您的
帮助，您的大恩大德我会一直
记得。”

日本是个神奇而有魅力的
国度，它值得我们认真地观
察、探索和思考。虽然国土面
积狭小，景点风光远没有中国
的名山大川壮丽多样，历史遗
迹也没有中国的古老丰富，但
是日本仍然用它独特的魅力给
一个像我这样普通的游人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愿能有机会再
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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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院长您好，我们是燕都学院的小记者。很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我
们代表燕都学院的全体同学来采访您，希望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些关于燕都的情况。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Q1：首先我们想问您，我们
了解到，在燕都学院成立以前，也
一直都有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只不
过是分散在各个院系，那么是出于
什么样的考虑，把我们这些人都集
中起来，建成一个独立的学院？或
者说这样有什么优势呢？

a：从2011年开始，学校启动 
“拔尖人才培养计划”，从在校非师
范本科生中选拔50人进入“计划”。
考虑到拔尖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和探
索性，该“计划”仅在校内有国家重
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的院系实施，
涉及文学、历史、数学、生物、地
理信息等5个学科，希望借此探索
高等教育大众化环境下的卓越人才
培养道路。选拔的前提是学生自
愿，即学生愿意自我加码，在学习
上多花力气，学校则尽可能提供更
多的学习机会。2012年起，“计划”
又扩大到师范生，当年在师范生中
选拔50人、非师范生中选拔80人进
入“拔尖人才培养计划”。“计划”实
施三年后，第一批入选学生毕业，
取得了很好的培养效果，含出国留
学与国内读研在内的继续深造率达
到了百分之八十六左右，远远高出
了全校的平均数。这就证明，在一
个特定的学生群体中，以相对集中
的方式培养一批有可能具有更高素

质的苗子，有利于发现人才，有利
于学校集中有限的优质资源为人才
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有利于高素
质人才的自我成长。

随着“计划”的持续推进，学校
进一步考虑，可否将原先院系分散
管理的“计划”模式，改为学校集中
管理，以便通过一种稳定的制度化
培养过程，更好地调动人才培养资
源，更加有利于促进优秀学生的成
长？是否可以扩大人才选拔范围，
在全校范围内选拔有志于进入相关
基础学科学习的学生，进而为更多
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在借鉴国内
其他高水平大学拔尖人才培养模式
的基础上，2013年下半年，学校开
始筹建并于2014年上半年正式成立
以拔尖学生培养为目标的专门教学
单位“燕都学院”，在2014级本科生
中进行了第一届学生的选拔。所以
说，燕都学院的成立，既更好地体
现了管理的优势，强化了服务拔尖
人才培养工作的基础，也进一步拓
宽了优秀人才的选拔渠道。同时，
这种集中化的优秀人才培养模式，
也有利于学校在更高层次上探索包
括课程体系、能力培养方式等在内

的教学改革途径。比如燕都学院在
不同专业方向上开设了一些专门的
课程，包括一些高端课程，搭建了
一个跨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平台。
通过这些探索，我们希望将来能把
燕都学院的成功经验运用于全校其
他院系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为更大
范围的人才培养工作提供示范。从
这个意义上说，燕都学院其实在做
一种探路者的工作。

Q2：我们非常荣幸宫校长能担
任我们的院长，那么宫校长作为校
长为什么会特意来担任燕都学院的
院长呢？
         a：建设燕都学院，无论在管
理模式或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方
面，都不是某一个学院、某一个专
业的事情，而是学校整体的一项工
作；燕都学院是全校的燕都学院，
必然要求举全校之力而为之。校长
兼任院长，一方面表示这项工作是
全校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
学校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高度重

——燕都学院《留白》院刊YD工作室访王德胜院长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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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表明学校有决心集中各方面优质资源服务于优秀人才的培养。
        Q3：那么请问我们的办院宗旨是什么？
       a：这其实又回到了前面所说的办院目标，即其一是探索高水平人
才培养的途径；其二是通过特定的培养模式和机制，更加有力地促进
优秀学生脱颖而出；其三是通过不同院系间的相互合作，使学校的人
才培养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和充分强化。
       Q4：在很多人看来燕都是一个学霸的聚集地。对于这样的误解，
我们应该对于燕都学院给出怎样的基本定位呢？
       a：我不太同意燕都学院是培养学霸的地方这个说法。如果“学霸”
是那种只会学习的人的代名词，那它恰恰与我们对燕都学院学生的期
待相反。燕都当然不是一个学霸的聚集地，但燕都的同学却一定应该
成为对学习有信心、对成长目标有追求、在自我发展方面有能力的这
样一批学生。我们希望燕都学生不仅在学习上是出色的，同时在其他
各个方面都能够出类拔萃，从内到外都有一种特别的精神气。比如我
们希望燕都学院的同学能够具备积极的社会责任感，为此在培养方案
中专门设置了公益实践学分，还安排了一些不涉及学分、但在四年里
必须完成的能力训练环节，包括拓展个人的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就不
单纯关乎知识学习，它也是一种能力和能力的培养。总之，我们寄希
望于燕都学院同学们的，应该是实现一种较为综合的成长目标。
        Q5：那么燕都学院是打算如何培养我们的呢？或者说是通过怎样
的方式来培养我们的呢？
       a：这个问题又跟前面的问题关联在一起，当然这里可能更多强调
的是方法、途径问题。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做到学习优秀、能力突出、  
意识自觉、视野开阔。为此，燕都成立之初，学校花工夫最大的，不
是你们的选拔，而是将你们选拔出来以后该怎么培养。比如，相同的
专业，燕都学生应该学些什么，哪些是课程教学必须完成的，哪些是
需要特别强化的，哪些可以自己学，哪些可以不学？针对这些问题，
学校调集相关院系和专业的多方面力量，通过广泛调研、反复论证，
用大半年时间制订了最初的人才培养方案。换句话讲，同样的专业，
同样的课程，我们希望能够真正有效地强化和深化它的内涵，让它更
充实、更丰富、更能满足优秀人才的学习要求和培养定位。当然，
为了让同学们拥有更宽阔的视野，我们也有目的地设计了一些特定的
学习环节。如境内外高水平大学的访学活动，保证每个同学在四年内
至少有一次国内外访学的机会。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人才培养的模
式，通过各方面环节的设计，包括拓展各种学习途径，为大家提供多
方面的资源。人才培养方式是多样的，而且也是变化发展或者说不断
强化的。我们希望通过积极的探索，能够寻到一种适合燕都学院学生
发展的培养路径，这也需要同学们一起去努力。

      Q6：近期学院又对我们的专业
进行了二级分科，过早的细化分科
会不会对我们的基础课程的学习产
生影响？关于“本科生科学研究与
创业行动项目”，本来并不对大一
学生开放，却对我们燕都开放，这
样有什么意义？或者对我们以后的
学习有什么影响？
         a：根据燕都学院的人才培养
定位，我们试图通过现在这种方
式，促使大家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方
向有明确的意识，能够尽快进入较
为稳定的发展轨道。至于向燕都学
院的一年级学生开放“本科生科学
研究与创业行动项目”的申报，主
要有这样几方面考虑：一是这个项
目本身在不断扩大，全校学生的受
益面在扩大；二是燕都学院学生经
历了严格的选拔，同学们的专业兴
趣比较稳定，学习能力也相对较
强，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较高。而
专业兴趣、学习主动性正是从事科
研活动的必要前提。

说到意义的话，那就是希望
通过开展科研活动，能够促使燕都
学院的同学们尽早进入专业发展的
过程，积极培养和提升自己的专业
发展能力，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
和发展合作意识、创新意识。创新
意识的培养，重点不在于结果，而
应该是一种意识的养成和发展。当
然，有没有从事过这项活动，你的
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体验多一
点，能力得到锻炼，经历多了一些
累积，对大家将来参与相关专业工
作一定会有所帮助。

  记者：今天我们的采访就大概

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配合，最后

祝您在以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

绩，我们也相信，在您和其他两位

院长的带领下燕都一定会越来越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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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张老师您好，不知不觉燕都学院已经运行一个学
期有余了，但据我们所知，目前学校的一些师生对燕都
还不甚了然，因而存在着一些误解。您能否简要谈谈燕
都学院的定位和办院宗旨？
         a:关于燕都学院成立的初衷及顶层设计诸方面，
宫（辉力）校长和王（德胜）处长在一些场合已做过阐
述。按照我的理解，通俗来讲，燕都学院就是学校曾经
施行的“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升级版。因为我本人也曾参
与“拔尖计划”的实施，对其中的优势和不足有所了解。
可以说，燕都学院的设立，有效解决了原来“拔尖计划”
因各专业学生分布在各院系而造成的人员分散、管理困
难、各专业培养方案与原有方案冲突等弊端。也可以将
之视为原“拔尖计划”的集成版。一方面，它秉持着学校
一贯的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变革的理念，另一方面，它
试图拓展人才培养路径，为整个学校的本科人才培养模
式探索出一些有益、有效的经验。
        Q2：那么，在这一个学期多的学习里，您觉得我们
的表现有哪些是令人欣慰、值得鼓励的呢？又有哪些方
面我们做的还不够、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A：我从多个渠道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学期
里，你们不少方面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比如，大家的
学习积极性和课堂活跃程度很高，学习自觉性、方向感
也较强，已经开始具有一定的问题意识，这都是令人欣
慰的；另外，我也了解到，大家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也组
织了一些课外活动，不论是在社团活动还是体育赛事
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种种情形表明，学院成立之

初的一些设想，包括在课程体系、教学方式以及对
大家的期许等方面，有很多是得到了落实的。当
然，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有待改进：一方面，有少数
同学对学院的学习节奏还不能完全适应，有畏难情
绪，这可能会影响学院整体的进展和氛围；另一方
面，从各专业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等本身来说，
因为仍处于探索、调试阶段，部分课程的某些设想
由于师资、地点、时间等条件的限制而没能付诸实
施。虽然目前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在高强度的集
体学习方面做得很好，但是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方式
方面，还需要学院和同学们一起努力。今后学院也
会通过课程设置的调整来给予同学们更多自主支配
的时间，让大家在自主学习的个性化方面有更好的
发展。
        Q3：燕都的同学们可以说是各有各的才华，各
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独特思想，那么，您希望同
学们在学术上、性格上及三观上成长为怎样的人？
    A：这个问题比较宏观，我只能简单谈谈。我
想学校当初成立燕都学院、把一批“优等生”集结起
来，并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只在学习上出类拔萃而
成为“学霸”。不错，你们的学业应该是学院关注的
重点之一，而与学业相关的整个人才培养体系及模
式的变革，的确是学院成立的题中之义。不过，学
院对你们还有更多的期许。诚然，对一名学生而
言，各门课程的成绩好、考试分数高，学分绩点达
到了要求，这确实值得鼓励。但倘若我们把这种学
习上的“达到”称为“成功”的话，这其实离“成长”乃
至“成才”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大学时期是人生一个
重要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你们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
需要去做，学业是这些基础性工作中的一个，除此
之外，培养兴趣、磨砺心智、陶冶情操也非常重

留白，只为更“充盈”
                              ——留白，不是让生活

变得庸庸碌碌，只为让年轻的生命更丰满充盈，绮丽多彩。

  燕都学院《留白》院刊YD工作室访张桃洲院长专题报道

燕都微生活|对话                                                                                                                                                                                                                                                                                                             燕都微生活|对话



First Edition Magazine | 49

的。你看，文学可以“增加学术知识、修身养性、提
高鉴赏能力”，你们还需要它做些什么呢？与其他很
多学科专业相比，文学确实不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不
能用来充饥，不能立即“折现”。但在我看来，一个国
家在大力发展经济、推动科技快速更新换代的同时，
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也是势在必行、同等重要，而文学
是文化的重要基石之一。从古今中外的文化、文明历
史来看，一个民族的文化、一种文明，如果没有文学
作为载体和传承方式，其生命力很难说能够持续久
远，它的魅力也会丧失很多。文学的价值是累积性
的，需在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
        Q7:我们燕都的一些同学因为难以平衡好学习、
生活、社团活动的时间而苦恼，您身兼多职，不仅有
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还有管理性的工作，您一定也
很忙碌，那么您是怎样处理不同工作的关系的呢？能
不能给同学们一些建议？
    A：这还是一个“留白”的问题，呵呵。作为一名
高校教师，教书、学术研究是本职工作，像管理工
作、学术活动和社会交往之类，是本职工作的延伸。
那么，面对各种庞杂的工作，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忙而
不乱呢？我觉得，首先应该合理有效地分配时间，对
于自己驾轻就熟的工作，可以适当少花点时间，这样
就有更多时间去做其他工作，教学、科研本为一体，
是可以互相促进、慢慢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的；其

次，凡事尽量做出计划，按计划做事会省去不少时
间，而做事前的充分准备、快速进入高效状态，
也是节省时间的好办法，准备工作要提纲挈领，
不要太纠结于细碎、繁琐的方面；还有，应该保
持心态的平和，学术研究其实是一个需要耐心、
长期积累的过程，这就要求一个人不能操之过
急、急于求成，我常常会提醒自己放缓节奏，调
整好状态。我想，你们作为学生，学习必然是主
业，但同时也要给自己的兴趣爱好、体育锻炼留
出空间，最后达到的一个良性效果。
 

要。当然，也要把身体锻炼好。兴趣、心智、情操需
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是一个逐步“养成”的过程。我希
望你们能在学习之余，通过持续的有意识的积淀、修
炼，逐渐培养出良好的个人心性和内在气质，磨练出
坚韧的意志，注重涵养，敢于担当。
     Q4：燕都院刊的刊名“留白”受到北大元培学院
卢晓东教授的启发，这不仅是我们的办刊宗旨，也是
燕都学子在努力追求的学习境界。对于“留白”，您
是怎样理解的呢？
    A：“留白”这个说法有着丰富的含义和深长的意
味，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的某些思想观念、美学
范畴（如重视“空”、“虚”）是一脉相承的。从个人成
长角度来说，“留白”就是提醒我们，善于调节自己的
身与心，学会把握大学学习、生活的节奏。也就是我
前面讲到的，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要懂得有意识地锤炼
自己的内在气质、性情等，遇事沉静、从容。换句话
说，不必急于全面“武装”的各项才能，而是带着一种
全局、宏观发展的意识，认识到除了当下要完成的计
划与目标外，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着手去做的
事情。
        Q5：可是对于部分理科生来讲，目前是从周一到
周日早上八点就开始上课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追求“留白”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很多同学会因
为考虑到学习进度而放弃课余活动，对此您有什么看
法吗？
    A：目前你们的课程安排、学习时间过满，也是
学院注意到并考虑如何缓解的一个问题。这确实与
学院成立的初衷不太相符。我认为高强度的学习主要
体现在学习态度、习惯、方式等的自觉和自主性的养
成，而不仅仅是通过自我施压而有意无意形成一种学
习上的自我逼迫和催促。我想对那些放弃课余活动的
同学说一句：你们的确要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但是，“欲速则不达”，只有把学习的工具、方
法、习惯调整到最佳状态，你们才能更有效地提高学
习成果；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以良好
的状态和清晰的思维去学习，才会事半功倍。当然，
学院在后面的人才培养实施阶段，对某些课程设置还
会进行局部调整，使之更趋合理，给大家释放更多的
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学院正征求教授委员会、人
才培养委员会的意见，对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进行修
订。目前已经想到并着手设计的，是想联合校内外优
质师资，打造一些有特色的暑期课程；其次，在上课
方式上，充分体现宫校长提出的专业学科一体化的精
神，引入新的教学方式，比如“慕课”以及一些在线课
程和视频课程等，培养大家自主学习的习惯，更合理
地安排好时间，增强课堂上讨论和知识拓展的宽度，
提高大家的学习参与度。此外，在专业课方面学院也
将单独打造一些课程，逐步形成特色和系统性。
       Q6：张老师，您是文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
代诗歌的研究和评论，而我是一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学生，汉语言文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专业，很多时候
会被认为所学的内容难以与实际应用有效地结合。您
觉得对文学、诗歌的研究与学习除了有增加学术知
识、修身养性、提高鉴赏能力等作用外，它对我们还
有什么裨益呢？
    A：这个问题与刚才谈到的“留白”也是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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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婉娴静的小姑娘——文科班团支书：宋慈

 Q1：请用几个简单的词介绍一下自己。
  A：刘老师说，班长们都是学霸型的，两个团支书都是闲散型的，我觉得说得太对了~

 Q2：大学时光不知不觉已过去一年，你有何感受？
  A：机会更多，挑战，压力也更大。

 Q3：请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眼中燕都人应有的品质。
  A：独立 自律 智慧 谦逊 感恩

     study hard， play harder

 Q4：站在团支书的角度，你认为同学们需要怎样做才能具有你所说的品质？
 A：身在燕都这个优秀的集体中，会有很多机会，但也有很多压力。有时候我们不知如何选择，不

知如何利用这么多的资源。但是不论何时我们应该始终清楚自己要什么，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不要受

他人干扰，也不用认同所有评价标准。应该让这里丰富的资源、机会成就你。我们应该成为理想中的自

己，不应该盲目选择以至于让这些资源、机会变成负担。同时，面对更好的发展平台，我们应该有一颗

平常心和一颗感恩的心，用实际行动和优秀的成绩回报那些给予我们这些资源的人。同时，我们应该摆

脱拖延症，学则专注，玩则洒脱，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在春游、游学等课余活动中玩的舒心也玩的有所

收获。study hard， play harder！

 Q5：你认为一名优秀的团支
书是什么样的？

  A：不断反思，总结，学习，

更多担当。让大家有更多、更自由

的选择。我做多点都没问题，尽量

让大家都舒服点。

 Q6：在过去的半年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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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很多想法相似

的人和让人感动的事。团日活动和

篮球赛都让我挺有感触的。团日活

动时，我选择了我比较喜欢的国博

作为目的地，一开始我担心大家有

抵触情绪，但是后来看到好多同学

发照片说“没想到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很欣慰。篮球赛时，时常

觉得姑娘们小伙子们太帅了！“这

个球进得好漂亮www！这个球断得

好漂亮www！”

Q7：你对未来有何期待？
 A：燕都越来越好，同学们都走

过困难、压力重重、迷茫的时期，

变得更棒！我能好好做我自己。

采访/撰文_胡玉蓥 戴嘉琪

本期【某某人】为大家采访的是我们勤劳而可爱的两位团支书     
                                      （以下Q为记者提问，A为团支书回答）

某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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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泼开朗的热心肠——   
理科班团支书：刘岩

 Q1：请用几个简单的词介绍
一下自己。

  A：性格比较[可能是非常]外

向，逗比，爱吃爱玩爱旅游，耳机

依赖症、强迫症、末期弃疗选择恐

惧症患者。 

 Q2：大学时光不知不觉已过
去一年，你有何感受？

  A：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非常高

涨，现在的生活比较忙碌但是非常

充实，大概是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

的目标了吧。

 Q3：请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眼
中燕都人应有的品质。

  A: 坚毅[够了→_→] 

 Q4：站在团支书的角度，你认为同学们需要怎样做才能具有你所说的品质？
  A：百折不挠啊，面对燕都海量的课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面对一切困难。当然还有理班学好数

分，文班抄好诗经[这貌似是上学期需要干的→_→]。

 Q5：你认为一名优秀的团支书是什么样的？
    A：积极认真的干好本职工作，给全班做好榜样。

 Q6：在过去的半年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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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和参与燕都学院的一些活动中，增进了与同学的友谊，使我的组织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去参加团校活动以及后来的组织团日活动。其实刚开始在知道我们要牺牲我们的双

休时间去参加团校活动的时候，我们是拒绝的，因为我们能睡懒觉的时间很少，我们想睡懒觉。但是通

过这个活动，我们了解了许多事情。比如如何组织一次团日活动、写策划、开班会等等。最后我们的团

日活动办得很成功，大家也通过这次活动收获了许多，我们燕都学院的团支部小组也是累并快乐着。

 Q7：你对未来有何期待？
  A：对未来没有具体的期待(赚许多许多钱？过不用工作安逸舒适的日子？)。但是现在我已经有了一

个大概的目标，希望跟着这个目标继续走下去吧。为了它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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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日，让我们真诚地和这群最可爱的人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们！”

       
       在此次活动中，燕都学院同学有幸采访到了食堂工作人员刘立英阿姨。
      她主要负责食堂一楼的剩菜收残工作，每天早晨五点，她便要从家赶到学校，开始工作，为
同学们的三餐做准备。在采访过程中，刘立英阿姨始终面露微笑，认真地回答小记者提出的每
一个问题。她说，“我觉得首师大的同学们都非常好，很配合我们的工作，我觉得在首师工作
很快乐很充实！”
        这位乐观开朗的阿姨，让小记者最为佩服的便是她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进取心。刘立英
阿姨的家庭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温馨的小会议，家庭成员们在会议上为自己定下前进目标，在
生活中向着更好的自己迈步前进。这种不断要求进步的生活态度正是她的智慧生活哲学。在工
作之余，刘立英阿姨喜欢读书、写诗和练字。她说：“生活中每一天都需要上进，迈台阶！”
现在，她已向学校提交了图书馆借阅卡的相关申请，马上她将拥有属于自己的借阅卡。同时，
她也希望能通过不断的自我学习充实自己，能在将来的某一天真正坐到课堂中学习文化知识。
      这位最平凡的食堂工作人员，用她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积极乐观的生活追求，谱写着最平
凡也最动人的励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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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日，我们在行动^_^

                        SMILEWE ARE ON THE ROAD



 了解          
     < <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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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刘立英阿姨为我们写的文章，鼓励

我们自立自强。文章不长，话语也很质

朴，却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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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奇流1

陶哲轩2

里奇流是一个数学技巧，它能够让我
们任取一个黎曼流形3，并把它的几何学光
滑化，使它看起来更加对称。已经证明，在
了解这种流形的拓扑上，它是一种有力的工
具。

可以对任意维的黎曼流形来定义里奇
流，但是出于讲述的目的，我们只限于二维
流形（即曲面）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是容
易看得见的。从日常对于三维空间的经验，
我们对许多曲面是很熟悉的，例如球面、柱
面、平面、环面（就是汽车轮胎表面的那种
曲面）等等。这是一中从外界来思考或者说
外包地思考曲面的方法，就是把他看成一个
更大的外包空间的子集合，而现在的情况，
外包空间就是三维的欧几里得空间。另一方
面，也可以取一种比较抽象的内蕴的方式来
思考曲面，就是考虑曲面上的点相互之间处
于何种关系，而不是考虑曲面上的点与任意
外在的空间的关系（例如克莱因瓶。从内蕴
的观点看，就是完全有意义的曲面，但是不
能从外包的三维欧几里得空间来看它。虽然
如此，却又可以从外包的四维欧几里得空间
来看它）。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在绝大多数
情况下是等价的，但是在这里，采用内蕴的
视角更方便。

1.由哈密顿于1982年创立
2. 可能是在世的人中智商最高的人，华裔数学家
3.通俗的说，可以理解为某个维度的一种物体

ricci flow

Written by_Terence Tao

Ricci flow is a technique that allows one to take 
an arbitrary riemannian manifold and smooth out 
the geometry of that manifold to make it look more 
symmetric. it has proven to be a very useful tool in 
understanding the topology of such manifolds.

Ricci flow can be defined for Riemannian 
manifolds of any dimension, but for the sake of 
exposition we restrict ourselves here to two-dimensional 
manifolds (i.e., surfaces) as they are easy to visualize. 
from our everyday experience with three-dimensional 
space,we are familiar with many surfaces, such as 
spheres,cylinders, planes, tori (the shape of the surface 
of a doughnut), and so forth. This is an extrinsic way 
to think about surfaces: as subsets of a larger ambient 
space, which in this case is three-dimensional Euclidean 
space. On the other hand, one can think about surfaces 
in a more abstract intrinsic manner: by considering how 
the points in the surface stand in relation to each other, 
but not in relation to any external space. (for instance, 
the klein bottle makes perfect sense as a surface from an 
intrinsic viewpoint, but cannot be viewed extrinsically 
in three-dimensional Euclidean space, although it can 
be viewed extrinsically in four-dimensional Euclidean 
space.) It turns out that the two viewpoints are mostly 
equivalent to each other, but it will be more convenient 
here to adopt the intrinsic perspective.

                                                                                                                                                                                                                                                                                                                                        视野拓展|明灯引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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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ood example of a surface is the surface of Earth.
Extrinsically, this is a subset of a three-dimensional space. 
But we can also view this surface two dimensionally by 
using an atlas: a collection of maps or charts that describe 
various regions of this surface by identifying them with 
a subset of a two-dimensional plane.as long as we have 
enough charts to cover the original surface, this atlas is 
sufficient to describe the surface.This way of thinking of a 
surface is not completely intrinsic, because there is more 
than one atlas that one could associate with this surface, 
and they may differ in various minor ways. for instance, in 
one atlas the city of los angeles might be on the bound-
ary of one of the charts, whereas in another atlas it might 
be in the interior of every chart that it appears in. Howev-
er, there are many facts one can deduce from an atlas that 
do not depend on the choice of atlas; for instance, using 
any accurate atlas of Earth one can see that it is impossi-
ble to travel from los angeles to Sydney without crossing 
at least one ocean. if a fact regarding a surface does not 
depend on which atlas one uses, we say that it is intrinsic 
or coordinate-independent. It will turn out that Ricci flow 
is an intrinsic flow on surfaces; it can be defined without 
any knowledge of charts or of some external space.

We have informally described the mathematical 
concept of a surface, or two-dimensional manifold. But to 
describe Ricci flow we need the more sophisticated concept 
of a riemannian surface (or two-dimensional riemannian 
manifold). This is a surface Mwith an additional (intrinsic) 
object, a Riemannian metric, which specifies the distance 
d(x,y) between any two points x,y on the surface. This 
metric allows one to define the anglethat any two curves 
on the surface make where they intersect; for instance, the 
Earth’s equator intersects any longitude at right angles. and 
it can also be used to define the area |A| of any given set 
A on the surface (e.g., the area of Australia). There are a 
number of properties that these concepts of distance,angle, 
and area have to satisfy, but the most important property 
can be stated informally as follows: the geometry of a 
riemannian surface has to be very close to the geometry of 
the Euclidean plane at small length scales.

To give an example of what the above statement 
means, take any point x in the surface M, and pick any 
positive radius r . Because the riemannian metricspeci-
fies a notion of distance, we can define the disk B(x, r) of 
radius r centered at x to be the set of all points y whose 
distance d(x,y) to x is less than r .Because the Riemannian 
metricdefines a notion of area, we can then discuss the 
area of this disk B(x, r).In the Euclidean plane, this area 
would of course be. in a riemannian surface, this need 
not be the case:for instance, the total area of the surface

地球表面是曲面的一个好例子。从
外界来看，他是三维空间的一个子集。但
是可以用图册的方法（即地图）二维地观
察这个曲面，图册就是许多区图的集合，
一个区图把曲面的一个部分与二维平面的
一部分的点一一对应起来，一个图册只要
有足够多的区图足以把原来的曲面完整描
述出来。这种思考曲面的方法并不是完全
内蕴的，因为对这个曲面还可以有别的图
册，而他们也会稍有差别。例如，洛杉矶
在一本地图册（图册和区图虽然是数学名
词，但是都是从地图学里借用的，其含义
也是自明的）里可能位于某一区图的边缘
上，而在另一本图册里，则可能位于另一
个区图里面。然而，有许多可以从一本图
册看到的事实，并不依赖于图册的选取。
例如从洛杉矶到悉尼的旅程一定要跨过至
少一个大洋（任何图册中都是如此）。如
果关于一个曲面的某一事实，不依赖于图
册的选取，就说它是内蕴的或与坐标无关
的。我们将会证明，里奇流就是曲面上的
一个内蕴流，为了定义它不需要任何关于
区图或外包空间的知识。

我们已经非形式的描述了曲面，也
就是二维流形这个数学概念。但是为了描
述里奇流，还需要一个更深奥的黎曼式的
曲面（也就是二维的赋有黎曼度量的流
形）。就是说，是某个附加了（内蕴的）
对象的曲面，这个对象就是黎曼度量，它
可以用来确定曲面上两点x,y的距离d(x,y),
也可以用来确定曲面上两条曲线在其交点
处所成的角，例如地球的赤道与任意经线
都交于直角。黎曼度量也可以用来确定曲
面上任意集合A(例如澳大利亚)的面积|A|
。距离、交角、面积，这些概念必须要
具有某种性质，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可以
非形式地表述如下：黎曼式的曲面的几何
学，在小的距离尺度上，必须非常接近欧
几里得平面的几何学。

现在举一个例子，使上面说的可以
看得更清楚，在曲面M上取一点x
任意的正数r作半径。因为黎曼度量可以
确定距离概念，因此可以定义以x为圆心r
为半径的圆盘B(x,r)就是距x点的距离d(x,y)
小于y点的集合。因为黎曼度量可以确定
面积的概念，所以可以来讨论这个圆盘
B(x,r)的面积。在欧几里得平面上，这个
圆盘的面积是。但是在黎曼式的曲面上就
不一定如此了，例如整个地球表面积是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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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ll disks within this surface) is finite, even thoughcan 
be arbitrarily large as r goes to infinity.however, we do re-
quire that, when r is very small, thearea of the disk B(x, r) 
becomes increasingly close to; more precisely, we require 
that the ratio between the area andconverges to 1 in the 
limit as r tends to 0.

This brings us to the notion of scalar curvature R(x).
In some cases, such as on the sphere, the area |B(x, r)|of a 
small disk B(x, r) is actually a little bit smaller than ; when 
this is the case, we say that the surface has positive scalar 
curvature at x. in some other cases, such as on a saddle, the 
area |B(x, r)| of a small disk B(x, r) is a bit larger than; then 
we say that the surface has negative scalar curvature at x. in 
other cases again, such as on a cylinder, the area |B(x, r)| of 
a small disk B(x, r) is equal (or very nearly equal)to; in this 
case we say the surface has vanishing scalar curvature at 
x. (This is despite the cylinder being”curved” when viewed 
extrinsically as a subset of threedimensional space.) Note 
that on a complicated surface it is perfectly possible to have 
positive scalar curvature at some points of the surface and 
negative or vanishing scalar curvature at other points. The 
scalar curvature R(x) at any given point x can be defined 
more precisely by the formula

(for surfaces in an external space, this intrinsic concept of 
scalar curvature is almost identical to the extrinsic concept 
of Gauss curvature, which we will not discuss here.)

One can refine this notion to that of Ricci curvature 
Ric(x)(v,v). Consider now an angular sector A(x, r, θ, v) in-
side a small disk B(x, r) of small angular aperture θ (mea-
sured in radians) about some direction v (a unit vector) 
emanating from x. This sector is well-defined, basically 
because the riemannian metric gives us the appropriate 
notions of distance and angle.in Euclidean space, the area 
|A(x, r, θ, v)| of this sector is. But on a surface, the area |A(x, 
r, θ, v)|might be slightly less (respectively, slightly more) 
than. in these cases we say that the surface has positive 
(respectively, negative) Ricci curvature at x in the direction 
v. More precisely,we have

Now it turns out that for surfaces, this more compli-
cated notion of curvature is in fact equal to half the scalar 
curvature: Ric(x)(v,v) = 1/2R(x). In particular,the direction 
v plays no role in ricci curvature in two dimensions. How-
ever, it is possible to extend all of the above concepts to 
other dimensions. (For instance, to define scalar and Ricci 

的，地球表面上任意圆盘的面积当然也
是有限的，但是r趋向无穷时可以任意
的大。然而，我们确实要求的只是r变小
时，面积越来越接近，换句话说，要求圆
盘面积与之比在r趋向0时趋向于1。

这就把我们引导到标量曲率R(x)的
概念。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对于球面，
一个小圆盘B(x,r)的面积|B(x,r)|确实稍小
于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说曲面在x点具有
正标量曲率。在其他情况例如在鞍形曲面
上，|B(x,r)|又稍大于，这时就说，在x点
处曲面有负标量曲率。还有一些情况，例
如在柱面上，小圆盘B(x,r)的面积|B(x,r)|
就等于（或者更高阶的接近于）。这时就
说曲面在x点有零标量曲率（尽管从外包
观点来看，柱面作为三维空间的子集确实
是“弯曲”的）。注意，在复杂的曲面
上，完全可能在曲面的某些点上，具有正
标量曲率，在另一些点上具有负或零标量
曲率。在任意给定点，标量曲率可以精确
的用以下公式来定义：

（对于包含在外包空间里的曲面，
内蕴的标量曲率的概念几乎等同于外包的
高斯曲率的概念，对于什么是高斯曲率，
这里就不讨论了）

还可以把这个概念精确化为里奇曲
率Ric(x)(v,v)的概念.在圆盘B(x,r)内考虑个
扇形，即从x点出发的以单位向量（即某
个半径的方向）v为中线，而开口角度为
θ（弧度制）的扇形A(x,r,θ,v)。这个扇形
是可以适当地定义的，这在基本上是因为
黎曼度量给了适当的距离和角度的定义。
在欧几里得空间里，这个扇形的面积等于
|A(x,r,θ,v)|。但是在曲面上，这个面积可
以稍小于(或相应的稍大于)|A(x,r,θ,v)|。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说曲面在x点和v方向
上，有正的（或相应的有负的）里奇曲
率。更精确一点，有：

人们可以证明，对于曲面（二维流
形）来说，这个比较复杂的曲率实际上是
标量曲率的一半：2 Ric(x)(v,v)=R(x)。特
别是，方向v在二维里奇曲率中其实并不
重要。然而，可以把上面说的概念推广到
更高维去（例如，要对于三维流形定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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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vature for threedimensional manifolds, one would use 
balls and solid sectors instead of disks and angular sectors, 
as well as making other necessary adjustments, such as re-
placing the expressionwith.) In higher dimensions it turns 
out that the ricci curvature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 
scalar curvature. for instance, in three dimensions it is pos-
sible for a point x to have positive ricci curvature in one di-
rection but negative ricci curvature in another; intuitively, 
this means that narrow sectors in the former direction “curve 
inward,” whereas narrow sectors in the latter direction “curve 
outward.”

Now we can describe Ricci flow informally as the process 
of stretching the metricin directions of negative ricci curvature, 
and contracting the metric in directions of positive ricci 
curvature. The stronger the curvature,the faster the stretching 
or contracting of the metric.The concepts of stretching and 
contracting will not be defined formally here, but they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distance between points along these directions. 
By changing the notion of distance, one also affects the notions 
of angle and volume (though it turns out that Ricci flow in two 
dimensions is conformal, which means that the notion of angle 
remains unaffected by the flow; this fac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viously mentioned fact that in two dimensions the 
Ricci curvature is the same in all directions). Ricci flow can be 
described succinctly and precisely by the equation

                       d/dt g=-2Ric
although we will not define here exactly what it means to 
differentiate the metricwith respect to the time variable t, or 
what it means for that derivative to equal the ricci curvature 
multiplied by −2.

In principle, one could perform Ricci flow on a manifold 
for as long a period of time as one wished. in practice, however, 
it is possible (especially in the presence of positive curvature) 
for the Ricci flow to cause a manifold to develop singularities: 
points where it ceases to look like a manifold, and where the 
geometry may stop resembling Euclidean geometry even at 
very small scales. for example, if one starts with a perfectly 
round sphere and performs Ricci flow, what happens is that the 
sphere contracts at a steady rate until it becomes a point, which 
is no longer a two-dimensional manifold. in three dimensions, 
more complicated singularities are possible: for instance, one 
can have a neck pinch, in which a cylinder-like “neck” of the 
manifold shrinks under Ricci flow, until at one or more places 
along the neck, the cylinder has tapered down to a point. The 
types of possible singularity formations for three-dimensional 
Ricci flow were only classified completely in a recent and very 
important paper of Grigori Perelman.

量曲率和里奇曲率，就需要球体和立体
角而不是圆盘和扇形，还需要作其他调
整，例如把换成）。在更高维情况下，
里奇曲率比标量曲率更复杂，例如在三
维情况下，一个点可能在某个方向上有
正的里奇曲率，而在另一个方向上有负
的里奇曲率。这意味着，在前一个方向
上，一个很窄的扇形“向内弯曲”，而
在后一个方向上的一个很窄的扇形“向
外弯曲”。

现在可以把里奇流非形式的描述
为黎曼度量在负里奇曲率上拉伸，而在
正里奇曲率的方向上压缩的过程。弯曲
的程度越大，拉伸和压缩的程度也就越
快。拉伸和压缩的概念不在这里形式地
加以定义，但是它们把这个方向上的距
离增加或减少。距离概念改变了，角度
和体积也就会受到影响（虽然在二维的
情况下里奇流是共形的，就是说，角度
概念不受流的影响。这一点与前面提到
过的，在二维情况下，里奇曲率在各个
方向都一样这一事实是密切相关的）。
现在里奇流可以简洁的用下面的方程来
描述：

                  d/dt g=-2Ric
虽然不在这里精确地定义度量对时间求
导数是什么意思，也不解释这个导数等
于里奇曲率乘以-2是什么意思。

从原则上说，在一个流形上可以对
任意长的时间周期作里奇流。但是在实
际上（特别是在正里奇曲率情况），里
奇流可能使一个流形发展处奇性，就是
发展成使得流形在一些点处看起来不再
像是流形，在这些地方，流形的几何学
哪怕在很小的尺度下也不再像是欧几里
得几何学。例如，如果从一个完全滚圆
的球面开始做里奇流，则球面将以一定
的速率收缩，直到变成一个点，这就不
再是一个二维流形了。在三维的情况还
可能有更复杂的奇性，例如可以有颈部
挤压，就是流行有一个柱形的“颈子”
，在里奇流下压拢来，而在一个或几个
点处挤成了一个点。在佩雷尔曼近来的
一篇重要的文章里，才对三维里奇流的
可能的奇性的形成类型做出了完全的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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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years ago, richard Hamilton made 
the fundamental observation that Ricci flow is an 
excellent tool for simplifying the structure of a 
manifold: generally speaking, it compresses all 
the positive-curvature parts of the manifold into 
nothingness, while expanding the negative-curvature 
parts of the manifold until they become very 
homogeneous, in the sense that the manifold begins 
to look much the same no matter which vantage 
point one selects inside it. Indeed, the flow seems 
to separate the manifold into extremely symmetric 
components. for instance, in two dimensions the 
Ricci flow always ends up endowing the manifold 
with a metric of constant curvature, which could be 
positive (as in the sphere), zero (as in the cylinder), 
or negative (as in hyperbolic space); the fact that 
such a constantcurvature metric can always be 
found is known as the uniformization theorem 
and i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in the theory of 
surfaces. In higher dimensions, the Ricci flow can 
develop singularities before perfect symmetry is 
attained, but it turns out that it is possible to perform 
“surgeries” on the singularities that develop this 
way, so that the manifold becomes smooth again 
and one can restart the Ricci flow process. (The 
surgery may, however, change the topology of the 
manifold: for instance, it can convert a connected 
manifold into two disconnected pieces.) In three 
dimensions it has recently been shown by Perelman 
that Ricci flow, when augmented by surgery to 
remove the singularities, does indeed convert an 
arbitrary manifold (obeying some mild assumptions) 
into a finite union of some very symmetric and 
explicitly describable pieces; the precise statement 
of this conclusion was known as the geometrization 
conjecture of Thurston. One consequence of this 
conjecture, which is now a rigorous theorem proved 
by Perelman(in 2003), is the poincaré conjecture: 
any compact three-dimensional manifold that is 
simply connected (meaning that any closed loop 
on the manifold can be contracted smoothly to a 
point without ever leaving the manifold) can in fact 
be smoothly deformed into a 3-sphere (which is to 
four-dimensional Euclidean space as the usual two-
dimensional sphere is to three-dimensional Euclidean 
space). The proof of PUP: please note that article 
titled “riemannian Metrics”has been dropped since 
the proofreading was done. Poincaré’s conjectu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ressive recent achievements of 
modern mathematics.

三 十 年 以
前，理查德·哈
密顿看出了一个
要点，即里奇流
是简化一个流形
的构造的极佳工
具。一般来说，
它能把流形的正
曲率部分压缩为
乌有，而把负曲
率部分放大，直
到使得这些部分
变得非常均匀，
意思是不论在此
流形选择哪个视
点，这个流形看
起 来 都 是 一 样
的。说真的，里
奇流好像把流形
分为了几个极为
对称的分支。例如在二维情况下，里奇流总是
终结为使得流形具有常曲率，它可能为正(如
球面)，为零（如圆柱面）或者为负（如双曲
空间），在曲面理论中总能够找到这样的常曲
率的度量，这一事实以单值化定理之名为人所
知，而有着基本的重要性。在高维情况下，里
奇流在达到完全的对称性之前就已经发展出了
奇性，但结果是有可能对这样发展出的奇性
作“割补术”，使流形又重新变成光滑的，而
可以再次启动里奇流的过程（但是，割补会改
变流形的拓扑，例如可能把一个连通的流形分
为不连通的几块）。在三维情况，佩雷尔曼最
近 2003年）证明了，里奇流再辅以割补术，
确实能把任意的流形（当然要有一些不太强的
假设）分成有限块非常对称而且可以简单的加
以描述的几块之并。这个结论的精确陈述，就
是人们所知道的瑟斯顿几何化假设。这个假设
有一个推论就是庞加莱猜想，而由于佩雷尔曼
的证明，这个猜想现在已经是一个严格的定理
了。庞加莱猜想宣称：任意紧的单连通流形（
就是其上的任意闭环都可不必离开此流形而连
续收缩为一点的流形）都可以光滑的变形成为
一个三维球面（三维球面在四维欧几里得空间
中的情形好似于通常的二维球面在三维空间中
的情形）。在当代数学中，庞加莱猜想的证明
是近来最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进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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