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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一会 

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索，

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得很多；

而当你读书而思考得越多的时候，

你就会越清楚地看到，你知道得还很少。 

                                          —— 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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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屠呦呦发表获奖感言 

       倾听伟大的声音

屠呦呦，药学家。屠呦呦因青蒿素及其抗疟疗效的发现，荣获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成为中国本土科学界的第一人，并拯
救百万生命！从事中西药结合研究，取得显著成绩，带领课题组人员研制了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屠呦呦自己如何看待这
一工作？ 她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和梦想？ 请看知社学术圈独家编译整理的屠先生2011年荣获 Lasker 临床医学研究奖
获奖感言全文、她亲笔撰写，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 的， 对青蒿素发现的历史回顾，以及对中国医学的评价。

　2011
年屠呦呦 
Lasker 获
奖感言

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荣幸在这里接受今年的 Lasker 临床医学研究奖，生物医学领

域最富盛名的一个奖项。我也衷心感谢评委会肯定我在发现青蒿素及其

疟疾疗效的贡献。

在儿童时代，我曾经目睹民间中草药治病救人的例子。那时候，我

完全没有想到，我的这辈子会和这些神奇的中草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也从来没有梦想过今天这样隆重的时刻，我的研究被国际科学界所称

颂。

我从1955年开始中草药的研究。大学毕业

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那些弥足珍

贵的日子里，我对中草药的好奇心转换成强烈的

动力，特别是在研究所安排我脱产全时学习中国

传统医学那两年半的时间里。在中国传统医学以

及现代医药科学的双重装备下，我的团队运用现

代科学和技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精

髓，成功在青蒿里面发现并提取青蒿素。

奎宁的发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秘鲁历史上对

金鸡纳树的使用。青蒿素的发现，则是中国传统

医学赠予人类的瑰宝。在研究最困难、最关键的

时刻，我在传统中医文献里面找到新的灵感和想

法。传统中医在过去很多个世纪服务于中国和亚

洲人民。毫无疑问，对传统医学的继续探索和发

扬，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良药。我呼吁大力

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对中国以及其他传统医学的

研究，使他们最大程度地造福人类。

青蒿素的发现是人类征服疾病进程中的一小

步。如今，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使用青蒿素联合疗

法作为最前沿的手段治疗疟疾，使我深受鼓舞和

荣耀。为此，我也真诚地感谢我的中国同事在发

现和使用青蒿素治疗疟疾方面的巨大贡献。

中国医学的贡献



青蒿素的发现
                         和中医的馈赠

Joseph Goldstein 在本期 Nature 

Medicine 写道，发明创造和发现揭示是生

物医学研究进步的两条道路。作为一个植

物化学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期

间，我非常幸运地在这两条道路上前行。

我1955年从北京医科大学药学系毕

业，之后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从事中草药研

究。1959年至1962年，我脱产参加中医培

训，这些课程是专门为具有西医背景的专

业人士所设计的。这两年半的训练使我发

现中国传统医学的丰富宝藏，并领悟关于

人性和宇宙的中国传统哲学精妙思想。

普及和传播

在克服药物生产和成分等一系列困难

之外，如何将研究成果公诸于世也困难重

重。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帮助

下，我们确定了青蒿素的结构，1977年

在《科学通报》发表，并迅速被《化学文

摘》所收录。然而，当时的大环境不允许

我们发表任何论文，除了少数几篇中文文

章。幸运的是，1979年，国家科学技术委

员会授予我们国家发明奖，表彰青蒿素的

及其抗疟性的发现。

1981年，联合国发展署、世界银行、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赞助的疟疾化疗科学工

作组第四次会议中北京召开。在热带疾病

研究与培训特别会议上，关于青蒿素及其

抗疟性的几个报告引起热烈反响。作为这

个会议的第一个发言人，我做了题为《青

蒿素的化学研究》的报告，随后在1982年

发表。青蒿素及其对成千上万名中国疟疾

青蒿素是中国医学给予人类的一

份珍贵礼物。和其他植物化学的发现

在药物开发中的应用相比，青蒿素的

历程相对短暂。但这绝不是中医智慧

的唯一果实。中国临床研究还发现，

砒霜，这一许多源远流长的中药的成

分，对治疗白血病颇有疗效而且相对

安全。三氧化二砷如今是治疗白血病

的重要选择。对治疗失忆颇有效果的

石杉碱甲，也是由中药千层塔提取，

如今正在欧美用于治疗老年痴呆的临

床测试。

然而，单一药物治疗某一特定疾病

在中医实践中非常少见。 通常，医生

诊断病人症状，并对症下药。症状和

处方的丰富关联，推动着中国医学几

千年的发展。

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也受益于中国医

病人的有效治疗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由于化学稳定性的考量，有机化学家

们起初不认为双氢青蒿素，一类青蒿素的

衍生物，是好的药物。然而，我们在评价

青蒿素的时候，发现双氢青蒿素较青蒿素

更加稳定，而且十倍有效。更重要的是，

双氢青蒿素治疗的病人，重复犯病率小很

多。在分子中引入氢氧自由基也给发展新

的青蒿素衍生物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我的团队后来将双氢青蒿素发展成新

的药物。在过去十年，我们也尝试用青蒿

素和双氢青蒿素治疗其他的疾病。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究》一书在

2009年出版，记录了青蒿素发现的历史以

及我们在研究进程中所学到的知识。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改变策略，推荐采

取青蒿素联合疗法治疗疟疾。如今，青蒿

素联合疗法在世界广泛应用，拯救许多人

的生命，特别是非洲的孩子们。这一疗法

极大减轻疟疾的症状。

学。中医的一项核心准则是通过活血以缓

解瘀血，而这一准则在西方医学也得到应

用。中药提取的芍药苷等也被用于防止经

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后的再狭窄，显示再

狭窄率大幅降低。还有许多的其他的证据

支持中医活血的临床疗效。

和心血管疾病相关的一个全新领域也

正在发展，即所谓的生物力药理学，旨在

将中国医药的药效和血流的生物力学性质

相结合。通过运动增加血流剪切力，并与

中药相结合，对防止动脉硬化颇有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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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青蒿素的抗疟性

疟疾威胁人的生命长达数千年。上世

纪50年代，消灭疟疾的国际努力失败。

由于抗药性的出现，疟疾重新开始肆

掠。1967年，中国政府启动全国范围的

523工程抗击疟疾。我所在的研究所很快

参与到这一工作中，并任命我领导疟疾研

究团队，由植物化学和药理学方面的研究

人员组成。我们这个年轻的团队开始从中

草药中提纯可能具有抗疟效应的成分。

在项目的第一阶段，我们调查了2000

种中草药，确定了640个可能具有抗疟效

应的成分。从200种中药中提取了380余种

成分用于老鼠模型测试其抗疟效果，然而

进展甚微。

研究的转折点出现在青蒿身上，其提

取物显示有一定程度的抗疟性。然而，实

验结果很难重复，而且似乎与文献记录相

悖。

为了寻求答案，我们查找了大量的文

献。唯一提到青蒿减轻疟疾症状的记录，

出现在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里面

写道：

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

汁。盡服之。

这句话让我想到，我们所使用的传统

加热提取方式，也许破坏了青蒿的活性成

分，因此有必要在较低温度提取以保存其

抗疟性。改变提取方式后，我们的确得到

大幅度提升的抗疟效果！

我们随后将提取物的酸性和中性成分

分离。终于，在1971年10月4日，我们成

功得到了中性无毒的提取物，对感染的老

鼠和猴子100%有效！ 这是青蒿素发现的突

破口。

　 

　   从分子到药物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很难对新药

进行临床试验。为了帮助疟疾病人，我和

我的同事勇敢地做志愿者，第一个尝试青

蒿提取物，确认其对人安全无毒。我们随

后赴海南对疟疾病人进行临床治疗，结果

振奋人心：病人症状迅速消失！

受临床疗效的鼓舞，我们转向分离

提纯抗疟的有效成分。1972年，我们找

到了这个熔点在156-157度的无色的晶

体，C15H22O5，将其命名为青蒿素。

青蒿素的发现和揭示，是我们研究进

展的第一步。我们随即转向第二步，发明

和创造，将这个大自然的分子变为药物。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生长在北京

的青蒿含青蒿素比较少。作为药物生产，

我们急需青蒿素含量高的青蒿。523工程

中的合作者在四川找到了这样的青蒿。

我们最初将青蒿素制成药片，但效果

不能令人满意。后来发现这是由于老式压

片机造成药片成分偏差。我们随后采取胶

囊方式，取得很好的疗效。这打开了开发

新抗疟药物的大门。 

最近的研究也开始展示中医
疗效的分子机制。例如，一项
新近的报告显示，从丹参根提
取的丹酚酸b，结合以运动增加
剪切，对内皮细胞功能的影响
的机制。

这里举的例子只不过是中医
对人类馈赠的沧海一粟。我的
梦想是中国医药帮助我们征服
全世界危害人们生命的疾病，
提示世界人民的健康和福祉。

我的梦想是中国医药帮助我
们征服全世界危害人们生命的
疾病，提示世界人民的健康和
福祉。

——屠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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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博士

第一，答辩前准备充分。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临时抱佛脚总是不好的，要充

分熟悉自己的论文，别到时候自己陈述的

时候说不清楚自己写的论点论据。

第二，时间控制得当。通常本科生答

辩都在15分钟之内，答辩人在陈述自己论

文的时候，一定不能面面俱到，这就要注

意详略得当，层次分明。不要啰里啰嗦地

阐述那些综述，要捡干货唠。

第三，PPT设计合理。PPT最起码要包

括以下几个层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材料选择，结论，创新与不足，致谢。最

后一条“致谢”是很多人容易疏忽的，感

恩的心要常有，你谢谢老师总是应该的，

即使老师不在意是否致谢，你“致谢”了

总不会给你差评。

第四，重点突出。这是和第二条紧密

关联的，陈述的时候只是把几个主要的论

点和结论性的东西详细说明即可。

第五，实事求是也要有技巧。答辩老

师的问题，你会就是会，不会也没关系。

但对于“不会”要学会委婉表达，你可以

说，“这个问题提的很好，也是困惑我

的地方”或者说“这个问题在以后的研究

中，我会继续思考”或者说“这个问题我

还没有想清楚”。

第六，谦虚谨慎。一旦老师问的问题

你不但会而且还很有话说，切忌“多多益

善”，一定要“点到为止”，言多必失是

你时刻要提醒自己的。你只要回答清楚

老师的问题即可，不要给老师一种飞扬跋

扈，骄傲自满的印象，有的老师愿意顺着

你的逻辑往下扩展，一旦扩展到一发不可

收拾的地步，你就麻烦了，毕竟你的知识

盲点很多。

第七，切忌非此即彼的回答。对于矛

盾性问题，或者既有“是”又有“非”的

问题，比如你认为中国孩子应该在国内接

受教育好还是去国外接受教育好，你就要

用辩证的思维来处理这类问题。一定不能

单纯说在国内或者国外，要看到各自的弊

端和优势。

M
每个选择了考研，科研的大学生都需要经历大学毕业答辩、硕士研究生学位答辩甚至博士研究生答辩到博士后

出站答辩，课题结项答辩，似乎这一生都要在答辩或者去答辩的路上。

 本科生毕业答辩指南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三
大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

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
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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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指南：

中国学术期刊论文

文_鲁冰清

各位燕都的小伙伴们，《留白》学术版第
一期已经正式和大家见面啦！感谢同学们对《留
白》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喜爱。为此，小编给大家
准备了丰厚的“见面礼”~毋庸置疑，同学们在
本科阶段都会接触到科研，除了设计实验步步跟
进或研读经典推陈出新，我们都会最终以论文写
作的方式呈现。那么，一篇打磨完毕的论文将经
过哪些环节才能最终呈现在期刊杂志上呢？让我
们一起来了解这其中的奥秘吧。

一、专业术语初探
1、期刊数据库检索系统
1）SCI(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是由美国
科学信息研究所(ISI)1961年创办出版的引文数
据库，其覆盖生命科学、临床医学、物理化学、
农业、生物、兽医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综合性
检索刊物，尤其能反映自然科学研究的学术水
平，是目前国际上三大检索系统中最著名的一
种，其中以生命科学及医学、化学、物理所占比
例最大。许多国家和地区均以被SCI收录及引证
的论文情况来作为评价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指
标。SCI从来源期刊数量划分为SCI和SCI-E。SCI
指来源刊为3500多种的SCI印刷版和SCI光盘版
(SCI Compact Disc Edition,简称SCI CDE)， 
SCI-E(SCI Expanded)是SCI的扩展库，收录了
5600多种来源期刊，可通过国际联机或因特网进
行检索。区别在于：

(1)SCI-E是SCI的扩展版，SCI收录期刊
3600多种，SCI-E收录期刊6000多种，被SCI收录

的期刊应该都被SCI-E收,但反之却不成立。
(2)通常情况下，SCI收录的期刊档次更高

一些，但有时候也会发现SCIE收录期刊的影响因
子可能比SCI还高，可能跟学科不同有关系。

(3)SCI是核心刊，全刊文章都被SCI收
录;SCI-E是扩展版的期刊，并非所有文章被SCI
收录.
2）EI(工程索引)

The Engineering Index，简称EI.创刊于
1884年，是美国工程信息公司(Engineering 
information Inc.)出版的著名工程技术类综合
性检索工具。EI每月出版1期，文摘1.3万至1.4
万条；每期附有主题索引与作者索引；每年还另
外出版年卷本和年度索引，年度索引还增加了作
者单位索引。具有综合性强、资料来源广、地理
覆盖面广、报道量大、报道质量高、权威性强等
特点。
3）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

Index to Scientific & Technical
Proceedings，简称ISTP。创刊于1978年，由美
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该索引收录生命科
学、物理与化学科学、农业、生物和环境科学、
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等学科的会议文献，包括一
般性会议、座谈会、研究会、讨论会、发表会
等。其中工程技术与应用科学类文献约占35%，
其他涉及学科基本与SCI相同。

以上是国际三大索引系统，除此之外，还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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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数据库检索系统 简介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俗称“北大版核心期刊”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俗称“南大版核心期刊”

CSCI（中国科学文献数据库） 主要针对引文索引、来源索引、机构索引(内含地理部
分、国家重点实验室部分和机构部分)和轮排主题索引

CJFD（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我国第一个学术期刊全文检索与评价数据库

CJCR（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以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为基础，选
择数学、物理学、力学、化学、医药卫生、工业技
术、电子与通信、计算技术等学科期刊作为来源

CMCC（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 面向医院、院校、科研、图书情报、医药卫生和医药
出版等单位的文献摘要数据库

CASS(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涵盖了目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使用率和学术水
平均居前列的权威期刊和优秀期刊，俗称“社科院版
核心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统计源期刊）
学科范畴主要为自然科学领域，是目前国内比较公认
的科技统计源期刊目录，又称为“中国科技核心期
刊”

CSTPCD（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是CSTPCD的数据来源

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收录我国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
学、农林科学、医药卫生、工程技术和环境科学等领
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千余种，被
誉为“中国的SCI ”

CAJCED（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期刊网专题全
文数据库的评价数据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大型数据库

2、关于期刊
2.1期刊种类
1）国家级期刊

一般说来，“国家级” 期刊 ，即由党中央、国务
院及所属各部门，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
民主党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办的 期刊 及国家一级专
业学会主办的会刊。另外，刊物上明确标有“全国性期
刊”，“核心期刊”字样的刊物也可视为国家级刊物。 
2）“省级”期刊
    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所属部、委、办、
厅、局主办的期刊以及由各本、专科院校主办的学报
( 刊)。
3）学术期刊

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以学术论文为主，而非学术期
刊刊发的文献则以文件、报道、讲话、体会、知识等只
能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而不是论文的文章为主。由于《 
总览》选刊的依据是下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
多 ，并不强调学术期刊与非学术期刊的界线，对此自然
也就没有进行严格区分。具体说来，《总览》学术与非
学术不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期刊的定性，二
是期刊的宗旨
4）CN类刊物

所谓CN类刊物是指在我国境内注册、国内公开发行
的刊物。该类刊物的刊号均标注有CN字母，人们习惯称
之为CN类刊物。
5）ISSN类刊

所谓ISSN类刊物是指在我国境地外注册，国内、外
公开发行的刊物。该类刊物的刊号前标注有ISSN字母。
6）增刊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规定，每本合法期刊，一年可以
出版两期增刊。学术期刊通常把一些具有相当水准，但

又无法在正常周期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稿安排在增刊上，
因此增刊的学术影响力较正常周期出版的刊物为弱。在
评定中级以上职称时，省级期刊的增刊大多不被承认。
但国家级期刊或核心期刊的增刊往往会被降级使用，相
当于省级期刊或普通学术期刊。
7)核心期刊

某学科(或某领域)的核心期刊，是指那些发表该学
科(或该领域)论文较多、使用率(含被引率、摘转率和流
通率)较高、学术影响较大的期刊。确定核心期刊的标
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项，其一主办机构的权威性，其二
文章作者的权威性，其三，文章的被引用率及文献的半
衰期(测定文章内容新颖性的指标，一般科技文献半衰
期较短，社科文献则较长)。简单地说，核心期刊是学
术界通过一整套科学的方法，对于期刊质量进行跟踪评
价，并以情报学理论为基础，将期刊进行分类定级，把
最为重要的一级称之为核心期刊。核心期刊有很多种分
类的，比如南大核心，北大核心，科技核心，人文社科
核心等。
2.2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
    国内有7大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1、北京
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2、南京大学“中文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
心期刊”);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
社会科学核心期刊”;5、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
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6、中国人文社会
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7、以及
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心期刊遴
选数据库”。
    如果该期刊被同时被两种核心期刊遴选体系认定
为核心，那么该期刊就是双核心期刊了。比如，既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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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国中文核心期刊”，又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核心期刊》。
2.3期刊中的专有名词解释
   为方便读者查阅和使用，现将《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
证年度报告》(CAJCES)中所使用的期刊评价指标的理论
意义和具体算法简要解释如下:
1）总被引频次
指该期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
用的总次数。这是一个非常客观实际的评价指标，可以
显示该期刊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在科学交流中
的作用和地位。
2）影响因子
这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是E.加菲尔德于
1972年提出的。由于它是一个相对统计量，所以可公平
地评价和处理各类期刊。通常，期刊影响因子越大，它
的学术影响力和作用也越大。关于影响因子的查询方法
有二：1、查询外文期刊影响因子，可使用外文数据库
Web of Science中的JCR（Journal of Reports），其中
JCR Science Edition 用于查询自然科学类期刊，JCR
Social Sciences Edition用于查询人文社会科学类期
刊；2、查询中文期刊的影响因子，可使用中国学术期
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和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中心
联合推出的《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万锦堃主
编，科学出版社）。有需要的读者请到图书馆咨询部查
询。
3）即年指标
这是一个表征期刊即时反应速率的指标，主要描述期刊
当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情况。
4）被引半衰期

指该期刊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全部次数中，较新的一半
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
都是测度期刊老化速度的一种指标。这两种半衰期通常
不是针对个别文献或某一组文献，而是指某一学科或专
业领域的文献总和而言的。
5）来源文献量
指来源期刊在统计当年的全部论文数，它们是统计期刊
引用数据的来源
2.4正规期刊杂志的甄别
可以选择到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查询：
http://www.gapp.gov.cn/govservice/108.shtml

二、论文投稿流程
1、关于投稿流程

现在的期刊和会议一般在网上有投稿入口，按照网
站提示，下载相应模板（word或latex），按要求改好格
式，图表，参考文献等。上传文章，填写作者信息，写
cover letter等完成后，就会有编辑处理稿件。编辑初
审通过，可能需要上交一笔“审稿费”，同时文章会交
给大概三名该领域专家进行审稿。审稿周期根据期刊不
同而不同，一般几天到数个月甚至上年都有。视自己的
时间安排投相应的期刊（从投稿到录用，中文一般期刊
有的审稿只要几天，中文核心二到三个月，SCI基本上三
个月会给出修改意见，然后继续审，一般都得花上将近
一年的时间）。最终的审议结果可能有：录用，小修后
录用，退修和直接退稿。根据审议结果和修改意见修改
文章，如果修改的好的话就能被录用。
2、投稿注意事项
2.1弄清自己需要投递的期刊等级

期刊等级在期刊的官网都有注明。按照需要选择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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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的期刊，需求可能是学校要求的毕业条件或者是导师
要求。一般来说，公开发表的论文的等级分为六级：

第一级：指在《SCIENCE》和《NATURE》两本期刊
上发表的论文。

第二级：SCI刊物论文（自然科学类）；SSCI刊物
（社会科学类）。

第三级：指被国际通用的SCIE、EI、ISTP检索系统
所收录的论文。     

第四级：核心刊物论文，一般指北大图书馆的《全
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第五级：一般公开刊物论文指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刊
物上（有期刊号“CN”，有邮发代号）发表的论文。    

第六级：受限公开刊物论文指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但
受发行限制的刊物上（有期刊号“CN”，无邮发代号）
发表的论文。
2.2掌握好时间提前量
    这一时间由多方面组成：审稿时间；论文未通过需
换投花费的时间；论文被录用到见刊时间。一般普通刊
物（省级、国家级）审核时间为一周，高质量的杂志，
审核时间为14-20天。核心期刊审核时间一般为4个月，
须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道程序。有的同学为了防止
审稿通不过浪费时间会抱着侥幸心理一稿多投，尽量不
要这样做。
2.3投稿操作
    确定了投稿期刊就可以去期刊官网查看论文模板、
投递方法等信息，不同的期刊对格式、排版、图表、图

片数量等有着不同的要求，严格按照要求修改论文格
式。期刊很注重论文的格式，所以需要在格式方面下一
番功夫，有时候会很麻烦，但是必不可少。投稿方式一
般分两种，网站在线投稿或者邮箱投稿，采用哪一种根
据期刊要求。采用在线投稿时，在网站注册，按照提示
填好论文基本信息后上传论文，系统会显示审稿状态，
耐心等待即可。采用邮箱投稿将论文发至指定邮箱，时
常登陆查看回信即可。如果论文被录用，按照期刊给出
的要求汇版面费，不要忘记和杂志社确认已汇款。之后
就是等论文见刊了。
2.4发表论文有效性的问题
国家规定，必须发表在正规的CN期刊正刊上，论文才有
效，但也有一部分高校有更低的要求，研究生答辩之前
论文可以发表在增刊上。

三、补充说明
以上就是有关索引、期刊及投稿方面的知识简

介，同学们若想获得更多专业知识，可以参考《如何撰
写和发表科技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第六版，罗伯
特•戴、巴巴拉•盖斯特尔著）一书。另外，中国学术期
刊论文投稿平台（http://www.cb.cnki.net）也是发表
文章的途径之一，同学们可以点击网页各项尝试投稿。
传统的投稿方式，即查询一般学术期刊的封面或者封底
标注的投稿地址进行操作。总之，期待大家学有所成，
会发文、多发文、发好文，书写自己科研创新之路上浓
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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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也称研究综述，是指在全面掌握、分析某一学术问题（或研究领域）相关文献
的基础上，对该学术问题（或研究领域）在一定时期内已有研究成果、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归
纳、整理和评述而形成的论文。文献综述一般要对研究现状进行客观的叙述和评论，以便预测
发展、研究的趋势或寻求新的研究突破点。文献综述是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重要章节。一个资料
全面、研究深入的综述不仅可以帮助研究生确立学位论文的选题，还可以为论文的深入研究提
供有力的支撑。

一、撰写文献综述的作用和意义
1.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寻求切入点和突破点

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活动；创新是对
现有研究不足的弥补或突破。任何研究课题的确
立，都要充分考虑到现有的研究基础、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研究的趋势以及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
深入的可能性。在综述中，“现有研究的基础”体
现在“综”上。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
以全面了解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预测后续研究成
功的可能性。“问题、不足和发展趋势”体现在“
述”上，是综述撰写者结合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的
反思与发现。

研究生通过撰写综述，对不同研究视角、方
法，不同研究设计，特别是不同观点进行分析、比

较、批判与反思，可以深入了解各种研究的思路、
优点和不足，在掌握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寻找论文选
题的切入点和突破点，使自己的研究真正地“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
2.为学位论文的研究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和有力的
论证依据

文献综述是跟踪和吸收国内外学术思想和研
究的最新成就，了解科学研究前沿动向并获得新情
报信息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我们掌握国内外最新
的理论、手段和研究方法。从已有的研究中得到的
启发，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论文深入研究的新方
法、新线索，使相关的概念、理论具体化，而且可
以为科学地论证自己的观点提供丰富的、有说服力
的事实和数据资料，使研究结论建立在可靠的材料

来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作者：王琪

撰写文献综述的意义、
步骤与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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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
3.避免重复劳动，提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科学工作者应把人类历史上尚未提出的或尚未解决的问题作为科研的选
题。从事这种研究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科学研究。”有专家估计，我国有40%的科
研项目在研究前其实在国内外已经有了相关成果。重复研究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还将导致科研本身长期处于低水平的状态。据美国科学基金委员会、
美国凯斯工学院研究基金会调查统计，一个科学研究人员在一个科学研究项目中
用于研究图书情报资料的时间，占全部科学研究时间的1/3 至1/2（见表1）。

文献综述的作用就在于充分占有已有的研究材料，避免重提前人已经解决
的问题，重做前人已有的研究，重犯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因此，研究生在确定
学位论文选题之前一定要做好文献综述研究，提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4.文献综述是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重要章节，文献综述的作用在于介绍研究的现状，
阐明选题设计的依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提出选题的创新之处。这样，既能反
映选题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应用性，又可以使评审专家充分了解论文研究的价
值，判断研究生掌握知识面的深度和广度，保证论文的评审获得好的成绩。
二、撰写文献综述的一般步骤

文献综述的撰写步骤一般可分为文献的搜集，文献的阅读和分类，文献的
加工、比较和评述，预测趋势或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等。
1.文献的搜集

梁启超曾说：“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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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所以资料搜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
可见文献搜集在研究中的重要性。

文献的搜集包括检索和初步筛选两个紧密结合的
方面。文献检索就是从众多的文献中查找并获取所需文
献的过程，一般可以通过各种检索工具完成，如文献索
引、文摘杂志、光盘、网络或期刊数据库检索。常用
的检索方法有顺查法、逆查法、引文查找法和综合查
找法。

与检索相伴的是对文献进行初步的筛选。研究表
明，按质量的优劣可将文献分为三种类别，一种是占
30%左右的必要情报，一种是占5%左右的错误情报，其
余的则是冗余情报。冗余情报中又可分为必要的冗余和
不必要的冗余。因此，“无论任何研究工作，材料的鉴
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在检索的同时，可以通过
鉴别文献的真实性、先进性和适用性进行筛选。文献的

真实性可从其内容、密集程度、类型、来源渠道、出版
单位、作者的身份以及引用率高低等方面来进行综合判
断。文献的先进性是指在观点、方法、材料等方面有某
种创造或突破，可从文献发表的时间、文献的来源、文
献的影响和有关评论加以判断。文献的适用性是指文献
对研究适合的程度，主要考虑文献中的观点是否合乎实
情，与自己选题的相关程度等，可以通过读摘要、结论
或绪言、跋等进行判断。
2.文献的阅读和分类

阅读是全面掌握文献观点、内容、研究设计、研
究方法的过程，也是写好综述的基础。“教育研究文献
的各种报告在其质量及综合性方面有很大的差别。因
此，研究者在阅读报告时，就应带有某种程度的批判
性。”对于选定的有代表性的文献要“批判地精读”。
很多观点的分歧，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因

为对概念理解的不同造成的。因此，首先要按照作者的研究思路及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全面分析文献的观点，理解作者是
在什么层面和意义上使用概念的，避免不必要的争论。阅读时要做好笔记，如做摘要、批注、札记、卡片等，详细、系统
地记录各个文献中研究的问题、目标、方法、结果和结论。阅读的同时，要批判地分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观点的不足，
以便发现尚未研究的问题。其次，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以便后续研究中使用。可以参考的标准有：①按学科领域分
类；②按学术观点、学术流派分类；③按问题研究的历史发展阶段分类；④按研究程序或研究方法的运用分类等。
3.文献的加工、比较和评论

撰写文献综述的关键在于对文献观点的加工整理和评论。首先，对文献的观点按照一定的原则，如上文所提到的分
类方法，进行整理、陈述，使之系列化、条理化。提炼观点时，要力求做到准确无误，不片面理解。其次，对不同的观点
进行合理的分析、比较和评论。分析、比较和评论时要保持思维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做到客观公正，既要肯定优点，又要
指出不足，不可吹毛求疵。对于不同或矛盾观点的分析和评论，要注意选择合适的视角，注意其不同的原因，不可根据自
己的喜好而滥加褒贬。
4.预测研究趋势，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文献综述的结尾应在考察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总结该学科领域当前国内外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其应用价值、实际意
义，指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展望今后的发展趋势或前景，从而提出新的研究设想、研究内容等。这是撰写文献综述的
目的所在，也是文献综述的点睛之笔。

对研究生而言，综述研究的直接目的在于分析掌握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确定学位论文的选题。如何确定选题呢？首
先，从对现有研究缺陷的分析中寻找问题。现有研究的缺陷可能是方法论的局限性、理论基础的片面性，也可能是研究设
计的不足或研究方法运用的不当等，这些缺陷必然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和普遍性。其次，可以通过对不同甚至是矛盾
观点的比较寻找问题。观点的不同可能是研究视角或方法的不同造成的，“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任何单一
的视角或方法所看到的都可能只是事物真相的一面，研究生可以从对矛盾观点的比较分析中得到启示。再次，研究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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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自己的思考或实践经验，寻找那些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问题。最后，可以尝试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或方法研究问
题。“求助于若干最有关系的学科和它们所提出与运用的一些观点，有很大好处。”单一的视角或研究方法“就像戏院里
的聚光灯，当用强烈光线照射舞台前方的某些部位时，就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部位上，同时把其他特征降到背景和
边缘的地位”；而多学科的视角或方法“就像所有灯光都照射在舞台上，人们的目光在整个舞台前后漫游”。将新的学科
或方法引入某一领域的研究，用不同角度的“聚光灯”照亮研究对象的“某些部位”，有助于拓展研究的思路与视野，全
面认识研究对象。
三、撰写文献综述中常见的问题
1.文献搜集不全，遗漏重要观点

有些研究生由于资料搜集范围或方法不当，未能将有代表性的资料完全纳入研究的范围，或仅仅根据自己的喜好选
择材料。其结果便是不能系统全面地把握研究现状，或片面理解他人研究结果，从而盲目地认为某问题或领域尚未被研
究，使得自己的研究变成一种重复性的劳动。因此，在撰写综述前一定要全面搜集资料，学位论文研究更要“必能精通专
门之学，读尽专门之书，真有所见出乎其外方可下笔”。
2.文献阅读不深入，简单罗列，“综”而不“述”

撰写综述必须充分理解已有的研究观点，并用合理的逻辑（或是时间顺序、或是观点的内存逻辑、相似程度等）将
它们准确地表述出来。如果综述仅仅是将前人的观点罗列出来而未进行系统分类、归纳和提炼，那么内容就会十分杂乱，

缺乏内在的逻辑。这样不利于厘清已有研究结果之间

的关系，难以认清某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深入程
度、存在的问题等，更不必说走到问题研究的前
沿了。

如果是“综”而不“述”，那么，即便是内
容有一定的系统性，充其量也只是陈述了他人的
观点，达不到通过分析、评说而发现和确立论文选题
的目的。
3.个人观点在综述中占主体

有些研究生在综述中对研究现状的梳理和介绍只
是一笔带过，用大量的篇幅进行评述，进而提出自己的
研究设想，结果将文献综述写成了评论或研究计划。

文献综述主要是梳理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及
动态，厘清研究现状进展与困境，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
考。因此，综述的重点在于“综”，即其主要部分应是
对前人观点的客观阐释和分析；个人观点，即适当“
述”，可以起到点睛式的评论或启示的作用，但不应是
主体。另外，综述提炼的观点必须以原始文献为依据，
不能把观点强加给原作者；如果有不同的观点，可对

原作者的观点进行评议，但论据必须充分，并能使读
者分清哪些是原作者的观点，哪些是综述者本人的观
点，不能混杂在一起。
4.避重就轻，故意突出自己研究的重要性

如前文所述，研究生写综述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学
位论文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点。有些研究生在做完综
述之后，还是难以发现问题，便认为该领域已经无问
题可以研究，为了完成论文便故意在综述中漏掉或弱
化某些研究成果，或者放大已有研究的不足，以便突
出自己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重复
研究，其创新性是可想而知的。其实，未能发现问题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自身的学术积累不够或思
考不深入；可能是选题不当，过大或过小；也可能是
学科发展处于“高原阶段”。但未能发现问题不等于
没有问题，更不能随便拿一个研究过的问题敷衍了
事。如果是自身原因，研究生应该在导师的指导下努
力提高自身的水平，静下来认真深入思考，完成选
题；如果是学科发展的问题，则可以尝试通过开辟新
领域、使用新方法、提供新材料等方式完成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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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法则 让你明白

如何看懂 英文文献
首先解题。“如何才能使自己看懂英文文献”

，其实在这里“看懂”并不是问题的症结，看什
么——几十篇文献应该从哪一篇看起，几十页的文献
应该重点看哪里；怎么看——怎么能够从几十页的文
献中高效快速地提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怎么才能在
规定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囊括课题相关的文献内容才是
问题的所在。最近在填我前段时间埋的两个大坑，正
好要重新翻阅大量文献，就把回答这个题目当做热身
运动吧。

就拿这个问题来说：我们刚出生不久可以根
据听到的语言来学习我们的母语，可是长大以后
为什么丧失了这种技能？ - 语言学我需要查阅有
关 Language Input/Output（语言输入 / 输出）和 
Explicit/Implicit Learning Mechanism（显性和隐
性学习机制）相关的内容。

首先我翻阅教科书式的文献Gass(2003)这样的
文献的特点是：覆盖面广，时间跨度大，概括性强，
指导性强。通过这样的文献综述，我可以锁定我需要
特别关注的区域。这里就引出了文献阅读的法则一：
从文献综述或综述类文献开始，概览全局，缩小范围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从何下手了，解决了“应
该从哪一篇看起”的问题；紧接着要解决的是“一篇
文献应该重点看哪里”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要了解手中文献的结构，通过我后文的讨论，大
家会发现，这也是文献的一般结构。

第一段是这样的：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re have 

been many ways that scholars have approached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is book, and hence this chapter on input 
and interaction, takes a cognitive science 
perspective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input and interaction approach takes 
as its starting point the assumption 
that language learning is stimulated by 
communicative pressure, and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acquisition and the mechanisms (e.g., 
noticing, attention) that mediate between 
them. We begin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evidence requirements for learning. We then 
take an historical look at the study of 
input/interaction, and from there move to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followed by a 
consideration of how learning is fostered 
through interaction.

这么一大段英文！别急，接下来我会向大家展

示这一大段篇首语在我脑海中是什么样子：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在过去的

几十年本领域中有哪些新鲜事). This book, and 
hence this chapter on input and interaction...
(这一章节的主要内容是，以什么样的视角 / 研究
方法探索了...内容). The input and interaction 
approach takes as its starting point the 
assumption that ... (大家公认的大前提是什么), 
and examines... (探究了...和...的关系 / 机制). 
We begin with... (我们首先会讲到). We then... 
(其次会讲到), and from there move to... (随后 
/ 在此基础上又会讲到) , followed by... (最后会
谈到).

Piu! 处理的信息量瞬间缩水。在这些关键词的
指引下，就能迅速缩小这一段内容的信息熵：

1.领域近况（研究背景）
2.主要课题 / 视角 / 研究方法（锁定研究范

围）
3.讨论的前提（保证论证的严密性，同时有自

报家门的作用，因为不同的派别遵循的大前提多不
同）

4.研究目的（明确自己要达到的目标）
5.篇章结构（明确研究步骤）
刚刚我们阅读的第一段，在一般期刊论文中多

处于摘要(Abstract) 的位置，统领全文，同时相当
于阅读索引，告诉读者主要信息的分布情况，便于读
者采撷自己需要的内容。这一段当然不得不读。

现在我们知道了摘要的重要性和一般结构，我
觉得还不够。我们还能做的就是，反过来想一想，为
什么论文摘要多采取这样的结构？它有什么样的必然
性，或者说优越性？

我的导师，相信很多人的导师，在学生问到如
何摆布论文结构的时候，都会说这么一段话：

你设想一下，如果现在需要你把你的研究成果
向一群具备基本常识的门外汉宣讲，你会采取什么样
的顺序？想清楚这样一个问题，你就知道你的篇章结
构应该怎么安排了。
这里我就要引入文献阅读法则二：
阅读论文的过程逆向思考就是写论文的过程，互为逆
过程的两件事如果能同时进行，一边读一边想，将事
半功倍

好，回到刚刚提出的问题，向门外汉宣讲自己
的研究成果应该怎么做？

1.首先，我们要告诉他们这是怎样的一个领
域，主要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研究方法是什么，近些
年取得了怎样的发展；简称为：做什么 + 怎么做 + 
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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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次，我们要告诉他们这样一个领域它的研究目的是什么；简称为：什么用
3.再次，我们要告诉他们，我的研究在这样一个研究背景下着重那一部分，以及我选择这样一个研究重点有什么意义 /

原因，而研究的意义多跟研究现状的不足相关；简称为：着重点 + 为什么
4.最后，我们要告诉他们，接下来我会跟大家以什么样的顺序讲哪些内容。让读者有一个鲜明的预期；简称为：列目录
同一篇论文，隔夜看会有恍若隔世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在长久地纠结一个问题不得解的时候，不妨暂时放一放，睡

一觉，第二天再看时往往有奇效!
完成了对首段（摘要）的阅读，其实已经成功了一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接下来我们要阅读的正文长达 25 页，分

为 6 个章节，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利用摘要给我们提供的有关文献内容和结构的信息的话，这 25 页的阅读将漫长、痛苦且
低效。

我最开始说什么来着？我需要了解有关语言输入和输出（Language Input/Output），以及显性和隐性学习机制
（Explicit/Implicit Learning Mechanism）的相关内容。Wait，别急着去寻找关键字，这样做最后获得的信息跟搜索维基不
会有太大的区别。

We begin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evidence requirements for learning. We then take an historical 
look at the study of input/interaction, and from there move to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followed by a 
consideration ofhow learning is fostered through interaction.

黑体字部分告诉了我们文章将依次介绍：语言学习
所必需的信息（输入和输出）；从古到今学术界对这一
部分的研究有怎样的发展；最近的研究是一个怎样的态
势；Interaction（语言交流）对语言学习有怎样的裨益。

请问我需要阅读那几个部分的信息？
三个！
错。四个都要。看上去第四部分——研究语言交流对语

言学系的影响，和我们的关键字“语言输入和输出”以及“
显性和隐性学习机制”一点都不匹配，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
深刻的内在联系：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不仅会有语言输入
（听对方讲话），还将会有语言输出（自己讲话）；且在自
然的、对话的环境中，语言学习将会较多地牵扯“隐性学习
机制”。当然，显性学习机制也会偶尔来打打酱油，比如说
被别人纠正的时候，改错的过程将涉及“显性学习机制”。

这里就引入法则三，也是我认为的最重要的法则：
    永远不要放弃寻找联系，联系越多越强越复杂，我们捕
捉信息的网就越大越密越严谨。不断构建新的联系，更新/更
正已有的联系本来就是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既然四个部分都要看，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任务
一点都没有减轻！其实不然。稍微回想一下，从最初拿到 30 
页文献的茫然，到现在对文章内容的基本把握和结构的条分
缕析，我们已经把看似杂乱无章的信息有序地整理、收纳到

我们的大脑中，等待进一步的处理。
好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快速浏览一下标题，并按照摘

要中的索引把他们分为四大部分：
Chapter 1 Evidence requirements for learning
1. Evidence required for language learning:
1.1 Nature & nurture
1.2 Evidence types
1.2.1 Positive evidence
1.2.2 Negative evidence
1.2.3 Significance of evidence types
1.3 Output
Chapter 2 Take a historical look at the study of

input/interaction
2. The role of input in early language learning

studies
Chapter 3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3. The role of input in later views of language

learning 
3.1 The nature of input 
3.2 The usefulness of modified input 
3.3 Input processing

Chapter 4 How learning is fostered through 

17



13BMXD Magazine

interaction
4. Interaction

4.1 Descriptions of interaction 
4.2 Function of interaction: the Interaction Hypothesis 
5. Data as evidence for the interactionist position
5.1 Difficulty in determining learning
5.2 Linking interaction to learning
5.3 What kind of interaction: negotiation and recasts
5.4 The progression of research within the interactionist tradition: Two examples
5.5 Conversation and learning requirements
6 Attention
7 The theory of contrast

下面这个过程，就是把自己的知识体系带入作者的理论体系之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提升我们阅读速度的最后一
环。

法则四：
阅读文献的时候要不时地带入自己的知识体系，帮助甄别信息的优先级，同时也有助于理解性地记忆文献的大致结

构和主要内容。最终达到在合上书本的时候，脑海中画树形图的境界。
给大家讲一个小窍门：通过浏览标题，我们可以从一个大标题下小标题层级的多少来断定这部分信息的重要与否。

并不是说论文中会放大量不重要的废话（虽然很多人都这样感觉），但是为了保证行文的严密和逻辑的通顺，像定义 
definition, 背景 background, 前提 premises, 预设 presumptions 这样的铺垫内容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这些内容对
于学科的内行来说是不需要每一次都仔仔细细看过去的。

所以根据我已有的专业知识我知道在第一章节中的第一小节是可以略过的，先天和后天（nature and nurture）
无非是在向乔爷的先天派表忠心，自报家门，表明研究是建立在承认语言学习有专门的机制（language-specific 
mechanism）的大前提下的。
     第一章节中的第二小节讲 Evidence types，即语言输入的种类，正面证据（positive evidence）和反面证据
（negative evidence）。首先这一小节是我需要重点阅读的，其次第一和第二部分我大可以略过，因为我非常清楚正面
证据和反面证据的定义，我也非常清楚在关键时期以前的语言学习过程中，正面证据起着主导者作用，而在关键时期以后
的语言学习过程中，正面证据和反面证据各占据着一定的分量。在完成了这些分析以后，我不仅把我已经掌握的知识又复
习了一遍，而且把火力锁定在第二小节的第三部分：The significance of evidence types，不同种类的在语言学习过程
中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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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城市与三维建模技术与实践》
——数字城市的构建与应用

马宏宇    地理信息科学  1141000165

一、概述

《数字城市三维建模技术与实践》这本书

较为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城市三维建模技术的最

新研究成果，分别对三维城市建模技术规范、三

维空间数据获取、三维建模与更新、三维建模资

料准备、三维建模工艺与质量控制、三维城市模

型集成处理、常用的城市三维建模辅助工具等主

要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其中书中大量介绍了理

论基础与可实施性的处理工具及操作流程。

城市是人类智慧文明高度结晶的成果，其

中城镇化又是人类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阶

段，因此城市数字化和信息化已经成为我国当前

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创新契机。数字城市作为一

个三维的城市模型，已经被认为是人类迄今为止

掌握城市各方面信息比较好的方式。

三维城市模型是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

据的核心内容之一，越来越多的城市纷纷开展了

城市三维建模和应用工作，城市三维建模建设正

在从起步探索阶段向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个城市

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千姿百态、种类繁多；因

此，准确、逼真、精细、高效的城市三维建模便

成为了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性和可操

作性较强的三维建模技术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重

要方向。

二、数字城市

2.1数字城市的概念及内涵

在信息时代，人们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物

理世界和数字的世界。“数字城市”通俗地讲就

是把物理城市给数字化。三维城市模型主要处理

以三维坐标（X，Y，Z）表示的空间位置、格局

与形态结构及其关联的各种属性，旨在强调城市

范围地上、地下、室内、室外完整三维空间实体

的集成表示，既有自然的地形地貌和地表的各种

人工建筑物，还有地下的地质结构、工程设施和

建筑物，突出整个三维实体空间一体化的高精度

建模和准确的度量分析。

数字城市将各种自然和人文的信息集成起

来，按照统一的时空基准建立完整的信息模型，

基于该模型，城市规划具有更高的效率、更加丰

富的表现手法和更多的信息量，并提高城市建设

的时效性、城市管理的有效性，促进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

2.2城市三维建模技术的进展

城市三维建模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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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从人工交互式建模，发展为利用天空地多平台多传

感器获取的三维空间数据、实现半自动或全自动建模，

具体技术进展主要体现在软件和硬件两方面。

软件的发展，包括建模软件和应用平台软件。数字

城市三维建模在早期的项目实施中，基本上是采用诸如

3DMAX之类的商业化三维动画渲染和制作软件进行模型的

建立、贴图。烘焙及展示。随着数字城市三维建模的快

速发展，一些GIS软件企业也推出快速建模的软件，此类

软件能快速地实施大面积有固定规则、细节结构要求统

一的建筑模型生产，但在纹理的处理上只能批量贴赋通

用纹理，整体仿真度不高。在三维激光扫描设备投入。

三维数字城市模型生产后，相应点云批量生成白

模型的软件也随之推出，如PolyWorks，TerraSoild等软

件，这些软件的开发为三维激光扫描点云技术数据的处

理提供了可能性。三维的可视化和应用平台软件，国际

上十分普遍，如Skyline、ArcGlobe、NewMap等，这些软

件为数字城市三维展示提供了多种平台选择。就数字城

市三维平台的发展来看，大数据、多应用、高仿真、便

管理、优性能、可计算等是其主要的发展方向。

卫星、无人机、传感器、数码航摄仪、POS、三维

激光扫描仪、高性能轻便型计算机、高速宽带网络等高

精尖的IT设备不断涌现，以及遥感、GIS、实时定位、虚

拟环境等地球空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共同促进了传统

的城市三维建模技术及其应用的革命性变化。最初的城

市三维建模主要采用CAD，通过输入模型的尺寸数据，全

手动建立三维模型。这个阶段的城市三维建模工作量非

常大，建模速度极慢，并且需要非常专业的技术人员，

空间位置和形状的几何精度难以保证。直到20世纪90年

代，开始利用GIS丰富的空间信息，通过半自动化批量地

生产大范围的城市体块模型。在21世纪初，摄影测量与遥

感技术广泛应用于城市三维建模，逐步实现自动化快速

采集数字城市建模所需的空间数据、属性数据和纹理数

据，并能实现简单规则模型的三维自动重建，这方面的

典型代表是美国苹果公司收购的三维地图技术开发商C3 

Technologies，其三维地图模型并不需要人工创建，采用

5台专业级单反数码相机，使用小型飞机或遥控无人机，

沿特定角度采集城市照片，最终自动创建完全基于真实细

节的地图模型。

2.3数字城市三维建模的主要任务

数字城市三维建模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大体上就是快

速、精确地把现状城市景观数字化。这其中包括三个方面

的内容。首先是城市地物形状与结构的三维数字化，这主

要是通过测绘和计算机技术，把实地地形、地物、地貌等

对象，根据原物体的真实尺寸数字化。这方面的主要进展

是提高数据获取的精度，实现三维建模的高效、自动化和

智能化水平。在目前的数字城市三维建模实践中，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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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激光扫描多用在考古，倾斜摄影测量多用于在城市建

模快速构建，DMI实景三维测量多用于在街景采集等。其

次，数字城市三维建模的第二个任务是实景纹理采集。如

何快速、准确、有效地采集地纹理，是目前国内数字城市

三维建模的主要工作之一。在当前的技术下，高精度且准

确的纹理还是需要用手持式数码相机人工在现场拍照，这

种方式效率较慢，在大面积的三维模型生产中成本较高。

因此，倾斜摄影测量自动采集纹理的技术成为当前普遍关

注的焦点，并已经在纹理要求不高的数字城市三维模型生

产中得到应用，但用于数字城市精细三维模型的生产还需

要大量的实验和改进。数字城市三维建模的第三个任务

是提供海量多源数据的集成及多用途的三维可视化应用

于服务。在实践中，大规模三维城市建模在技术上已不

存在很大困难，只是在自动化、智能化和高效率建模技

术上的研究需要有新的进展和突破，但城市级海量三维

模型数据的高性能可视化和共享应用技术还是当前面临

的主要挑战。

三、数字城市的典型应用

3.1三维立体化的城乡规划管理

 城市规划管理包括城市规划编制管理、城市规

划审批管理和城市规划实施管理。城市规划编制管理主

要是组织城市规划的编制，征求并综合协调各方面的意

见，规划成果的质量把关、申报和管理。城市规划审批

管理主要是对城市规划文件实行分级审批制度。城市规

划实施管理主要包括建设用地规划、建设工程规划管理

和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管理等。三维城市模型在城市规

划管理中的典型应用，贯穿建设工程设计审批主要业务

的全过程。

 在多尺度现状三维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三维

GIS能够方便地集成各类数据，实现各类基础图层和专

业图层的叠加，同时结合城市地下管线、地形坡度坡向

分析、水淹分析等功能，对不同的拟建地址进行比较分

析，可以迅速筛选出宜建地址；在选址审查阶段，可以

模拟不同规划条件下方案建成后的效果，快速辅助用地

条件审批。

在三维GIS基础上充分利用三维城市模型，城市规

划人员在三维空间对报建方案进行实时浏览、多方案比

较，能够对建筑的层数、朝向、体量等进行调整，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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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

3.2地质灾害三维模拟与应急响应

 地质灾害是一种由自然或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

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

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于地区作用有关的灾害。我

国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的地质灾

害类型众多，分布广泛，活动频繁，危害严重，每年因

地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自然灾害总损失的20%

以上，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制约了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为了防止地质灾害的发生和预防地质灾害对人

们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害，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我国迫切需要一套全面的地质灾害监控和预警平台。

 地质灾害应用系统一般包含如下功能：系统基

础功能、灾害点信息采集、灾害预警分析、地质灾害预

警预报、预警短信平台、灾害处理预案、统计分析、公

告公示、地质灾害监测、应急处置管理、抢险队伍管

理、救援物资管理、三维地质灾害展示、重点地质隐患

地区监控、远程视屏会商、移动终端平台等。

3.3驾驶员考试的三维可视化监控

 为了使汽车驾驶员考试监控的智能化、可视化

及可追溯，在驾驶员考试二维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进行

考试场地的三维化，并开发三维可视化系统，通过三维

场景与平台集成，以及GPS实时空间定位技术，实现考

试车辆的实时监控。

 首先根据考试场地的二维数据，进行场地三维

建模，主要内容包括场地地形、道路、行道树及道路两

侧第一排建筑，重点内容是道路标线、标志、标示、附

属物等于驾驶员考试相关联地物。在三维模型生产完成

后，先进行整体的入库前检查。把模型数据按要求整合成

入库的单元，通过程序和人工结合检查整体的数据完整

性、一致性、正确性，对存在问题的数据进行返回修改，

直到全部通过检查方进入下一个工序。

 通过实时监控车辆的运行状态，在三维场景中实

时计算车辆是否与道路中标线模型发生了碰撞，如果系统

检测到车辆与设置的标线发生了碰撞，将会使发生碰撞的

汽车进行高亮显示，发出告警信息，并自动将视角转向该

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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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呼兰河
——读萧红《呼兰河传》和《生死场》

黎思琦 燕都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1140300124

萧红是我最喜欢的女作家，从看《黄金时代》了解

她的身世开始，我便爱上这个敢爱敢恨、不为现实所束缚

的女子。为爱情逃婚，始终不为时局所动地选择自己的写

作道路，爱自己爱的人……她骨子里流着不安分的血，她

不应和着这个世界，她只循着自己的生命，追寻着生命。

萧红作为东北作家群的一员，与当时主导的左联的

文风迥然不同，没有为政治进行的大张旗鼓地宣传，没

有“为时代而作”的表面功夫。她的文字根植于生命深

处，用细腻的情感和使现实活起来的语言，展现了一个女

性眼中的世界。简单犀利的文字透出背后火热的、渴望洒

出热血温暖这残酷世界的心。在淡淡的笔触中穿过时代浮

躁和喧嚣的利益斗争，注视着处在苦难中的人们，注视着

他们相互间无意识地制造苦难，因为无知和麻木。

一、语言

萧红的文字没有刻意的渲染，却有着强大的震撼

力。她“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

切”，“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

雕饰的语言描绘。”1《生死场》中一句“在乡村，人和

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有一种一针见血的感觉，

将之前那些如兽般受本能驱使下活着的男人们，和默默

1 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文学视界，1995

承受着父权社会下痛苦的女人们的状态赤裸裸地展现在

我们面前。她的文字展现了女性的温柔与在父权压迫下

的相互怜悯和扶持，比如月英患病后，丈夫对她十分残

忍，而王婆等在恶臭的环境下照顾她，为她营造最后一

份舒适。也展现了女性对于自身身份的嫌弃与怜惜的矛

盾。金枝的妈妈生气了骂女儿，向女儿脸上吐痰。对于

女儿怀孕感到非常耻辱。但她还是关心女儿的，在知道

最后结果不能改变的时候，还是用从未有过的温柔语气

对待女儿。

萧红语言的表现力也给我很深的印象。

文章开头描写天气寒冷，没有任何描述冷的语

言，而是用各种场景的描述体现天气的寒冷。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

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

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

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对客栈掌柜的说：“好厉害的天啊！

小刀子一样。”

甚至“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

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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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这些描写都是生活中不易被注意到的细节，在作者笔下如会动的画卷一

般向我们展开，仿佛我们也参与了进来，一起感受着那冬日的寒冷。这样的描

写，不仅为作品提供了一个背景，更写出了人们生存处境的艰难。天气寒冷，

生活上饥寒交迫，人情冷漠。

二、主题

萧红的作品中有几个重要的主题，中国人没有灵魂的苟活、对女性的倾

轧与活成了牲畜般的人生。

1. 没有灵魂的苟活

萧红笔下写出了中国百姓毫无生气的人生状态。《呼兰河传》中，围绕

着一个大泥坑，便展现了人们的精神形象。泥坑每逢涨水，便为人们提供一个

通过嘲笑没过来的人来抬高自己的机会；每逢有马匹陷进去，便“非常热闹，

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在这种生活处境无聊的状况下，有一个泥坑

必然是极好的，虽说给人们生活增添了麻烦，但若无此处，生活便没了乐趣所

在。怪不得想过种树等方式，但就不愿意把坑填上。以看热闹为乐的人生实在

是无趣，而小镇的人们却乐在其中，可见他们的人生处于一种被动状态，没有

可以丰富自己生活的途径，不思进取和改变，仅仅是活着，靠着外界感官刺激

得到一点人生乐趣。他们没有自己的灵魂和人生。

泥坑还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资源——瘟猪肉。镇上一有便宜猪肉，消息便

立刻传开，大家争相购买。至于这死猪肉是怎么来的，泥坑便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借口。人们一方面欺骗自己，吃了没事，另一方面又不想承认自己不讲卫

生，所以就对别人对自己都说这死猪是在坑里淹死的。说实话的孩子，不仅被

众人否定，还被自己的家里人大骂，为的就是大家的面子。为了面子，猪肉是

不是瘟猪肉不重要，自己家孩子的感受更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别人眼里自己

的“尊严”。镇上的人们活在别人和自己构建的评价的世界里，没有自我认

同。他们不需要真实，别人眼中自己好就是真实。他们害怕别人指摘自己，又

暗地里指摘别人。以闲言碎语压榨别人，来获得自我认同感。这可怜的自尊心

中含着满满的讽刺。萧红为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们感到深深的悲哀。

2. 对女性的倾轧与活成了牲畜般的人生

《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中，萧红很直率地写出了男性对待女性的

双重标准。对待女性，男性显示出了自己绝对的“权威和威力”，在他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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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女人没有拥有自己意愿的权利。《生死场》中的

金枝，在怀孕期间，依旧被她男人强迫发生性关系。

更多的女孩子被强迫失身，最后不得不嫁给对方，还

要忍受骂名。

    

此外，女性被当作物品一样交换和“使用”，若

是不再为己所用，便心疼自己当初在女子身上花费的

钱都是浪费了。这些在被指腹为婚的女孩子身上、小

团圆媳妇身上，亦或是月英等角色身上有很明显的体

现。在男权社会下的女性，也不自觉地成为了男性帮

凶的角色。

“指腹为亲的母亲说：‘这都是你的命（命运）

，你好好地耐着吧！’

年轻的女子，莫名其妙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

有这样的命，于是往往演出悲剧来，跳井的跳井，上

吊的上吊。”

“那么节妇坊上为什么没写着赞美女子跳井跳得

勇敢的赞词？那是修节妇坊的人故意给删去的。因为

修节妇坊的，多半是男人。他家里也有一个女人。

他怕是写上了，将来他打他女人的时候，他的

女人也去跳井。女人也跳下井，留下来一大群孩子可

怎么办？于是一律不写。只写，温文尔雅，孝顺公

婆……”

小团圆媳妇的下场是最让人毛发倒竖的。好好的

姑娘，硬是被打的精神受到摧残，最终被开水烫死。

而婆婆打她泄气的理由竟是：“有娘的，她不能够

打。她自己的儿子也舍不得打。打猫，她怕把猫打丢

了。打狗，她怕把狗打跑了。打猪，怕猪掉了斤两。

打鸡，怕鸡不下蛋。

惟独打这小团圆媳妇是一点毛病没有，她又不能

跑掉，她又不能丢了。

她又不会下蛋，反正也不是猪，打掉了一些斤两

也不要紧，反正也不过秤。

可是这小团圆媳妇，一打也就吃不下饭去。吃不

下饭去不要紧，多喝一点饭米汤好啦，反正饭米汤剩

下也是要喂猪的。”

在她看来，小团圆媳妇只是她买来的，和畜生

没有什么区别，只有物质上的价值。她没有意识到小

团圆媳妇也是人，有人的尊严和人的需求。这样对待

别人，不把人当人看，便也同样轻贱了自己生命的价

值。她自己对于别人也是一个物质属性，和那些鸡

蛋、牲畜没什么区别了。但倘若这话说给她听，她必

将大发雷霆，这可让她的脸往哪里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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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对女性如此，所有弱者都是“没有价值的”

，也因此他们不被当作人来看待。没有人怜悯别人，

对于这些苦难中的人，人们漠视他们，甚至嘲讽他们

来获得优越感。

“还有人们常常喜欢把一些不幸者归划在一起，

比如疯子傻子之类，都一律去看待。

可见这讨饭人的活着是一钱不值了。”

“只因为这驴子哭瞎了一个妇人的眼睛，所以不

能不记上。”这是对人的价值的莫大讽刺。

“假若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们并不

会茫然无所对答的，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加思索地说

了出来：‘人活着是为吃饭穿衣。’

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

了。’”

    这便是那个真实的世界，人们没有灵魂，只是活

着，如行尸走肉一般没有生命力，漫无目的，一切精

打细算，为了一点点利益咬牙切齿，直到进入坟墓。

我相信萧红写下这些，是怀着巨大的悲痛和深深

地怜悯的。她揭露着，因清醒而痛苦着，但她不愿同

流合污，因为她还抱有希望，希望唤醒人们生命深处

的灵魂，让人们活过来，去活出自己的人生，而非沉

睡下一个千年。

    在人们为政治理想疾呼的时候，她看到了人们生

命深处的苦痛，那难以被政治制度改变而征服的苦

痛。写下的，那是她的呼兰河，她的热血，跳动着她

鲜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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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中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赵珠慧  燕都学院  统计学  1140100243

数据对于统计学来说肯定是

特别重要，数据就是统计学的基

础，没有数据，就无谓统计学的

分析预测。有一位睿智的统计学

家说过，世上有两种数据：好数

据和坏数据。好数据和坏数据的

区别就是在收集过程中是否遵循

了正确的统计原理。数据的收集

是对其进行利用的第一步，也是

关键的一步，数据收集工作的好

坏直接关系到整个统计过程的成

败，所以在对数据进行收集的过

程必然是非常重要的。为了保证

数据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我觉得

应该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统计存在于国民经济和生活

的各个方面，不懂统计的人很可

能会不知不觉的受到损失。暑假

中读了导师推荐的《统计学基本

概念和方法》一书，在这本书中

并没有出现复杂的数学公式，也

没有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分析过

程，而是运用了通俗幽默的文笔

以及丰富广泛的案例和习题，通

过解决实际问题来生动描述统计

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这样即使是

一个没有接受过高等数学教育的

人也可以毫不困难的读完此书，

并且得到对统计学最实际的认

识。我整理一下关于自己在书中

数据的收集这方面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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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机性原则

在统计学中有一个专业词汇

叫做随机样本，随机样本就是指

来自于总体的这样一个样本，即

总体的每个个体有一个已知的

（有时是相等的）机会被包含在

该样本中，它是一个合适的、能

够被推广应用于更大的总体的统

计样本。在收集数据时就必须注

意到选择数据的随机性，所收集

到的数据应该可以代表所有存在

的数据。比如说公司在检验玻璃

杯这种易碎品的产品合格率的时

候，不应该仅仅打开箱子检查第

一层，因为第一层暴露在表面，

显然会比较容易因为外力原因碎

掉，如果这个时候仅仅收集到表

层玻璃杯是否损坏的数据，那么

这些数据就没有遵循随机性的原

则，是不准确的。还有一些研究

者习惯于利用手头的一些比较局

限的数据，就比如说杂志社经常

将发行的杂志的最后一页设定为

回执单，它会希望读者回答某些

问题并寄回答案，以此来得到一

些数据，其实这个时候收集到的

就是不可取的方便样本。首先这

些数据选取的时候就局限在了购

买杂志的人身上，根本无法收集

到不购买杂志人的数据；其次，

认真回答并寄回答案的读者也仅

仅是那些花了好长时间和精力认

真阅读过杂志的人，是非常不全

面的，无法完整地反映它的全

貌，不能为结果的科学性提供保

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随机性原

则是有多重要。

2）准确性原则

该原则要求所收集到的数据

要真实、可靠。当然，这个原则

是数据收集工作的最基本的要

求。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肯定会

遇到很多的麻烦，首先对于研究

者来说，高拒绝率就是一个很大

的问题，拒绝参加所有形式调查

的人的比例正在上升，人们越来

越不愿意回答问题，因为他们怀

疑某一调查是推销产品或者服务

的一种伪装，名声好的调查组织

的响应率现在也一般不会超过百

分之六十，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

要注意提出问题的措辞、问题所

处的位置、所提问问题的数量

等，这些都会形象到收集到的数

据的准确性。比如说在通过电话

进行调查时就容易出现响应偏

差，全国黑人政治研究是一个关

于1204名非裔美国人的调查。在

这个调查中，为使响应者在回答

问题时感到舒服，访员都安排为

非裔美国人。但是，因为这是一

个电话调查，响应者并不能看见

访员。Lynn Sanders，一位政治

学家，研究了响应者对于访员种

族的判断对他们回答问题的影

响。在问题“访员是哪族人”

时，14%的响应者认为他的访员

是白人。响应者还被问到他们是

否同意“美国社会对每个人都是

公平的”这个说法。在认为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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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裔美国人的那些响应中，有

14%同意此说法；而在认为访员

是白人的那些人中间，则有31%

的热同意此说法。这个事例就说

明了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提问

问题的人、提问问题的角度和方

式等都会影响到所收集数据的准

确性，所以在收集过程中一定要

注意到这一点。

关于数据收集的一些方式：

1）社会调查是获得真实可

靠数据的重要手段。社会调查是

指运用观察、询问等方法直接从

社会中了解情况，收集资料和数

据的活动。利用社会调查收集到

的数据是第一手资料，因而比较

接近社会，接近生活，容易做到

真实、可靠。

2）建立情报网。管理活动

要求数据准确、全面、及时。为

了达到这样的要求靠单一渠道收

集数据远远不够的。特别是行政

管理和政府决策更是如此。因此

必须靠多种途径收集数据，即建

立数据收集的情报网。严格来

讲，情报网络是指负责数据收

集、筛选、加工、传递和反馈的

整个工作体系，而不仅仅指收集

本身。

3）战略性情报的开发。战

略性情报是专为高层决策者开

发，仅供高层决策者使用的比一

般行政信息更具战略性的信息。

4）从文献中获取。信息文

献是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是知

识的集合体，如何在数量庞大、

高度分散的文献中找到所需要的

有价值的数据是情报检索所研究

的内容。

其实，问卷调查就属于社会

调查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通过

阅读书中第二章的内容，我思考

并整理了关于数据收集中进行问

卷调查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问题的种类

根据调查内容不同，问题可

分为事实性问题、意见性问题

和解释性问题。事实性问题要

求被调查者依据现有事实来做出

回答，不必提出主观看法。如“

您使用什么品牌的牙膏？解释性

问题用于了解被调查者行为、意

见、看法等产生的原因，了解个

人内心深层的动机。如“你为什

么要购买××牌的牙膏？”根据

回答方式不同，问题可分为开放

式问题和封闭问题。开放式问题

也称为自由回答式问题，是指不

提供备选答案而需要被调查者自

由做出回答的问题。封闭式问

题，是指已列出所有可能答案以

供选择的问题。

2）问题涉及的原则：

所列问题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情况。

问题不能太多。在满足需求

的情况下，问题要尽量精简，最

大限度减轻被调查者的负担。

问题必须是被调查者有能力

回答的。凡是不太可能或不太容

易被理解和回答的问题，应该避

免出现，尤其是要避免出现理论

性或专业性很强的问题。

不要直接提社会上禁忌的和

敏感性的问题。

问题不能带有诱导性和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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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保持客观中立。即问题不

能流露出调查者或问卷设计者自

己的倾向或暗示，以免左右被调

查者的回答。

问题的内容要单一。一个问

题只能包含一个询问内容，否则

就会使被调查者难以回答。

问题的语言要简单易懂、标

准规范。每一个问题对每个被调

查者而言都只能有一种解释，问

题中用语的定义必须清楚明确。

问题的排列要讲究逻辑性。

一般地，问题的排列应该是先比

较容易回答的问题，再比较难回

答的问题；先事实性问题，再意

见性问题和解释性问题；先封闭

式问题，再开放式问题。在调查

内容的时间上，则应该先过去，

再现在，后未来。

3）问题答案的设计形式：    

是非式。也称两分式、是否

式等，即问题只有两个相对立的

答案可供选择，被调查者只须从

中选择其一即可。

多项式。即问题有三个及三

个以上的答案可供选择，由被调

查者从中选择一个或几个作为

回答。

顺位式。即要求被调查者对

问题的备选答案，按照重要性程

度或喜爱程度定出先后顺序，做

出比较性的回答。

程度评价式。这是一种观念

计量的方法，所得结果即为定类

数据。

比较式。即把若干可比较的

事物整理成两两对比的形式，由

应答者进行比较。

4）问题答案的设计原则：

所列答案应包括所有可能的

回答。

不同答案之间不能相互包

含。

答案的表达必须简单易懂、

标准规范。

每一项答案都应有明显的填

答标记，答案与答案之间要留下

足够的空格。

这些都会影响到数据收集的

准确性和有效性，对整个统计分

析过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等

到数据收集完成之后接下来就需

要对他们进行整理了。在我看

来，数据的整理过程分为以下几

个步骤：

1）整理方案的设计

整理方案设计主要是以数据

收集方案为基础，围绕统计分析

目的，确定需要的统计分组，需

要汇总计算的统计指标，数据处

理的方法与工具（例如采用什么

数据处理软件），以及数据显示

的形式等内容。

2）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是统计整理的先

前步骤，是在统计分组、汇总前

对原始数据所做的必要工作，包

括数据审核、数据筛选和数据排

序等。

3）统计分组和汇总

统计分组与汇总是统计整理

的关键步骤，就是要根据统计研

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的特点，通

过科学选择分组标志和科学确定

分组界限，将观测的个体及其原

始数据进行归类，借助必要的数

据处理方法和工具，汇总计算出

有关统计指标。

4）整理数据的显示

整理数据的显示是表现统计

整理结果的步骤，就是要将统计

分组和汇总后的数据，用适当的

统计表、统计图显示出来，直

观、准确、清楚地表达出研究对

象总体的有关数量特征，便于开

展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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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性主义视角浅析《诗经》中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鲁冰清  燕都学院  汉语言文学  1141000127 

摘要：《诗经》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乐歌集，汉朝时被儒家奉为经典，拥有极高思想与艺术价值。其在语言

技巧、表现手法等方面的运用上极富建设性，在女性群体的日常生活形式与内心情感刻画上更是如此。特

别是在男尊女卑的传统封建社会体制下，塑造了一批极富自我意识，在礼教压迫残害下及时自我觉醒，勇

于发出自己对平等权利的需求的呐喊的女性形象。本文重在解析《诗经》内与女性主义相关篇目对女性自

我觉醒的刻画方式及其所传达的女性对自我意识的心理认知。 

关键词：女性主义；男权文化；社会性别；自我意识觉醒 

Abstract:Because of the high value in deep thinking and the Art,The Book of Songs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class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Han Dynasty.In addition to the breakthrough in the 

joint use of language,thinking and rhythm,the form of performance in daily life and emotional 

world of Chinese women also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 for paying attention to women’s struggle 

for fair,reasonable rights towards the moral oppression given by the male-dominated society.The 

main points of this paper are the analysis of how those poems describe the female 

self-consciousness and the reaction of women themselves towards this. 

Key words:feminism;patriarchal;culture;gender;self-consciousness 

女性主义是反抗男权文化，争取女性在身体支

配、生育、接受教育、家务分配等方面平等权利的

呼声下的产物。女性主义理论中存在一种核心概念，

名为社会性别
①
，是西方女性主义者为对抗生物决

定论，反对以贤妻良母形象作为正常女性唯一生存

方式这一观念而提出的概念。社会性别是指社会对

有关男女在角色分工、精神气质、行为方式等方面

①
迈尔森著，丁琳译：《波伏娃与<第二性>》[M]，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年 

的不同期待和规范。正确的社会性别定位需要实现

人的自由个性，从而促成人的发展，男女两种性别

的人的发展的集合才构成了社会的发展。而实现个

性自由，则需要人们在无论男女之分，共同遵守的

既定契约下按照自己的意志生存活动。女性自我意

识的觉醒就是自由个性得以实践的充分必要条件。 

本文探讨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根据弗洛

伊德精神分析学说
②
中对“本我”、“自我”、“超我”

②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讲》[M]，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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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概念的解释得来。本我，指的是最原始的“我”，

可以理解为天性、本能、自然思维规律等。在弗洛

伊德的理论体系中，本我是追寻快乐的，是避免痛

苦的，是无意识、无计划的。超我，指的是泛道德、

伦理角度的“我”。超我的形成是外部环境，尤其

是道德规范、社会取向等的影响下，作用于本我的

结果。所谓自我，可以称为“在现实环境约束下的

自我”，指的是“自己”这个意识的觉醒，是人类

特有的自我探寻的开始。 

由以上对自我与本我、超我的概念分析可外延

至封建社会时期女性在男权文化笼罩下，以自我为

标准指导日常生活的不易。由于父系氏族观念的根

深蒂固
①
，男性、女性群体均缺乏对女性自我意识

觉醒之重要性的关注，使得男性一直以相夫教子、

侍奉宗族、绵延后嗣为基础的超我观念主导女性的

生活，女性也在追求超我之时忽视了部分本能的需

求，勤劳和顺的伦理道德标签使她们不辞家务的繁

重，夫家的刁难，部分人生理和心理受到束缚、扭

曲甚而摧残。本我的目的在于追求快乐，超我的目

的在于追求完美。社会纲常桎梏下，男性以超我的

标准苛求女性履行家庭义务，女性的快乐大多时候

建立在服侍婆家的周到而非本人的身心愉悦。自我

的目的在于追求现实，而正是封建时期女性的自我

意识多被磨灭，因此缺少为现实平等地位进行的有

力抗争，使得男尊女卑
②
的思想统治人类现实生活

长达千年。 

徽文艺出版社，1987 年 
①
褚蓓娟：论中西文学中女性婚恋欧式及其成因[J]，

外国文学研究，2004 年第三期 

②
杨凤：当代中国女性发展研究[D]，广州，中山大

学，2006 年 

自我意识觉醒后，女性处境依然尴尬。由于自

我服从超我的强制规则，它不仅必须寻找满足本我

需要的事物，而且还必须考虑到所寻找的事物不能

违反超我的价值观。弗洛伊德这样论述“自我”难

扮的角色：“有一句格言告诫我们，一仆不能同时

服侍两个主人，然而可怜的自我却处境更坏，它服

侍着三个严厉的主人，而且要使它们的要求和需要

相互协调。这些要求总是背道而驰并似乎常常互不

相容，难怪自我经常不能完成任务。它的三位专制

的主人是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然而物极必反，

以恪守妇道、忍辱负重的超我标准剥夺女性部分本

我需求的外部世界也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催化

剂，使她们意欲摆脱男性视角下超我的女性社会义

务，力争满足本我所需，开始自我的探究与诉求。

在刻画此类人物形象方面，《诗经》无疑具里程碑

式意义。千年前作者们勇于为追求女性的平等地位

呼喊，编者们愿收录女性寻求个人正当权益的事迹，

可称为女性主义在早期封建社会的开端。 

《诗经》
③
中记述女性在婚恋生活期间对自身

权利与义务方面思考体悟的篇目零散，形式较单一，

多见于传统的弃妇诗体裁。本文则在此基础上另加

分析展现婚前女性开放民主的爱情观的情爱诗，记

录冲破政治婚姻阻碍、设法挽救祖国的巾帼义举的

爱国诗，及借助第三人的视角书写的贤妻良母之修

为的感怀诗。本文通过对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女性在

恋爱、结婚、持家三种不同时间段的行事风格与心

理活动的分析，探究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觉

醒后女性婚恋观和人生观的转变，及女性如何以此

③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

书局，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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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准指导其生活。 

一、 恋爱时期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自

由平等的爱情、婚姻观 

在诸多影视文学作品里，待字闺中的女儿们通

常给人留下稳重守礼、含蓄内敛的形象，在男女交

往上被动接受。《诗经郑风箨兮》却记录了女性主

动表达恋爱愿望的心迹。“叔兮伯兮”说明听众是

某一年龄段的一众男性，那么“和女”“要女”的

人不可能是一位女子，应该是年龄相仿的一群女子。

结合“风漂”、“风吹”箨兮，既比喻了女子按捺不

住对爱情的渴望，希望自己像树梢落叶一般被心仪

的男子像柔风一样卷走，于空中翩跹缠绵。《周礼

地官媒氏》
①
记载，为保持社会稳定与繁育人口，

周时代统治者规定，每年定期把超龄未婚的男女会

聚，让他们自己挑选结合，所谓“中春之月，令会

男女”
②
。通过这一风俗和落叶这一象征女子年华

易逝的喻体，笔者推断这应该是大龄女性群体在男

女集会上对男子们追求的热情鼓励与欢迎。说明本

诗在记叙女性在大型集会上女性集体热切歌唱恋

歌期待男子们积极回应并追求自己，表现女性在掌

握恋爱主动权时热情奔放的一面。与该思想异曲同

工的篇目还有《诗经郑风褰裳》中“子不我思，

岂无他人”和《诗经郑风子衿》中“纵我不往，

①
李德民：水与远古风俗及两性文学[J]，江苏，河

海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9 年 6 月，

第 11 卷第 2 期 
②
李德民：水与远古风俗及两性文学[J]，江苏，河

海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9 年 6 月，

第 11 卷第 2 期 

子宁不来”。女子主动埋怨起心上人不来看望，真

诚地吐露对男子的思念，率直地责备男友的忽视，

也可体现女性追求幸福爱情时强调交往平等、互相

关心的观念。 

女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婚嫁时期得到进一步

发展。周代作为宗法社会，依赖“父母之约，媒妁

之言”的聘婚是多数妇女面对婚姻大事时采取的决

策方式，《诗经唐风绸缪》便以每章“如此……何？”

的疑问句作结，暗喻女子接受长辈的包办婚姻，婚

前对男方一无所知，才使得其面对眼前的“良人”

喜出望外、不知所措。这是当时普遍的婚姻形成模

式，然而不是所有女性都能在长辈安排下寻得美满

姻缘，一味遵从母家意愿忍痛割爱只会成为封建礼

教的牺牲品。为警醒女性在婚姻抉择中把握自我、

掌有主动权，《诗经王风大车》摒弃了女儿一味顺

从母家的守礼形象，以女子坦白坚定的心意，直率

地鼓励赶大车的心上人携其私奔这一有违伦理道

德的举动，表达女性需要自由、理想婚姻的呼唤。

从“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大车啍啍，毳衣如璊。”

这般对心上人所赶的大车驾驶声音与车上帐篷颜

色的细致描绘可看出女主人公因为与赶车男有长

久的接触而对车的形声了如指掌，侧面体现主人公

对男子绝非露水之情，而是经过同样的细致观察留

意，才选定了这位意中人。女子对爱情的认真不止

于此，她更是以“毂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

有如皦日！”的生死誓言，表达对男子的真诚爱慕，

亦显示其欲冲破母家对这桩婚事的阻挠，为爱情勇

敢反抗的精神。纵《毛诗注疏》
③
说这首诗是“刺

③
孔颖达：《毛诗正义》（影印阮元十三经注疏本）

[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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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夫”，说他不敢信守诺言，然全诗并没有更多

的社会背景、政治因素的描述，以女性主义视角观

之，该诗本意原在通过记录浓郁执着的感情催生的

大胆直率的告白与鼓励，是女性在自我觉醒后为实

现美满婚姻做出的反叛但实效性甚强的行为。 

同样是为追求婚姻自由，《诗经召南行露》里

罕见地记录了一位女子拒绝嫁给自己不爱的三心

二意之徒，为自己未来的幸福婚姻强势撰文回绝时

的言辞。众学者对本诗的主旨历来有极大争议，余

冠英《诗经选》认为这是一个已有夫家的女子的家

长对企图以打官司逼娶其女的强横男子的答复；陈

子展《诗经直解》认为是一个女子拒绝与一个已有

妻室的男子重婚的诗歌。笔者认为诗中的主人公应

是那位女子。故陈说最恰当也最能展现女性争取婚

姻自由平等之权利的积极抗争精神，更具时代建设

性。 

本诗在采用雀角啄屋、鼠牙穿墉比喻逼婚男的

暴力胁迫同时，相继采用十个疑问句反诘已有家室

的男子，以示结婚理由不足。连续使用的问句不仅

体现女子言辞慷慨，气势凌厉，展现抗婚的决心，

更显示了即使对簿公堂，女子也将毫无畏惧，通过

冷静理智的条分缕析、据理力争，勇敢捍卫自由人

格与爱情尊严。本诗字字掷地有声，以自我意识极

强的女性，对男性单方面享有婚姻决定权与传统的

一夫多妻制进行了挑战。 

二、 婚姻生活中女性自我意识的深化——

诉求忠诚互敬的婚姻 

自我有一种特征，即为“避险性”。因此自我

意识加深的女性与婚后面对艰难营生、繁重家务的

超我式牺牲，特别是没有获得丈夫的认可与尊重呈

正相关，这点在多篇弃妇诗中不难看出。 

《诗经邶风柏舟》就以“忧心悄悄，愠于群

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直白表现了男子喜新厌

旧，冷落原配。若将此文的解读限于表现妇女失宠

神伤的小女子情怀太过浅显，因为再狭隘善妒的女

子也不会连用“匪剑、匪石、匪席”的比喻表白心

迹，更不会发出“威仪棣棣，不可选也”的慷慨陈

词。可想女子受到了人格的侮辱践踏才厉声反击。

由此，值得深思的是女子面对婚姻坎坷，却“亦有

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母家对

女儿的不幸生活不予理睬甚至挖苦讥讽，没有尽到

兄长的道德义务。《诗经》收录此文并辅以“心之

忧矣”“不能奋飞”的悱恻文字即在警示“嫁出去

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是对已婚女性不负母家责任，

缺乏关爱的推诿思想，替女性渴望关怀的正当欲求

发声。 

摆脱婚姻悲剧，依靠控诉终显无力，女性自力

更生更是寻求自我实现的体现。《诗经邶风谷风》

首先详细记录了女性在婚姻中遭遇的不幸：艰难维

持拮据生活，“何有何亡？黾勉求之”。丈夫非但不

尊重自己的辛劳，拿自己当糊口的工具，还贪恋美

色、另觅新欢，凭己勤俭，家境好转但所受的侮辱

打骂日增。全诗的比喻与对比十分具体精微。以“采

葑采菲，无以下体”“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形象

地说明丈夫娶妻只重外表，萝卜蔓菁只采一时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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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叶而丢弃主要食用部分——根，就像娶回这位女

性却不关注其像清澈的泾水河底一样的美好品德

而因色衰抛弃她。因而文章开端便以“黾勉同心，

不宜有怒”直接亮明自己的婚姻态度：夫妻互敬互

爱，不得怒骂反目。然而“宴尔新昏，不我屑矣” 

甚至“比予于毒”，使女方认清了丈夫的虚伪无情，

从最初“德音莫违”的警示规劝发展成“毋逝我梁，

毋发我笱”的划清财产界限以示决裂，既表现了女

性自我意识觉醒后的声讨与抗争，更体现了女性决

意不再依附丈夫，独自坚强营生的勇气、自信、决

心。这点在《诗经卫风氓》的末句“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也有体现。这种冲破“嫁鸡随鸡，嫁狗

随狗”世俗眼光，自立门户的举动虽为凄凉无奈之

举，但显示了女性对婚姻中人格尊严的坚守。不仅

有《诗经邶风柏舟》中缠绵悱恻，椎心泣血的控

诉，更见脱离夫家折磨的实际行动。 

三、 国家危难时女性自我意识的实践——

胆识卓著的外交行动 

《诗经鄘风载驰》无疑是全集里极有开拓性

的一篇，因为它收录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有记载的

女诗人——许穆夫人，并且以爱国、明智、果敢的

巾帼形象示人，其实是对女性勇气谋略的才能的承

认及具备承担国家事务能力的肯定。许穆夫人撰文

的背景在《左传闵公二年》
①
中有记：“冬，十二月，

①
刘利，纪凌云译注：《左传》[M]，北京，中华书

局，2007 年 

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

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狄入卫，

遂从之，又败诸河。初，惠公（懿公之父）之即位

也少，齐人使昭伯（懿公同父邑母弟）烝于宣姜（宣

公妻，昭伯后母），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

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文公为卫之多患也，

先适齐。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

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

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

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所以整首

诗虽然没有出现人名，但根据《左传》的记载以及

诗意，可以把它定为许穆夫人所作。 

当卫国被狄人占领以后，许穆夫人心急如焚，

星夜兼程赶到曹邑，吊唁卫国的先主并提出求援齐

国的计划。然而上下官员担心这会将许国卷入大国

间的征战中，故极力劝阻许穆夫人避嫌。“视而不

臧，我思不远……我思不閟……女子善怀，亦各有

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是许穆夫人对一众许人

昏庸软弱的大胆否定与对自己沉着心思、缜密智策

的充分自信，“既不我嘉，不能旋反……不能旋济”

显示她力排众议决意上路的限定信念与果敢。最后

一番“百尔所思，不如我所知”的豪情壮语更强调

了她立誓救国于水火的胸有成竹。 

许穆夫人作为世界上第一位有文字记载的女

诗人，其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都极有高度，所撰

作品风格沉郁顿挫，豪迈与婉转并存，其中运用的

各种修辞，手法熟练，既显示出作者极高的诗学素

养，在诗作内容上也是对女性在理政外交方面才智

胆识、承担治国重任可能性的充分肯定，更是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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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性别”之作用下女性传统社会分工的挑战

与革新。这首诗的主题是爱国，而作为一首女性作

品，更颇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是弘扬女性突破

传统社会地位偏见，勇敢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的励

志宣言。 

四、第三人视角下对女性自我人格的关注——

感怀诗中对母性的歌颂 

如果说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女性群体单方

面行为，那么对女性自我意识深层发展的正面认可

就需要借助第三方力量。虽然传统意义的“社会性

别”对女性的定位就包括生儿育女这一重要环节，

但这在《诗经》中却专门以子女及旁观者的角度进

行了细致刻画。表面描写的是超我的母爱，却能揭

示女性自我意识尚待提升这一问题，歌颂母职的无

私也是对这种不平等牺牲的感念，表达对身为母亲

的女性群体的尊重。 

《诗经邶风凯风》便是孩子对母亲养育之恩

的礼赞与对自己未能好好报答的愧疚。母亲的关爱

如“凯风”将七子从柔弱“棘心”吹拂成繁盛得可

供黄鸟栖息歌唱的“棘枝”，更像浚下寒泉一直默

默滋养着后代。只可惜“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这番愧疚陈词是子女对母

亲以超我精神无私哺育的醒悟，对母亲不惜放弃自

我需求以儿女为重、后辈的回馈却多有亏欠的反省，

也是对母亲这一女性形象的尊敬。 

《诗经邶风二子乘舟》则站在第三人视角记

录母亲送别儿子远行的情态。诗篇简短，对母亲的

心理描写不过“愿言思子，中心养养……愿言思子，

不瑕有害？”两句。但这委婉回环的咏叹却道出了

母亲对儿子行程安危的记挂，焦虑心情可见一斑。

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即使不在身边也时刻思

念，是母亲对子女始终奉献的体现，作者关注这点

也是借诗表达对身为人母的女性全然忘我精神的

敬仰，说明把履行母职这一超我范畴的概念作为自

我实现的一部分的女性群体的高尚人格不是“天职

使然，理所应当”，而是应当被颂扬、感恩和回报

的。 

长期以来，人的发展视域中遗失了女性，男性

未能充分关注女性的社会贡献，女性未能对自我人

格的实现给予充分认知。感知女性自我意识的重要

性是全人类从古至今未完的课题。《诗经》中对一

批具有鲜活生动形象的自我意识探寻的女性的刻

画，在当时和现在都起着引导人们关注女性群体更

健康合理化发展的作用。承认女性作为“平等人”

的权利与发展要求，消除性别歧视与偏见；承认女

性作为“女人”的权利与发展要求，彰显女性独特

价值
①
，是今后人类不懈努力的方向，也是《诗经》

在女性主义领域给予人们的重要启示。 

①
杨凤：当代中国女性发展研究[D]，广州，中山大

学，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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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半叶的京剧发展状况 

顾依然  燕都学院  历史学  1140200088 

摘要：民国前半叶对于中国是风云变幻，多方力量相互较量抗衡的复杂历史时期，也是京剧蓬勃发展的重

要时期。而在这个时期内，京剧不仅为庶民所痴迷，更成为社会交际的重要手段。虽然这一时期社会动荡，

但京剧真正的蓬勃发展也离不开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传媒的推广，京剧人才教育的培养，都成为这一时

期京剧发展的重要契机。本文将详细剖析民国前半叶京剧的发展状况，为今天京剧的振兴提供一定的借鉴

和参考意义。 

关键词：京剧；民国前半叶 

一、20 世纪前半叶京剧发展的基本状况 

 民国前叶的中国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

上，都经历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过程。政治上，延

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终结，中国初步建立了民

主政体。但好景不长，袁世凯复辟、军阀的连年混

战却依旧延续了统治的混乱局面。在思想上，原有

的封建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相互抗衡。到了新文化

运动时期，相应地也进入了一个对于传统文化和思

想全面否定和批判的时期，而作为传统艺术的代表

和集大成者，京剧自然首当其冲，遭到了一些知识

分子的指摘和批判。而另一方面，民国时期娱乐方

式逐渐多样化，一些西方的艺术门类，如话剧、电

影等也对京剧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

下，一方面，京剧的剧目、演出方式、营销手段以

及表演手法大量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精华和优点，

大量排演新戏；另一方面，京剧自清末以来的流派

传承体系在民国时更加趋于发展，清末以来的原始

流派，如老生的谭派和旦角的陈德霖、王瑶卿一派

在民国时开始生根发芽，经过不同艺术家的扬弃改

良而诞生了大量新的流派，相应地就有了所谓“四

大名旦”、“四大须生”的产生。革新和继承，这两

条线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了民国前半叶京剧发展的

主要形态。 

 随着西方思想的不断涌入，京剧界在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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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也迎来了创编时装新戏的大潮。时装新戏的主

要特点就是以传统的表演、表现方式，演绎具有进

步色彩的故事，或借古喻今，针砭时事。可以说这

一方面延续了中国戏曲“惩恶劝善”、“剧以载道”

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融入了宣传近代民主进步思想

的时代气息。举例来说，根据《茶花女》改编的新

戏曲《新茶花》宣传的是爱情婚姻自主自由，在戊

戌变法失败后汪笑侬创编的新戏《党人碑》，则借

北宋故事悼念六君子。一些知识分子看到了戏曲在

思想宣传、舆论风向方面的重要作用。梁启超、严

复的启蒙思想家将“剧以载道”的道德观念转化成

新的价值取向，融入了近代民主思想，将戏曲视为

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而反清革命人士则更

注重对旧戏曲的改造，使之能成为革命运动的重要

工具。具体办法则是参考西方的演剧组织形式加以

改革。1904 年 5、6 月间，上海《警钟日报》的文

章对此已有集中体现：其一，作者对中国剧目多为

神话小说、内容因袭不以为然，强调“戏剧者，演

历史之小影而状其真者也。”
1
文章指出： 

1健鹤：《改良戏剧之计画》，《警钟日报》，1904 年 5

月 30 日。 

2 健鹤：《改良戏剧之计画》（再续），《警钟日报》，

1904 年 6 月 1 日。 

“欧美各国之演剧,即撮近今世界舞台上之小影。

人物虽假托，而情事则毕真。”其二，他们以西方

话剧为参照，强调戏剧的趋同性：“文字之大同在

不用文言而专用白话，演剧之大同在不用歌曲而专

用科白”，故主张传统戏剧多用道白。其三，为达

到写实、传真的舞台效果，提倡学习西方戏剧的道

具布景，“若事实之铺张，微有不足，则以油画衬

托之，以电光镜反照之，此所谓道具者是也。”
2
其

四,学习日本的剧界组织办法，由全国戏剧总部审

核脚本。“在上海特设一戏剧总机关部，而于直省

各都会则分设支部以隶属之。”
3
从这里能够看出，

革命人士希望藉由全盘西化来塑造所谓的“新戏

曲”。除了演剧形式的革新之外，戏曲界也有意改

革观剧环境，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直观感受中西戏俗

不同之后，如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等人在 1908

年仿照西式剧场修建的“新舞台”就是其中的代表。 

 到了民国初年，虽然宣传救亡的“文明戏”有

所衰落，但新戏热潮仍未消退。一时之间，演员争

3
健鹤：《改良戏剧之计画》（续），《警钟日报》，

1904 年 5 月 31 日。 
4 陈大悲：《一个旧戏辩护者的诬枉》，北京《晨报》，

1921 年 9 月 22 日 
3钱玄同：《随感录》，《新青年》第 5 卷第 1 号，19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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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以演绎真人真事为风气。上海的京剧演员冯子和

就善于上演真人真事，一时红遍上海滩，甚至成为

梅兰芳的模仿对象。民国时期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开

化使得观众更加追求新奇、有趣的观剧体验，于是

大量新戏争相上演。经过大量的舞台实践之后，人

们对时装新戏的兴趣也日益消退。更为关键的是，

时装新戏的质量参差不齐，对西方演剧的生搬硬套

也违背了京剧自身的艺术规律。大约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时装戏趋于衰落。 

 而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京剧被视为“旧剧”，

被激进知识分子批判为落后的象征，而对于京剧的

改造也视为新文化运动中改造旧文化的重要部分。

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傅斯年、刘半农

等人对传统戏剧进行了激烈批判，力倡学习、引进

西方戏剧，认定“中国现有的戏剧，完全没有现代

戏剧的意味。要想从事改造，第一步必须输入各戏

剧先进国底理想，学说，现例，使一般人对戏剧先

有一种正确的常识，所以很欢迎有人多介绍西洋的

译著。”
4
钱玄同认为，“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

自然是西洋派的戏，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要

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说不像话的话，全数扫除，

尽情推翻，真戏怎么能推行呢？”
5
改造旧剧的手段，

主要有将胡琴改为西洋乐器、表演风格向现实主义

靠拢等，除此之外，傅斯年、钱玄同甚至提出了“废

唱”的极端想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文化运动中

激进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批判态度，这

种批判产生于封建流毒未消的特殊历史背景中。但

也可以从中看出，虽然激进知识分子一如清末时期

的启蒙思想家对戏曲的作用及其影响有认识，但这

些知识分子和舞台的联系并不紧密，他们对戏曲的

认识也是建立在知识或思想层面上，缺乏对京剧或

戏曲本身艺术规律的充分挖掘。自清末以来，王国

维等戏曲评论家将西方剧评法引入中国戏曲，但直

到此时，很少有人能认识到生搬硬套西方体系并不

适合于中国的戏曲体系。这也可以反映出知识界与

演剧界的脱节。 

 时装戏的衰落之后，创编新戏的中心落在了古

装新戏上。虽然是古装新戏，但并不代表因循守旧，

同样也有许多新的元素进入京剧。在四大名旦产生

之前，创编新剧以梅兰芳和欧阳予倩为代表，称为

“南欧北梅”。齐如山在梅兰芳演出《汾河湾》后

写信提出了改进演出的建议，其主要内容就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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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演中加入体现人物性格和心情的动作，被梅兰

芳采纳。在经历时装新戏创编的失败之后，齐如山

等人借鉴西方的神话剧、言情剧等题材，自 1915

年的《嫦娥奔月》始，创编了一系列的神话歌舞剧，

如《洛神》、《太真外传》、《廉锦枫》、《天女散花》、

《上元夫人》等，大受欢迎，并流传至今，成为梅

派经典剧目。在这些剧目中，梅兰芳对旦角的扮相、

舞蹈、声腔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改革，也保留到了

今天。除了“有声必歌，无动不舞”的歌舞剧风格

外，齐如山也肯定京剧的虚拟化、程式化的表演方

式，但不是完全照搬，而是通过剧本的编排和表演

使场景更有逻辑。欧阳予倩早年演出话剧，精通戏

剧理论，虽不是科班出身，但他借鉴话剧理论，在

创编的红楼戏中采取分幕形式，删除了旧时戏曲中

的幕外戏，使结构更加严谨。无论是梅兰芳还是欧

阳予倩，他们表现的女性形象都有追求自由、幸福

的特征，这也是民主思想广泛传播的一种体现。四

大名旦产生以后，更是新戏迭出。 

 除了从古代神话或历史故事创编新戏以外，对

于旧戏的整理也是新戏创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旧戏的改编整理，或增益首尾，或取舍扬弃，使

结构更为严谨、剧情更为紧凑。如《千金记》之于

后来的《霸王别姬》，《淮河营》、《盗宗卷》之于《十

老安刘》等。另外，移植地方戏也成为丰富京剧剧

目的重要途径。荀慧生等京剧演员早年从事梆子或

其他行当，也将其剧目引入了京剧，由梆子《三疑

计》移植而成的《香罗带》就是其中的代表。可以

说，这些新戏的创编不仅大大丰富了京剧剧目，更

奠定了今日京剧表演风格和流派的基础。 

除了新戏的创编，旧流派的继承和新流派的

产生也是民国前叶京剧剧坛的重要特征。在老生行

当中，宗谭派的余叔岩脱颖而出，凭借“云遮月”

的嗓音和全面的戏路，获得了与杨小楼、梅兰芳并

称“伶界大王”的地位。余叔岩一生没有创编任何

新戏，始终以传统骨子老戏叫座，而自余叔岩之后

的老生流派无不受余叔岩的影响。马派、杨派等老

生流派受余叔岩影响是最大的。余叔岩对于剧坛最

大的贡献在于其不仅完整继承了谭鑫培的艺术，并

且根据自身条件使之成为继谭派之后老生行当中

影响力最大的流派。旦角行当中，“四大名旦”几

乎都曾受到王瑶卿的亲炙。王瑶卿作为戏曲教育

家，懂得因材施教，对“四大名旦”的培育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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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人与伶人的结合 

民国前半叶的京剧生态与清末相较有一个独

特的现象，那就是有大量的文人开始成为演员的智

囊团或者撰稿人，而且这些文人是对戏曲有相当认

识和见地的。文人或者说知识分子和戏曲的接触或

结合并不始于民国，在杂剧和昆曲兴盛的时期就有

大量的文人参与戏曲创作，但他们只负责编写剧本

和指导排演，并不以演员为中心。而在民国前半叶，

随着京剧逐步脱离贵族化和日益市场化的趋向，

“叫好”“叫座”成为了衡量演员的新标准。为了

在剧坛中获得一席之地，演员开始与文人紧密结

合。这一时期，文人参与剧本创作和演员营销提高

了剧本的文学性，也增强了演员的影响力，而演员

在剧目创编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演员不仅要进

行剧目的演出，更要参与剧本创作、编腔等工作，

使剧目能呈现自己的个人风格。这类文人的代表人

物有梅兰芳身边的齐如山、李释戡，程砚秋身边的

罗瘿公和荀慧生身边的陈墨香等。 

 

三、京剧教育的改革——从富连成科班到中华 

戏曲专科学校 

    民国时期，不仅京剧演出繁荣蓬勃，京剧人才

教育也呈现出了新的态势。1904 年，富连成科班建

立。富连成科班遵循的是传统的培养模式，即“替

祖师爷传道”。科班不收学费，不入学籍，目的就

是为了给读不起书的贫苦孩子一个谋生的手段。富

连成科班的培养模式主要以扎实的基本功，以演带

练以及大量的舞台实践为主，但训练的条件极其艰

苦，被称为“七年大狱”。虽然仍然保留体罚，也

有一定的局限，但是富连成科班因材施教、以演带

练的教学理念被后来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继承了

下来。 

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成立于 1930年，焦菊隐为

校长。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延续了富连成科班因材施

教、以演带练的传统，大量的舞台实践使演员们飞

速成长。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定位是一所专门培养

戏曲人才的学校，所以首开风气之先，借鉴西方戏

剧学院的模式，实行男女同校，并且加入了文化课

的学习，提高演员文化素养。曾经有就中华戏曲专

科学校是科班的争论，但无疑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

成立在京剧教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和提升。中华

戏曲专科学校真正以培养京剧人才为目的，摒弃了

过去为学一技之长而学戏的观念。中华戏曲专科学

校是富连成模式的继承发展，而有所损益，也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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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四、结语 

回溯京剧在民国时期的繁荣发展，并不是为

了借古伤今，而是希望从中汲取对于现今振兴京剧

的有益经验。无论是对于就有流派的继承，还是“移

步不换形”地竞演新戏，还是对京剧教育模式加以

继承改革，或是演员积极参与编戏，参与个人风格

的塑造，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吸取借鉴的。京剧在动

荡的民国前叶蓬勃发展不是偶然，而今天也回不到

昔日的情形。无论是京剧从业者，还是京剧研究者

亦或是京剧爱好者，都需要对这一段历史时期加以

深入的了解，以探求真正能够振兴京剧的途径或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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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休闲背景下市域中小型旅行社发展

前景探讨 
—以衡阳市内旅行社为例 

李柔静  燕都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1142900110 

 

摘要：国民旅游休闲计划的提出，对旅行社来说是机遇。也迫使旅行社特别是中小型旅行社改善服务质量，提

高服务品质。市域旅游业作为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它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对省域及县域旅游发展

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对湖南衡阳市内旅游业实地调研，利用 SWOT 分析法，分析了在国民休闲背景下中小

型旅行社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国民休闲计划；中小型旅行社；SWOT 分析；发展前景 

 

一、研究背景 

（一）国民旅游休闲计划简介 

国民旅游休闲计划，也称国民休闲计划，就是

通过制订有关扶持政策，采取各种激励措施，让广

大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最大限度

地调动全社会参与旅游休闲活动的积极性，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休闲需要，使旅游休闲真正

成为广大群众日常的生活方式和健康消费行为，进

一步提升国民的生活质量、生命质量和幸福指数[1]。 

（二）选择市域旅游业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市域旅游业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市域旅

游经济的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对省域及县域

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选择市域旅游业作

研究，方便实地调研，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二、衡阳旅游资源与旅行社介绍 

利用中国市域旅游总收入的均值，将所有的市

域旅游发展水平划分为 4 个等级，从低到高分别为：

旅游经济落后区、旅游经济较落后区、旅游经济较

发达区、旅游经济发达区[2]。衡阳属于旅游经济发

达区。到 2014 年底，衡阳市共 64 家旅行社，其中

绝大多数为中小型旅行社。即年接待人数小于 10 万

人的旅行社。探讨国民休闲背景下中小型旅游业发

展前景对衡阳市的旅行社来说非常有意义。 

衡阳山川流秀，历史悠久，人文兴旺，旅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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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丰富多彩。 “雁峰烟雨”、“石鼓江山”、“朱陵后

洞”、“花药春溪”、“岳屏雪弄”、“青草渔家”、“东

洲桃浪”、“西湖白莲”昔为衡阳八景。所辖各县亦

有八景之类，如常宁县城的“天开石榜”、“美潭晚

渔”、“地涌魁星”、“西桥夜月”、“南岭雪累”、“桃

洲春浪”、“湘寺晓钟”、“泉峰夕照”。耒阳市亦有“马

阜晴岚”、“鹿歧晚障”、“西湖莲泊”、“易口渔家”、

“杜陵烟雨”、“蔡他月夜”、“耒水夕照”等十景。

风景秀丽的衡阳自古就“群贤毕至，名人答本”。这

里不仅留有“舜帝南巡”登南岳、会诸候，大禹治

水在峋峻峰下得“金简玉书”的轶闻和杜甫、柳宗

元、刘禹锡、韩愈、吕温、朱登、张拭、徐霞客等

名人的足迹、诗文；而且还孕育了蔡伦、刘巴、王

船山、彭玉群、夏明翰、罗荣桓等古今发明家、思

想家、军事家、革命家，并留下了大量历史遗存和

遗迹。 

境内旅游资源基本以南岳衡山风景名胜区为

核心，其他风景名胜成众星捧月之势环列于周境：

东有“沫河-四方山”风景名胜区，包括罗荣桓元帅

故居及其附近的“南湾八景”之“楚南第一景”的

锡岩仙洞、沫河梯级电站、草市古镇、四方山狩猎

区等景观、景点；西有界牌瓷泥基地、渣江古镇、

船山故居、峋峻峰国家级森林公园等风景名胜；北

有岳北农工会旧址、护湘关竹市等景点；南有衡、

耒两大古城，清泉、雨母、歧山等地方名山，以及

江口乌洲、常宁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旧址、庙前

岩洞、石林、庙前汉墓群、培元塔、天堂湖等风景

名胜。 

三、衡阳市内中小旅行社生存状况 SWOT分析 

（一）中小旅行社的优势 

随着旅行社行业的发展和旅游的普及化程度

不断加强，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型旅行社由于具有成

本及客源优势，逐渐扮演起旅游批发商的角色，吸

引和招来了数量较多的中小旅行社作为其旅游产品

的代理商和零售商。中小型企业在人员精简的情况

下可以享受大型企业的先进技术。同时人们闲暇时

间的增多也保证稳定的游客数量，减轻旅游产业的

成本压力，促使其提高服务质量。同时巩固休假人

员的出游热情，推动客源的稳定增长，从而有利于

形成旅游行业可持续的良性发展。 

（二）中小旅行社的劣势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调研后，总结出来衡阳市

内大多数中小型旅行社存在的困境： 

    1.旅行社业的水平分工体系造成中小型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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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齐全”却又“功能失常” 

在水平分工体系下，旅行社不论规模大小和实

力强弱，从产品设计、采购、组合及销售到最终通

过导游服务在旅游过程中实现产品价值，各环节均

参与，全方位出击[3]。然而中小型旅行社因为规模

的限制,从事各个环节的专业人员相对较少,有些小

型旅行社还把负责相应环节的几个部门进行合并,

这样导致旅行社功能齐全而又功能失常。 

    2.中小旅行社缺乏采购和销售优势 

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型旅行社由于其具有的成

本及客源优势，逐渐扮演起旅游批发商的角色，另

外大型旅行社由于年接待旅游人数的较大规模，在

控制旅游产品的成本上较中小旅行社有着较强的优

势。在与其他旅游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大型旅行社

由于淡旺季均能保证一定量的客源而成为酒店、景

区、票务部门的首选合作对象。而中小旅行社由于

业务量较小且不稳定，往往得不到旅游企业的“青

睐”，在采购旅游产品时需要付出较高的价格和较大

的成本。 

    3.中小旅行社的人才匮乏 

由于旅行社数量的急速扩张,对专业人才的需

求越来越大。然而高校旅游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学生

本着“高学历，高收入”的想法，不愿意进入中小

型旅行社就职。经走访得知，目前衡阳市内在旅行

社就职的人员大多学历不高，且没有什么创新性人

才。再加上旅游业竞争激烈，有较高学历的专业人

才都转投大型旅行社怀抱，因此衡阳市内中小型旅

行社内人才匮乏。 

4.企业机制落后，网络化程度低 

市内很多小型旅行社都是属于做“人情”生意，

即靠自己的人脉接收团队旅游。对散客，自由行等

新型旅游形式并不重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潜在游客选择在网上获取旅游目的地信

息，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中小型旅行社由于电商人

才的缺乏而没有自己的网上平台，网络化程度较低。

也鲜有旅游社建立诸如微博、微信公众号一样的公

众平台来推广自己的旅游产品。 

（三）衡阳市中小旅行社的发展策略 

1.走专业化经营 

在集团规模化、专业化的大旅行社面前，中小

型旅行社应转变自己经营方向，规避大旅行社标准

化经营的模式弱点，加大对市场的细分，选择属于

自己的特定人群。注重品质与服务并深度开发大型

旅行社提供的旅游资料，成为针对特定方向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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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例如现代人普遍为亚健康体质，就可以据此

推出健康疗养专线。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拳头产品来

参与市场竞争，形成专业市场与服务，想游客之所

想，迎合旅游者的个性化市场要求。 

    2.利用电子商务自强并注重在线反馈机制的建

立 

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旅行社运营也将适应

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旅游电子商务提供的便利预

定方式以及较低的产品成本可以为我省中小旅行社

的发展提供另一种经营思路。目前已出现越来越多

的线上旅游代理商瓜分旅游市场的利润蛋糕，途牛、

携程、去哪儿、艺龙、芒果及同程等就是成功例子。

这些 IT 企业拥有强大的预定网络渠道和信息影响

能力，占领了旅游散客市场的半壁江山。基于我市

中小型旅行社电商人才缺乏、开发自己的网站知名

度影响力不大且维护费昂贵，可以选择在大型旅游

网站上注册商户实现转型。 

在网络平台宣传自己的旅游产品的同时也不

能忽视建立在线反馈机制：既可以让旅行社明白旅

游产品的亮点与问题所在从而做进一步的改善，也

能让潜在的旅行者充分了解目的地旅游信息。淘宝

网、APP“大众点评”里面的商品点评设置就是成功

例子。 

3.成为大型旅行社的代理社以争取更大

生存空间 

中国旅行社的分工体系正由传统的水平体系

向先进的垂直体系转变，垂直体系下，大型的旅行

社负责旅游产品的开发及承担旅游产品的批发商作

用。小型旅行社则为大型旅行社旅游产品的零售商。

既然趋势如此，那么成为大型旅行社的代理社后，

中小型旅行社既可以利用大型旅行社多年的品牌知

名度扩张自己的知名度，也可以吸取大社的产品策

划经验和利用其较低的采购成本优势，帮助大型旅

行社在游客中宣传促销旅游产品，从而获得代理佣

金。 

4.建立强势企业文化 

作为旅游企业中不可缺少的管理因素，企业文

化在我国旅游企业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

伴随着旅游企业的发展而沉积发展。旅游企业文化

一旦形成,就会对其企业成员产生影响,触发并形成

创新行动,促进或削弱旅游企业长期经营业绩的增

长。虽然中小型旅行社人数较少，但是只有不忽视

企业文化的建立，上下齐心才能将旅行社做大。 

企业文化的建立：首先,要明确企业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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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目标和企业的主要价值观,并确立企业员工

对企业主要价值观的认同感。其次，要健全企业的

规章制度和具体措施,以引导企业文化的建设。第三，

内部协调是企业文化建立的基础。企业要通过完善

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来促进人和企业文化的和谐发

展。第四，要注重对企业员工的培训，建立学习型

组织，普及企业文化理念。第五，要建立、健全企

业的员工激励制度，让员工充分了解其工作目标,

并对其进行适当、充分的激励。第六，企业领导要

率先垂范,通过领导者的非权力性影响力推进企业

文化建设；同时，要树立企业先进人物,发挥企业榜

样作用,以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团队。第七，企业

还要同时注重企业诚信文化及自身品牌文化的建设，

从根本上提升企业文化内涵，丛而提升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 

（四）衡阳市中小旅行社的发展中受到的威胁 

1.低价无序竞争、短期行为普遍。 

在走访的旅行社里，常常能够看到在很显眼的

位置挂着低价旅游的海报。有些旅行社为了吸人眼

球，旅游海报上的价格往往低于成本价很多。究其

原因，也是因为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型旅行社由于其

具有的成本及客源优势，逐渐扮演起旅游批发商的

角色，吸引和招来了数量较多的中小旅行社作为其

旅游产品的代理商和零售商。中小旅行社普遍采取

成本加定价法和竞争导向法。但是由于旅游产品同

质化，降价成为竞争的唯一手段。从而导致竞争表

成化，利润空间狭小。 

问过身边参加过低价团的朋友，才知道所谓低

价团行程中含有太多的购物店。某些黑心的导游也

是靠着购物店的返现来补贴自己，这好像也成为了

低价团默许的一条盈利模式。我认为，虽然每到一

个地方大多数人都希望去购物店带些当地的特色商

品馈赠亲友，但当一个团成为纯粹的“购物团”，游

玩的品质会大打折扣。而且这种低价团也不注重售

后服务，往往会丧失“回头客”。然而有位营销大师

曾经说过：“留住一个老顾客比发展一个新顾客所需

的成本低得多”，这句话或许值得中小型旅行社业主

深思。 

2.产品市场开发能力差。 

当问及所销售的旅游产品是否自己开发时，鲜

有旅行社人员的回答是肯定的。部分经营的较好的

中小型旅行社表示会参加省内合作较密切的大型旅

行社或是市旅游局举办的新景点实地考察活动。出

于时间与调研经费考虑，几乎没有中小型旅行社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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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独立考察刚刚开发的景区。同时由于旅游产品很

少有专利保护，对于那些实力较弱的中小旅行社来

讲，更乐于充当市场跟随者而不是市场领导者的角

色，更舍不得投资开发新产品，大家互相克隆别人

的旅游线路，一旦发现备受欢迎的旅游线路，许多

旅行社都会争相模仿，在各自的领域内搞低水平的

重复建设。 

四、结论 

2009 年国务院出台的 41 号文件里提出制定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到 2009 年 12 月 1 日，《国

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出台，其中明确

提出制定《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09年 2月 23 日

广东省国民旅游休闲计划正式启动，成为全国第一

个实行国民旅游休闲计划的省份。在国民休闲背景

下，作者通过一个寒假对所在衡阳市中小型旅行社

的实地走访调研，结合前人研究，总结出市内中小

型旅行社的发展困境并对其发展做了一定建议。我

认为，随着“中国旅游日”、“国民旅游休闲纲要”

的贯彻实施以及人们收入的增加，人们开始意识到

旅游的重要性，开始重视休闲旅游，旅游成为老百

姓传统“开门七件事”之外的新增必需品，形成了

“7 件事+旅游+X”的新组合。当旅游成为日常必需

品，对于中小型旅行社更是适者生存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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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建模中的最优化方法 
 

孟恋忱 燕都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1141000168 

指导教师：孙善忠 

 

摘要：达到最优目标的方案，称为最优方案，搜索最优方案的方法，称为最优化方法。最优化方法的数

学理论，称为最优化理论。建立的寻求最优的数学表达式，称为最优化模型。解决一个最优化问题，事实

上就是对一个要使用最优化方法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数学建模，然后使用最优化方法找出最优解的过程。 

 

关键词：数学建模；最优化方法；最优解；灵敏性分析；稳健性分析 

 

最优化方法就是在一切可能方案中选择一个

最好方案以达到最优目标的方法。最优化方法运用

数学方法研究最优化方案，以便管理者根据具体的

数值结果明确做出科学决策。 最优化方法使人力、

物力和财力最佳组合，提高管理体系的效益，使系

统最优。最优化方法已广泛使用到社会政治经济管

理及日常生活的多个系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达到最优目标的方案，称为最优方案，搜索最

优方案的方法，称为最优化方法。最优化方法的数

学理论，称为最优化理论。建立的寻求最优的数学

表达式，称为最优化模型。解决一个最优化问题，

事实上就是对一个要使用最优化方法解决的实际

问题进行数学建模，然后使用最优化方法找出最优

解的过程。 

来看一个最简单的运用最优化方法的实际问

题： 

例 1 一头猪重 200 磅，每天增重 5 磅，饲养每

天需花费 45 美分，猪的市场价格为每磅 65 美分，

但每天下降 1 美分 ，求售猪的最佳时间。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数学建模有初步

理解。 

建模，也就是建立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是针对

于现实世界的某一特定对象，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

根据特有的内在规律，做出必要的简化和假设，运

用适当的数学工具，采用形式化语言，概括或近似

地表述出来的一种数学结构。 

数学模型或者能解释特定对象的现实性态，或

者能预测对象的未来状态，或者能提供处理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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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𝑡=时间（天） 

𝑤=猪的重量（磅） 

𝑝=猪的价格（美元/磅） 

𝐶=饲养t 天的花费（美元） 

𝑅=售出猪的收益（美元） 𝑃=净收益（美元） 

假设：𝑤 = 200 + 5𝑡 

𝑝 = 0.65 − 0.01𝑡 

𝐶 = 0.45𝑡            𝑅 = 𝑝𝑤 

𝑃 = 𝑅 − 𝐶 𝑡 ≥ 0 （整数） 

目标：求𝑝的最大值 

最优决策或控制。 

数学模型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不是实际原

形，而是一种模，在数值上可以作为公式应用，可

以推广到与原物相近的一类问题，可以作为某事物

的数学语言，可译成算法语言，编写程序进入计算

机。 

建立一个实际问题的数学模型，需要一定的洞

察力和想像力，筛选、抛弃次要因素，突出主要因

素，做出适当的抽象和简化。全过程一般分为表述、

求解、解释、验证几个阶段，并且通过这些阶段完

成从现实对象到数学模型，再从数学模型到现实对

象的循环。其过程可以通俗的表示为： 

1、表述：根据建立数学模型的目的和掌握的

信息，将实际问题翻译成数学问题，用数学语言确

切地表述出来。这一个关键的过程，需要对实际问

题进行分析，甚至要做调查研究，查找资料，对问

题进行简化、假设、数学抽象，运用有关的数学概

念、数学符号和数学表达式去表现客观对象及其关

系。如果现有的数学工具不够用时，可根据实际情

况，大胆创造新的数学概念和方法去表现模型。 

2、求解：选择适当的方法，求得数学模型的

解答。 

3、解释：数学解答翻译回现实对象，给实际

问题的解答。 

4、验证：检验解答的正确性。 

数学建模就是使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应用问

题。数学建模是应用学科的核心内容，任何一门科

学都是在数学的框架下表达自己解决问题的思想

和方法，并和别的专业或者方向分享这些思想和方

法。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当其使用数学时，才是好

的精确的学科。 

数学建模的基本过程： 

1、分析实际问题中的各种因素，使用变量表

示； 

2、分析这些变量之间关系，哪些相互依存，

哪些是独立的，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3、根据实际问题选用合适的数学框架（典型

的有优化问题，配置问题等等），并具体的应用问

题在这个数学框架下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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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用合适的算法求解数学框架下表出的问

题； 

5、使用计算结果解释实际问题，并且分析结

果的可靠性。 

初步认识了数学建模后，试着解决这个问题吧。 

提出问题 

 

 表 1 

选择建模方法 

单变量最优化问题 

推导模型的具体表达式 

𝑃 = 𝑅 − 𝐶 

= 𝑝𝑤 − 0.45𝑡 

= (0.65 − 0.01𝑡)(200 + 5𝑡) − 0.45𝑡 

= −0.05𝑡2 + 0.8𝑡 + 130 

𝑦 = 𝑓(𝑥) 

= −0.05𝑥2 + 0.8𝑥 + 130 

求解模型 

𝑓′(𝑥) = 0.8 − 0.1𝑥 

  容易知道𝑓(𝑥)在𝑥 = 8处取最大值 133.2，故结果

为 8。 

回答问题 

8 天之后售猪，可以获得最大净收益 133.20 美

元。 

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对其进行了

建模，即把已知的数据转换为用数学语言表述，然

后发现这是一个单变量最优化的问题，故而使用了

最优化方法，获得最优解，之后还原到实际问题中，

问题解决。 

从这个问题可以归纳出数学建模问题的一般

方法，即五步方法—— 

第一步 提出问题 

 （a） 列出问题中涉及的变量，包括适当的单位。 

 （b） 注意不要混淆变量和常量 

 （c） 列出你对变量所做的全部假设，包括等式

和不等式。 

 （d） 检查单位从而保证你的假设有意义。 

 （e） 用准确的数学表达式给出问题的目标。 

第二步 选择建模方法  

 （a） 选择解决你的问题的一个一般的求解方法。 

 （b） 一般这一步的成功率需要经验、技巧和对

相关文献有一定的熟悉程度。 

第三步 推导模型的公式  

 （a） 将第一步得到的问题重新表达成第二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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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建模方法所需要的形式。 

 （b）你可能需要将第一步中的一些变量名改成与

第二步所用的记号一致。 

 （c） 记下任何补充假设，这些假设是为了使在

第一步中描述的问题与第二 

步中选定的数学结构相适应而做出的。 

第四步 求解模型  

 （a） 将第二步中所选方法应用于第三步得到的

表达式。 

 （b） 注意你的数学推导，检查是否有错误，你

的答案是否有意义。 

 （c） 采用适当的技术。计算机代数系统，图形，

数值计算的软件等都能扩 

大你能解决问题的范围，并能减少计算错误。 

第五步 回答问题  

（a） 用非技术性的语言将第四步的结果重新表

述。 

（b） 避免数学符号和术语。 

（c） 能理解最初提出问题的人就应该能理解你

给出的解答。 

灵敏性分析 

灵敏性分析，就是研究与分析一个系统（或模

型）的状态或输出变化对系统参数或周围条件变化

的敏感程度的方法。在最优化方法中经常利用灵敏

度分析来研究原始数据不准确或发生变化时最优

解的稳定性。通过灵敏度分析还可以决定哪些参数

对系统或模型有较大的影响。因此，灵敏度分析几

乎在所有的运筹学方法中以及在对各种方案进行

评价时都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之前建立的模型是理想化的。我们获

得的数据是由测量、观察甚至猜测得到的，因此我

们要考虑数据不准确的可能性。生猪现在的重量、

猪现在的价格，每天的饲养花费都很容易测量，而

且有相当大的确定性。但是猪的生长率则不那么确

定，而价格的下降率则确定性更低，记𝑟为价格的

下降率，现在假设𝑟的实际值不同，对几个不同的𝑟

值重复前面的求解过程，我们会对问题的解关于𝑟

的敏感程度有所了解。下表给出了几个不同𝑟值求

出的计算结果。根据表格绘制图形，我们可以看到

售猪的最优时间对参数𝑟很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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𝑥 

 

 

 

 

 

对灵敏度的更系统的分析是将𝑟视为未知参数，

按前面的步骤求解，写出 

𝑝 = 0.65 − 𝑟𝑡 

同前面一样，得到 

𝑦 = 𝑓(𝑥) = (0.65 − 𝑟𝑥)(200 + 5𝑥) − 0.45𝑥 

然后计算 

𝑓′(𝑥) =
−2(25𝑟𝑥 + 500𝑟 − 7)

5
 

使𝑓′(𝑥) = 0的点为 

𝑥 =
7 − 500𝑟

25𝑟
 

这样只要𝑥 ≥ 0，即只要0 < 𝑟 ≤ 0.014，售猪

的最佳时间就由上式给出。对𝑟 ≥ 0.014，抛物线

𝑦 = 𝑓(𝑥)的最高点处𝑥 < 0。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在

整个区间[0, +∞)上都有𝑓′(𝑥) < 0，最佳的售猪时

间为𝑥 = 0。 

猪的生长速率 g 同样不很确定，一般地，我们

有 

𝑤 = 200 + 𝑔𝑡 

从而有公式 

𝑦 = 𝑓(𝑥) = (0.65 − 𝑟𝑥)(200 + 𝑔𝑥) − 0.45𝑥 

于是 

𝑓′(𝑥) =
−[2𝑔𝑥 + 5(49 − 13𝑔)]

100
 

这时使𝑓′(𝑥) = 0的点为 

𝑥 =
5(13𝑔 − 49)

2𝑔
 

令𝑥 ≥ 0，得到𝑔 ≥ 3.769，当𝑔在这个范围内

时，最佳售猪时间就由上式给出。 

我们将灵敏度数据用相对改变量表示，这样会

比用绝对改变量更加自然和实用。例如：𝑟下降 10%

导致了𝑥增加了 39%，而𝑔下降了 10%导致了𝑥下降了

34%。如果𝑥的改变量为∆𝑥，则 x 的相对改变量表示

为∆𝑥/𝑥。如果𝑟改变了∆𝑟，导致𝑥有∆𝑥的改变量，

则相对改变量的比值为∆𝑥/𝑥与∆𝑟/𝑟的比值。令

∆𝑟 → 0，根据导数的定义，我们有 

∆𝑥/𝑥

∆𝑟/𝑟
→

d𝑥

d𝑟
∙

𝑟

𝑥
 

𝑟（美元/天） 𝑥（天） 

0.008 15.0 

0.009 11.1 

0.010 8.0 

0.011 5.5 

0.01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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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这个极限值为𝑥对𝑟的灵敏度，记作

𝑆(𝑥, 𝑟)。 在售猪问题中，我们在 r=0.01，x=8 这个

点得到 

d𝑥

d𝑟
=

−7

25𝑟2 

          = −2800 

因此 

𝑆(𝑥, 𝑟) =
d𝑥

d𝑟
∙

𝑟

𝑥
 

                                  = (−2800) (
0.01

8
) 

          = −
7

2
 

即若𝑟增加 2%，则𝑥下降 7%。由于 

d𝑥

d𝑔
=

245

2𝑔2 

     = 4.9 

我们有 

𝑆(𝑥, 𝑔) =
d𝑥

d𝑔
∙

𝑔

𝑥
 

                 = 4.9 ×
5

8
 

                = 3.0625 

于是猪的生长率增加 1%，会导致要多等待大约

3%的时间再将猪售出才能获利最大。 

灵敏度分析的成功应用要有较好的判断力，通

常既不可能对模型中的每个参数都计算灵敏度系

数，也没有这种特别的要求。我们需要选择那些有

较大不确定性的参数进行灵敏度分析。对灵敏度系

数的解释还要依赖与参数的不确定程度，原始问题

中数据的不确定程度会影响我们对答案的自信度。

在这个问题中，我们通常认为猪的生长率𝑔比价格

下降率𝑟更可靠。如果我们观察了猪或者其他类似

动物在过去的生长情况，𝑔有 25%的误差会是很不寻

常的，但对𝑟的估计有 25%的误差则不足为奇。 

稳健性分析 

一个数学模型称为有稳健性的，是指即使这个

模型不完全精确，由其导出的结果仍是正确的。在

实际问题中，我们不会有绝对准确的信息，即使能

够建立一个完美的精确的模型，我们也可能采用较

为简单和易于处理的近似方法。因此，在数学建模

问题中关于稳健性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一部分。 

刚才我们介绍了灵敏性分析的过程，这是一种

根据对数据提出的假设来评估模型的稳健性的方

法。在数学建模的第一步中，还有其他的假设需要

检查。出于数学处理的方便和简化的目的，常常要

做一些假设，建模者有责任要考察这些假设是否太

特殊，以致使建模过程的结果变得无效。 

表 1 列出了求解售猪问题所做的全部假设。除

了数据的取值外，主要的假设是猪的重量和每磅的

价格都是时间的线性函数。这些显然是做了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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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是严格满足的。比如，根据这些假设，从现

在起的一年后，猪的重量将是 

             𝑤 = 200 + 5 × 365 

     = 2025 磅 

而卖出所得收益为 

 𝑝 = 0.65 − 0.01 × 365 

= −3.00 美元/磅. 

一个更为实际的模型应该既考虑到这些函数

的非线性性，又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确定性

的增加。虽然模型力求完美，但这难以达到。确切

地说：数学模型力求接近完美。一个好的模型有稳

键性，是指虽然它给出的答案不完全精确，但足够

近似从而可以在实际问题中应用。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售猪问题中的线性假设。其

基本方程是： 

𝑃 = 𝑝𝑤 − 0.45𝑡 

其中𝑝为以美元计的每磅的生猪价格，𝑤为以磅

计的猪的重量。如果模型的初始数据和假设没有与

实际相差太远，则售猪的最佳时间应该由令

𝑃’ = 0得到。计算后有 

𝑝′𝑤 + 𝑝𝑤′ = 0.45 

其中𝑝′𝑤 + 𝑝𝑤′项代表猪价的增长率。模型

告诉我们，只要猪价比饲养的费用增长快，就应暂

不卖出，继续饲养。此外，猪的价格改变包括两项

𝑝′𝑤和𝑝𝑤′。第一项𝑝′𝑤代表因价格下降而损失价

值，第二项𝑝𝑤′代表由于猪增重而增加的价值。考

虑这个更一般的模型在应用中的实际问题，要求的

数据应该包括将猪的增长和价格变化作为时间的

可微函数的完全确定的具体形式。我们无法知道这

些函数的准确形式，甚至它们是否有意义也是个问

题。是否可以在星期一凌晨 2点售猪？猪价是否可

以是无理数？让我们来假设一种情况：一个农民有

一头重量大约是 200 磅的猪，在上一周猪每天增重

约 5 磅，五天前猪价为 70 美分/磅，但现在猪价下

降至 65 美分/磅，他应该何时出售这头猪？一个显

而易见的方法是以这些数据 (𝑤 = 200, 𝑤′ =

5, 𝑝 = 0.65, 𝑝′ = −0.01)为依据确定何时售出，我

们知道𝑝′和𝑤′在未来的几周内不会保持常数，因

此，𝑝和𝑤也不会是时间的线性函数。但是只要在这

段时期内，𝑝′和𝑤′变化不太大，假设𝑝和𝑤是线性

函数导致的误差就不会太大。 

  现在我们要对之前的灵敏性分析结果给出一个

更一般化的解释，回顾前面的结果，最佳售猪时间

𝑥对猪的生长率𝑤′的改变的灵敏性为 3。假设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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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内猪的实际生长率在每天 4.5 到 5.5 磅之间，

即为预期值的 10%之内，则最佳售猪时间会在 8 天

的 30%之内变化，即 5 到 11 天。而仍在第 8 天卖出

所导致的收益损失不超过 1 美元。 

再考虑价格。如果我们认为最糟糕的情况是在今后

几周内价格的改变为𝑝′ = −0.01，即每天下降一美

分。价格很有可能在今后会下降很慢，甚至达到稳

定(𝑝′ = 0)。我们现在能说的只是至少要等 8 天再

出售。对较小的𝑝′（接近 0），模型暗示我们等较

长的时间再出售。但我们的模型对较长的时间不再

有效。因此，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将猪再饲

养一周的时间，然后重新估计𝒘、𝒘′、𝒑和𝑝′，再

用模型重新计算。 

事实上，即使是简单的单变量最优化问题，确

定全局的最优值点的工作也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实

际问题通常都很麻烦。即使我们讨论的函数是处处

可微的，导数的计算也经常是复杂的。然而，最糟

糕的部分是求解方程𝑓′(𝑥) = 0。一个清楚而简单

的事实就是绝大多数方程都是无法解析求解的。在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能做得最好的就是利用图像

或数值方法求一个近似解。 

例 2 再来考虑售猪问题，但现在考虑到猪的生

长率不是常数的事实。假设现在猪还小，因此生长

率是增加的。什么时候应该将猪售出从而获得最大

的收益？ 

我们仍采用五步方法求解这个问题。第一步只

要将表 1 修改一下，现在我们不能再假设

𝑤 = 200 + 5𝑡。那么怎样才是对增加的生长率的一

个合理的假设呢？这里我们假设猪的生长率正比

于它的重量，也就是说，我们假设 

d𝑤

d𝑡
= 𝑐𝑤 

根据𝑤 = 200 磅时d𝑤/d𝑡 = 5 磅/天的事实，我

们可得出𝑐 = 0.025。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简单的微

分方程来解出𝑤，这个方程是 

d𝑤

d𝑡
= 0.025𝑤, 𝑤(0) = 200 

容易得到 

𝑤 = 200𝑒0.025𝑡 

由于我们在表 1 中列出的其他假设都不变，第

一步就完成了。 

第二步是选择一个建模方法，我们仍采用单变

量最优化模型。 

第三步是推导模型的公式。现在与之前得到的

公式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要将重量方程𝑤 = 200 +

5𝑡替换为方程𝑤 = 200𝑒0.025𝑡，这样就得到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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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目标函数 

𝑦 = 𝑓(𝑥) 

= 200𝑒0.025𝑥(0.65 − 0.01𝑥) − 0.45𝑥 

我们的问题是在集合𝑆 = {𝑥|𝑥 ≥ 0}上求𝑓(𝑥)

的最大值。 

第四步是求解这个模型，我们采用图像法。在

现在的问题中，我们可以从目标函数的图像中看出

一些信息。图像法是一种探索方法，要经过试验并

运用正确的判断。这里我们当然不需要考虑取负值

的𝑥，但同时对𝑥 = 65之外的点也不需要考虑。在

这个点之后猪的价格是负的，这显然没有意义。 

从下图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最大值发生在

𝑥 = 20附近，此时𝑦 = 𝑓(𝑥) = 140。 

  为得到一个更好的估计，我们可以把图像上的最

大值附近放大来看。 

由下图，我们可以估计出最大值发生在 

𝑥 = 19.5 

𝑦 = 𝑓(𝑥) = 139.395 

这里我们得到的最大值点的位置𝑥有三位有效

数字，相应的最大值有六位有效数字。由于在最大

值点𝑓′(𝑥) = 0，函数𝑓(𝑥)在这一点附近关于𝑥的变

化很不敏感，因此我们可以得到比𝑥有更高精确度

的𝑓(𝑥)。 

第五步是回答问题。在考虑到小猪的生长率还

在增加之后，我们现在建议等待 19到 20 天再将猪

卖出，这样会得到将近 140 美元的净收益。 

在第四步中用图像法确定出最大值点的位置

没有很高的精确度。这对现在的问题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们并不需要更高的精确度。虽然图像法确实

可以给出高精度的结果（通过在极值点反复放大），

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用更有效的计算方法。 

现在来讨论上面给出的最优点的坐标和最优

值关于小猪的增长率𝑐 = 0.025的灵敏性。我们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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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几个不同的参数𝑐的值重复我们前面做的图

像分析的工作，但这太繁琐了，我们将采用一个更

有效的方法。 

我们从将模型一般化开始。现在假设 

d𝑤

d𝑡
= 𝑐𝑤, 𝑤(0) = 200 

于是 

𝑤 = 200𝑒𝑐𝑡 

这样得到目标函数为 

𝑓(𝑥) = 200𝑒c𝑥(0.65 − 0.01𝑥) − 0.45𝑥 

根据我们的图像分析，我们知道对𝑐 = 0.025，

最大值出现在𝑓(𝑥)的驻点，即使𝑓′(𝑥) = 0的点处。

由于𝑓是𝑐的连续函数，对 0.025 附近的𝑐得出同样

的结论应该是合理的。为了确定驻点的位置，需要

计算导函数𝑓′(𝑥)并求解方程𝑓′(𝑥) = 0。这个过

程的第一部分（计算导数）相对比较容易，不难算

出 

𝑓′(𝑥) = 200𝑐𝑒c𝑥(0.65 − 0.01𝑥) − 2𝑒c𝑥 − 0.45 

第二部分是解方程 

200𝑐𝑒c𝑥(0.65 − 0.01𝑥) − 2𝑒c𝑥 − 0.45 = 0 

显然，你不太可能用手算直接得出一个解析解。

现在有一些计算机代数系统可以利用专门设计用

来求解这类方程的𝑊函数来求解上面的方程。随着

数学以及数学软件的发展，我们求解方程的能力会

逐渐增加，但绝大多数方程无法用代数方法求解仍

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有一般的代数方法来计算导数，

但没有一般的代数方法来解方程。甚至对于五次或

高于五次多项式，我们就已经没有通用的代数方法

（即没有类似于二次方程那样的求根公式）来求解

了。所以我们经常要借助于数值近似方法来求解代

数方程。 

我们要用牛顿法解上面的方程，先给出一个牛

顿法的简介。 

牛顿迭代法（Newton's method）又称为牛顿-

拉夫逊（拉弗森）方法（Newton-Raphson method），

它是牛顿在 17 世纪提出的一种在实数域和复数域

上近似求解方程的方法。多数方程不存在求根公式，

因此求精确根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从而寻找方

程的近似根就显得特别重要。方法使用函数𝑓(𝑥)的

泰勒级数的前面几项来寻找方程𝑓(𝑥) = 0的根。牛

顿迭代法是求方程根的重要方法之一，其最大优点

𝑥(𝑛) ← 𝑥(𝑛 − 1) − 𝐹(𝑥(𝑛 − 1))

/𝐹′(𝑥(𝑛 − 1)) 

算法：牛顿法 

变量：𝑥(𝑛)= 𝑛次迭代后的根的近似解 

𝑁=迭代次数 

输入：𝑥(0)，𝑁 

过程：开始 

对𝑛 = 1到𝑁循环 

开始 

结束 

结束 

输出：𝑥(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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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方程𝑓(𝑥) = 0的单根附近具有平方收敛，而且

该法还可以用来求方程的重根、复根，此时线性收

敛，但是可通过一些方法变成超线性收敛。另外该

方法广泛用于计算机编程中。 

下面用伪代码的形式给出了一个牛顿法的算

法，这是描述数值算法的一个标准方法。 

将伪代码转化为可在计算机上直接运行的高

级计算机语言程序（BASIC、FORTRAN、C、PASCAL

等）是非常容易的，伪代码也可以用电子数据表格

软件来实现，还能够在绝大多数计算机代数系统上

进行编程（不推荐用手算完成这个算法！！！）。 

在这个问题中，我们采用牛顿法来求方程 

𝐹(𝑥) = 200𝑐𝑒c𝑥(0.65 − 0.01𝑥) − 2𝑒c𝑥 − 0.45 = 0 

的根。对接近 0.025 的𝑐。我们期望能找到在

𝑥 = 19.5附近的根。下表是牛顿法的计算机计算结

果，对每一个𝑐值都以𝑥(0) = 19.5为起始点，进行

𝑁 = 10次迭代。 

𝑐 𝑥 

0.022 11.626349 

0.023 14.515929 

0.024 17.116574 

0.025 19.468159 

0.026 21.603681 

0.027 23.550685 

0.028 25.332247 

注意解这个方程的方法包括两步。第一步用某

种全局方法（这里我们采用图像法）确定近似解，

第二步用一种快速收敛的局部方法求得满足精度

要求的精确解。这是数值求解的两个阶段，它在大

多数常用的求解方法中是很普遍的。对单变量最优

化问题，图像法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全局方法。牛

顿法易于用程序实现，而且在大多数图形计算器、

电子数据表格软件和计算机代数系统中都有内置

的解方程工具。虽然在细节上有算不同，但这些求

解工具都是以牛顿法的某些变形为基础的。它们可

以像牛顿法一样安全、有效地使用。求解时首先要

用某个全局方法求根的近似值，大多数这类解方程

工具都要求一个根的初始估计值或一个包含根的

初始区间，然后利用该工具求根，并验证结果。验

证可以采用对参数的容许值进行灵敏性分析，或将

求出的解代回到原始的方程中。注意：对数值求解

的过程轻易地、不加鉴别地信任是危险的。对许多

实际问题，不恰当地应用数值求解工具会导致很严

重的误差。初始时选择一个适当的全局方法以及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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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根的检验都是数值求解过程的重要部分。 

为 得 到 对 灵 敏 性 的 数 值 估 计 ， 我 们 取

𝑐 = 0.02525（原始𝑐 = 0.025增加 1%）再来求解方

程𝐹(𝑥) = 0，此时求出的解为 

𝑥 = 20.021136 

这表示𝑥 增加了 2.84%，我们由此估计出

𝑆(𝑥, 𝑐) = 2.84。根据 

𝑔 = 200𝑐 

我们很容易说明 

𝑆(𝑥, 𝑔) = 𝑆(𝑥, 𝑐) = 2.84 

如 果 令 ℎ 为 猪 的 初 始 重 量 （ 我 们 假 设

ℎ = 200 磅），由 

ℎ =
5

𝑐
 

我们有 

𝑆(𝑥, ℎ) =
d𝑥

dℎ
∙

ℎ

𝑥
 

                                = (
d𝑥/d𝑐

dℎ/d𝑐
) (

5/𝑐

𝑥
) 

= −𝑆(𝑥, 𝑐) = −2.84 

事实上，如果𝑦正比于𝑧，总有 

𝑆(𝑥, 𝑦) = 𝑆(𝑥, 𝑧) 

而如果𝑦反比于𝑧，则有 

𝑆(𝑥, 𝑦) = −𝑆(𝑥, 𝑧) 

现在我们已经求出了𝑥关于猪的初始重量和生

长率的灵敏性。其他的灵敏性与例 1 中讨论的原始

问题是相同的，这是因为目标函数关于其中的其他

参数的出现形式都没有变化。 

现在得到的最优解与例 1中给出的解有显著的

不同（现在为 19 到 20 天，而例 1 中为 8 天），这

使得我们对模型的稳健性有很大的疑问。假设 

𝑝 = 0.65 − 0.01𝑡 

是否在 3周的时间内一直成立也是需要认真考

虑的问题。关于价格的其他模型当然也应该与一头

有代表性的猪的生长过程的更复杂模型一同考虑。

我们现在能够说的就是：如果猪的生长率不下降，

如果价格下降的速度不加快，我们就应该将猪再多

养一个星期。到那时，我们将以新的数据为基础重

新讨论。 

这就是求解售猪问题的全部过程，也是一个典

型的最优化问题的数学建模解决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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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are oxygen transport proteins in vertebrates, in which myoglobin was the first protein whos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was solved by X-ray crystallography. They both contain heme groups as oxygen carriers. The mechanisms of the 

reversible binding of oxygen by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cover so many important features shared by most proteins that they are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for students learning biochemistry to thoroughly understand prote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In this article, a complete solution 

to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is addressed, including basic reviews, structural analysis, the coordination chemistry of heme iron, mechanisms 

of oxygen binding, hemoglobin allostery, autoxidation, and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moglobin disease and one half of the 2015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for the discovery of Artemisinin by Youyou Tu. Students studying biochemistry and transition metal inorganic 

chemistry may find almost everything they want to know at this stage about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in this article. 

 

Introduction 

 

Red blood cells are responsible for consistently carrying oxygen 

from the lungs to various tissues in our body. The reason why red 

blood cells can transport oxygen so sufficiently refers to a kind of 

protein called hemoglobin (Figure 1A) located in the cytosol of red 

blood cells. It is an oxygen carrying protein, with the iron ion in the 

heme groups serving as the oxygen binding sites. When you breathe, 

a large amount of oxygen molecules enter your lungs. Oxygen is a 

small nonpolar molecule, allowing them to diffuse freely across the 

membranes. While your blood is passing through your lungs, those 

oxygen molecules diffuse freely into the red blood cells and are 

caught by the heme groups in hemoglobin. Hemoglobin has a high 

affinity for oxygen when the pressure of oxygen is high as in the 

lungs, but a low affinity when the pressure of oxygen is low as in the 

tissues. Hence hemoglobin binds oxygen at almost a full load and 

transports it to the periphery where the pressure of oxygen is low, 

causing about half of the oxygen to be released. The released oxygen 

then diffuses into tissues, and is caught by another kind of oxygen 

binding protein, myoglobin (Figure 1C), located in the cytosol. The 

oxygen affinity of myoglobi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hemoglobin, 

which ensures that the oxygen flow is generally towards tissues.  

 A noteworthy fact is that the fetal hemoglobin (Figure 1B) is 

different from adult hemoglobin by a higher oxygen affinity due to 

its less affinity for an inhibitor. This allows fetus to strip oxygen 

away from maternal blood. But the oxygen affinity of fetal 

hemoglobin is still lower than that of myoglobin, because oxygen 

should still be delivered to the fetal tissues. The oxygen-binding 

properties of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can be summarized in 

Figure 2.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both bind oxygen using the heme 

groups attached to the protein. The difference and relationship in 

their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is basically that myoglobin is a 

monomer while hemoglobin is a tetramer, and each one of the four 

subunits of hemoglobin is very similar to a single myoglobin. The 

similarity in structure accounts for their similar oxygen-binding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e quaternary structure of hemoglobin 

allow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our subunits, providing the 

possibility of allosteric regulation, which then makes it possible for 

hemoglobin to react towards different external signals, for instance, 

the pressure of oxygen. It is the allosteric regulation that 

hemoglobin depends on to exhibit a high oxygen affinity in lungs 

where the oxygen pressure is high and a low oxygen affinity in 

periphery where the oxygen pressure is low. 

 The oxygen binding site of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is a 

Fe2+ ion in the heme group (Figure 3). Iron is a d block transition 

element, whose electrons on the d orbitals are responsible for its 

chemical properties. Transition metals are common in coordination 

complexes. The iron ion in the heme group is at its divalent state and 

is in an octahedral geometry. The four equatorial ligands are 

provided by the four nitrogen atoms of the porphyrin ring,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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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another ligand is provided by a histidine. The remaining sixth 

coordination position is reserved for oxygen.  

 The bound oxygen also forms a hydrogen bond with the distal 

histidine (His E7), which further stabilizes oxygen binding.  

 Since hemoglobin possesses a quaternary structure, it can be 

regulated through multiple ways. Oxygen molecule is a homotropic 

allosteric activator. Before oxygen binds, hemoglobin is in its 

inactivated state, which is called the tensed state (T state). The 

binding of oxygen to a first subunit of hemoglobin activates the first 

subunit itself, followed by activation of the other three subunits to 

convert them into the relaxed state (R state). The subunits within R 

state have a much higher oxygen affinity, resulting in quick binding 

of oxygen to the remaining three subunits. 

2,3-bisphospho-D-glycerate (2,3-BPG) (Figure 4) is a heterotropic 

allosteric inhibitor of hemoglobin. Binding of 2,3-BPG inactivates 

the binding of oxygen. Adult hemoglobin and fetal hemoglobin are 

expressed from different genes. Adult hemoglobin has six 2,3-BPG 

binding sites that consists of 6 positive charged amino acid residues, 

whereas in fetal hemoglobin, a histidine residue in the 2,3-BPG 

binding site is substituted by a serine residue, which removes one 

positive charge from the 2,3-BPG binding site, and hence reduces 

the attraction for 2,3-BPG, giving rise to the less affinity for 2,3-BPG 

of fetal hemoglobin and then the higher affinity for oxygen.  

High altitude adaptation is also achieved by the heterotropic 

allosteric regulation by 2,3-BPG. At high altitude, the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is lower, causing that hemoglobin cannot bind 

enough oxygen in lungs. However, the ultimate intention of 

delivering oxygen is maintaining the 

metabolisms of tissues, which means that 

as long as the amount of oxygen can be 

guaranteed in tissues, the whole body will 

be fine. Therefore, the periphery 

Figure 1. (A) Structure of human deoxy hemoglobin in a complex with xenon (2009). PDB code: 2W6V. (B) Structure of wild-type fetal human hemoglobin HbF (2013). 

PDB code: 4MQJ. (C) Structure and refinement of oxymyoglobin at 1.6 angstroms resolution. (1982). PDB code: 1MBO. 

 

 

Figure 2. Oxygen-binding curves for myoglobin, fetal hemoglobin and adult 

hemoglobin. Figure 3. Oxygen binding in myoglobin. Adapted from ref 1. 

Figure 4. Structure of 2,3-bisphosphoglyc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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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𝑜 

produces more inhibitor 2,3-BPG to decrease hemoglobin’s affinity 

for oxygen, and thus the level of oxygen is maintained regardless the 

lack in source. Artificial means of providing oxygen may be required 

at extreme altitudes. 

The activity of hemoglobin is also regulated by pH and 

covalent modification. At low pH, the affinity for oxygen of 

hemoglobin decreases, that is, more oxygen is released, which is 

known as the Bohr effect. It means that more oxygen is delivered to 

the tissues that are of low pH. This reflects a huge physiological 

significance. The more active the tissue, the higher level its 

metabolism. Thus more oxygen is required, whereas more carbon 

dioxide is generated and is needed to be cleaned. Carbon dioxide 

when dissolved in water, it is hydrolyzed and converted to proton 

and bicarbonate ion, in which the proton will decrease the pH. In 

red blood cells, the existence of the enzyme carbonic anhydrase that 

catalyzes the hydrolysis reaction of carbon dioxide further 

decreases the pH, and helps remove carbon dioxide in tissues as 

well. The decreased pH leads to more release of oxygen. Therefore, 

not only the active tissue acquires more oxygen, but the waste 

carbon dioxide is cleaned as well. If the tissue requires even more 

oxygen, such as the muscle in extreme exercise, the additionally 

produced lactic acid will further drop the pH, causing more oxygen 

to be released. The substantial amount of carbon dioxide dissolved 

in the cytosol of red blood cells can also covalently modify every 

N-terminal of the hemoglobin polypeptide chain, which further 

lowers its affinity for oxygen (Figure 5).  

  Oxygen is relatively not soluble in water, with an average 

concentration in blood3 of approximately 0.1 mmol/L. The 

concentration of hemoglobin in red blood cells is about 2 mmol/L. 

Therefore in lungs, the full load hemoglobin carries up to about 8 

mmol/L oxygen, which is equivalent to increasing the solubility of 

oxygen by 80 folds (Figure 6). 

 

Oxygen Binding 

 

We first analyze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the iron ion at the 

oxygen binding site. Iron is a transition metal element. Its chemical 

properties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its d-orbital electrons. Only 

divalent iron ion, Fe2+, can bind oxygen reversibly. If Fe2+ ion is 

oxidized to Fe3+ion, it can no longer be used to transport oxygen. 

The valence electron configuration for ferrous ion, Fe2+, is 3d6: 

, 

where the five d orbitals are at the same energy level. These five d 

orbitals are named 𝑑𝑧2 , 𝑑𝑥2−𝑦2, 𝑑𝑥𝑦, 𝑑𝑦𝑧, 𝑑𝑧𝑥, respectively, whose 

electron distributions are shown in Figure 7. When six identical 

ligands coordinate to the iron ion in an octahedral geometry, the 

energy level of 𝑑𝑧2 and 𝑑𝑥2−𝑦2 orbitals increases, for the electron 

distribution of these two orbitals is along with z axis or x and y axes, 

which are end on to the coming ligands. In contrast, the energy level 

of 𝑑𝑥𝑦, 𝑑𝑦𝑧 and 𝑑𝑧𝑥 orbitals decreases, for the orientation of these 

three orbitals f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axes, which avoids the intense 

interactions with the coming ligands. Group theory tells us that the 

energy increased in 𝑑𝑧2 and 𝑑𝑥2−𝑦2 orbitals are the same, while 

the energy decreased in 𝑑𝑥𝑦, 𝑑𝑦𝑧 and 𝑑𝑧𝑥 orbitals are the same as 

well, giving the following Fe2+ ion electron structure in a 

coordination environment: 

  , 

where the energy difference ∆𝑜 denotes the crystal field splitting 

energy in an octahedral geometry. 

  Furthermore, if we inspect from the molecular orbital’s point 

Figure 5. Covalent modification of hemoglo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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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Oxygen solubility is increased by 80 folds in red blood cells. 

Figure 7. The electron 

distribution of the five d 

orbitals of Fe2+ ion. Adapted 

from re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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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𝑜 ∆𝑜′ 

𝜋* 

of view, when the six ligands are good 𝜎-donor ligands, we will find 

the t2g orbitals to be non-bonding: 

. 

However, if they are 𝜋-acceptor ligands, such as O2 and CO, whose 

𝜋* antibonding orbitals are empty or half empty, offering spaces for 

more electrons to fill in, then the d-orbital electrons of the metal ion 

can back bond to the ligands (Figure 8). In this case, we will expect 

the t2g orbitals to be involved in the bonding system: 

.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molecular 

orbital diagram, the crystal field splitting 

energy generated by 𝜋-acceptor ligands is 

larger than that by 𝜎-donor ligands, indicating that 𝜋-acceptor 

ligands bind the metal ion much more tightly.  

There are two spin states for a coordination complex – a 

high-spin and a low-spin. Take the Fe2+ ion for an example. Fe2+ ion 

has a 3d6 electron configuration. When you are putting the six 

electrons onto the five molecular orbitals, you have two ways to do 

it. The first way is that you put only one electron into each orbital 

first, trying your best to avoid electron pairing, followed by putting 

the remaining electrons into the orbitals that have the lowest energy. 

Although what you did in the end results in electron pairing, you 

give as many unpaired electrons as you can. This electron 

configuration is called high-spin. On the other hand, if you arrange 

the electrons to be in pairs since beginning without violating the 

Hund’s rule, you will get a low-spin configuration (Figure 9). For 3-d 

metals, whether it will be a high-spin configuration or a low-spin 

configuration strongly depends on the ligands. If the coordin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ligand and the metal center is weak, in which 

the ligand is usually a 𝜎-donor ligand, the ligand cannot force the 

electrons in eg orbitals to fall into t2g orbitals. On the contrary, if the 

coordination interaction is strong, in which the ligand is usually a 

𝜋-acceptor ligand, the electrons in eg orbitals then will be forced into 

t2g orbitals. The reason why 𝜋-acceptor ligands can usually force the 

electrons into low-spin state is because the coordination of 

𝜋-acceptor ligands increases the crystal field splitting energy, which 

becomes larger than the energy required to force two electrons to 

pair. 

Now we refer back to the iron ion in the heme group of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Figure 10).  

First of all, we note that before oxygen binding, the five ligands 

are the four nitrogen atoms in the porphyrin ring with another 

nitrogen provided by histidine imidazole group. Nitrogen is a typical 

𝜎-donor ligand, so the electron configuration of the iron ion is 

high-spin without the binding of oxygen. As noted above, oxygen 

molecule has half-empty 𝜋 * antibonding orbitals (Figure 11), 

making it a strong-field 𝜋 -acceptor ligand. Therefore, the 

coordination of oxygen will convert the spin state of the Fe2+ ion 

from high-spin to low-spin. The consequence of the switch in 

electron configuration is that the eg* orbitals of iron become empty, 

leading to a shrink in size of the Fe2+ ion. 

What also attracts our attention is CO poisoning. It is 

commonly known that carbon monoxide is extremely toxic. Only a 

small amount of CO can cause huge damages to our body. The 

mechanism of CO poisoning relys on its binding to the heme group 

in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CO binds to heme groups much more 

tightly than oxygen. Once CO is bound to the heme group, it is so 

tough that only degrading of the whole protein can it be erased. The 

reason why CO binds to the heme group much more tightly is 

because CO has completely empty 𝜋* antibonding orbitals (Figure 

11), which leads to an extremely strong back bonding, and hence a 

very intensive bonding.  

 

Figure 8. Back b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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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hough CO can bind to heme group tightly due to back 

bonding, its binding to the heme group in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is weakened because a distal histidine (see Figure 3) 

forces the bound CO to form an angle with the heme group instead 

of its natural vertical binding, which decreases the overlap between 

orbitals. This angle is right the natural angle that oxygen forms 

when it binds to the heme group, so it does not affect oxygen 

binding. The presence of distal histidine also forms a hydrogen bond 

with oxygen, which helps stabilize oxygen binding. The overall effect 

is that CO binds to hemoglobin only about 250 times better than 

oxygen1. 

The colour of blood can be interpreted by ligand field theory. 

As known by everyone, the oxygen-depleted blood, such as venous 

blood, is dark purple, while the oxygen-rich blood, such as arterial 

blood, is bright red. In addition, we also know that the blood 

poisoned by carbon monoxide is specially described as cherry-red, 

for it is even redder than arterial blood (Figure 12). Coordination 

compounds usually appear to be colourful, because energy absorbed 

by electron transition from t2g orbitals to eg* orbitals is within the 

visible range. There is no exception for the Fe2+ ion in the heme 

group. When hemoglobin is deoxygenated, the energy difference 

between eg* orbitals and t2g orbitals is small because only five weak 

ligands are coordinating to the metal center and hence only a tiny 

split of energy level. The small difference allows low energy photons 

to be absorbed, and here the low energy photon corresponds to red 

Figure 9. High-spin Fe2+ versus low-spin Fe2+. 

Figure 11. Molecular orbital diagrams for O2 and CO. 

Figure 10. The oxygen binding site of deoxyhemoglobin (left, PDB code: 4HHB) and oxyhemoglobin (right, PDB code: 1HHO). 

Figure 12. Colour of oxygen-rich/depleted blood and CO poisoned blood. (A) 

Oxygen-rich blood drop is bright red (left) and oxygen-depleted blood drop is 

dark (right). Adapted from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d_blood_ 

cell#/media/File:NIK_3232-Drops_of_bloodmedium.JPG. (B) Cherry-red skin 

caused by CO poisoning. Adapted from Kevin C. Osterhoudt Carbon Monoxide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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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Therefore, red light is absorbed while blue light is reflected. 

We then see the dark purple colour. However, when hemoglobin is 

oxygenated, the energy gap between eg* orbitals and t2g orbitals is 

magnified, because oxygen is a strong-field 𝜋-acceptor ligand. Now 

the photons with much higher energy is absorbed instead of those 

with low energy. So blue light is absorbed whereas red light is 

reflected, and then we see the red colour. Since CO is even a stronger 

ligand than oxygen, it causes even larger energy split. Therefore, 

much bluer light is absorbed and much redder light is reflected. 

Then we see the cherry-red colour. 

As already discussed, before oxygen binds to heme, the Fe2+ 

ion is in its high-spin state, whose radius is a little bit larger. The 

large ion consequently cannot resides totally inside the porphyrin 

ring, but is squeezed out towards the proximal histidine instead, and 

the porphyrin ring is dragged to become puckered at the same time 

(see Figure 10). These conformations cause difficulties for oxygen 

binding. The oxygen must force the electron configuration of the 

iron ion to switch from high-spin to low-spin to decrease its radius, 

and then pull the iron ion into the porphyrin ring, giving it back to 

the planer conformation. Such requirements inevitably become 

barriers for oxygen to bind, but once one oxygen molecule is bound 

to hemoglobin, the barriers at the other three oxygen binding sites 

in the same hemoglobin are removed, which is known as the T to R 

transition, as discussed in the next section. 

 

Allosteric Regulation 

 

Oxygen is a homotropic allosteric activator for hemoglobin, whereas 

2,3-bisphosphoglycerate is a popular heterotropic allosteric 

inhibitor. The binding of oxygen to the first heme group on 

hemoglobin leads to a conformational change of the whole protein, 

converting hemoglobin from T state to R state and increasing the 

affinity for oxygen of the other three heme groups. 2,3-BPG 

stabilizes the T state of hemoglobin, which in effect decreases its 

affinity for oxygen. 

 We now examine the T to R transition in details. The 

quaternary structure of hemoglobin consists of two 𝛼  subunits 

and two 𝛽 subunits, in which each 𝛼 subunit binds tightly to one 

𝛽 subunit, and hence hemoglobin can be considered as a dimer of 

dimer. The binding of oxygen causes the iron ion to move into the 

porphyrin ring, along with the proximal histidine moving towards 

the heme group. The movement of the proximal histidine drives the 

whole polypeptide chain it resides on to move with it. This results in 

a relative rotation between the two pairs of 𝛼/𝛽 dimers about 15 

degree (Figure 13).  

 However, recent researches4 figured out that hemoglobin 

allostery is much more than a T state and an R state. There are three 

most commonly used methods to study protein structure: X-ray 

crystallography,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NMR), and electron 

microscopy. X-ray diffraction method studies the crystal structure of 

proteins, while NMR studies the protein structure in solution, which 

provides a better approximation of the actual protein structure in 

cell. Electron microscopy is not used widely yet because of its 

limited resolution, but it tends to dominate the structural biology 

methods since we are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resolutions. The 

latest reported facts using NMR is that the solved crystal structure 

of T state and R state of hemoglobin may be the so-called 

“pre-existing protein conformations”. The actual conformations of 

hemoglobin in aqueous solution are different from their crystal 

structures and undergo dynamic variations. Both tertiary structure 

and quaternary structure can be affected to have impacts on oxygen 

affinity. That is to say, many small parts of hemoglobin is sensitive to 

external conditions, including temperature (because binding of 

oxygen is exergonic), pH, allosteric effectors, and the composit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buffer.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various amino acid residue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affinity for oxygen. Any perturbation at any portion of 

the hemoglobin peptide chains may alter the final oxygen affinity. 

The total effect on oxygen affinity is the sum of every small 

contributions by every small portion of the whole protein. The 

general rotation is only one aspect of monitoring the oxygen affinity. 

Hemoglobin is actually triggering almost every amino acid member 

to work on the regulation of its affinity for oxygen. There is no 

absolute T state or R state.  

 Although the increase in oxygen affinity is determined by 

many different mechanisms, the final destination of allosteric 

regulation are the heme groups of the other subunits. There could 

be a lot of manners to affect the process of driving oxygen towards 

the binding sites, but few are expected for the final coordination of 

oxygen to the iron ion. Here I propose that the increased affinity for 

oxygen is realized by trans effect. 

 The proximal histidine nitrogen is a very good 𝜎-donor ligand 

and a very poor 𝜋-acceptor ligand. Since the porphyrin ring also 

provides four nitrogen atoms as ligands, the ligands coordinating to 

the iron ion are all good 𝜎-donor ligands yet very poor 𝜋-acceptor 

ligands except for oxygen, which is reversely a very poor 𝜎-donor 

ligand but a very good 𝜋-acceptor ligand. When ligands coordinate 

to the metal center, they are competing on donating electron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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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 ion or on attracting back bonding electrons from the metal ion. 

The competition on the opposite positions are the most intensive, 

for the capacity of accepting electrons and the ability of donating 

electrons of the metal center is limited. For instance, if the two 

ligands on opposite sides are both very good 𝜎-donor ligands, they 

will both push electrons towards the metal center, but the metal ion 

cannot accept that high electron density, so both the two ligands 

bind not very tightly to the metal center and thus are easily 

dissociated. However, if one ligand is a good 𝜎-donor ligand while 

the other is a good 𝜋-acceptor ligand, the electron density on the 

metal center is overwhelmingly pushed towards the 𝜋-acceptor 

ligand, because all the 𝜎-donor ligand want is donating electrons, 

whereas all the 𝜋-acceptor ligand want is accepting electrons. They 

compensate each other’s needs, so both bonds become stronger. 

Similar things happen to the oxygen molecule. All the other five 

ligands like to donate electrons to the metal ion, but oxygen wants 

to withdraw. So the binding of oxygen will be very tight. However, 

there is also an obstacle in front of oxygen. The iron ion in the heme 

group is squeezed out to the other side. Therefore, one possible final 

mechanism of assisting oxygen binding involved in allosteric 

regulation is that the proximal histidine is pushed towards the metal 

ion by the movement of the polypeptide chain it stands on, pushing 

the iron ion into the porphyrin ring as possible as it can, as well as 

increasing the electron donation to the metal center by proximal 

histidine nitrogen due to a shorter bond distance caused by 

pressure. Such trans effect produces much higher affinity for oxygen. 

Figure 13. Rotation of one 𝛼/𝛽 dimer relative to another upon oxygen binding. The plane of papper in the upper view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rotation axis, while is 

parallel in the lower view. The lower view is generated by rotating the upper view from left to right by 90 degree. Deoxyhemoglobin (left, PDB code: 4HHB); 

Oxyhemoglobin (right, PDB code: 1H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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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fact, all 𝜋 -acceptor ligands are expected to start the 

allosteric regulation. For instance, CO is even a stronger 𝜋-acceptor 

ligand than oxygen. The binding of CO to the first heme group of a 

hemoglobin increases its affinity for oxygen to a much greater 

extent. This accounts for another aspect of CO poisoning. The 

greatly increased oxygen affinity leads to a consequence that once 

the oxygen is bound to hemoglobin, it will never be released, so no 

oxygen can be released to tissues even though the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is very low, causing the lack of oxygen.  

 In the structure of hemoglobin, a valley is present between 

the two 𝛽-subunits when hemoglobin is in its T state, but is closed 

by relative rotation between the two pairs of 𝛼/𝛽 subunits when it 

is transformed to R state.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𝛽-subunits in T 

state provides a binding site for 2,3-bisphosphoglycerate (2,3-BPG), 

the heterotropic allosteric inhibitor. Thus 2,3-BPG functions by 

binding to the interfacial site between the two 𝛽-subunits that is 

only present in T state, which blocks its rotation and thus stabilizes 

the T state and avoids its transition to R st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2,3- BPG and the hemoglobin is directed by electrostatic 

interactions. Bisphosphoglycerate possesses a lot of negative 

charges (see Figure 4), which is attracted by six positive charged 

amino acid residues (histidines and lysines) in adult hemoglobin 

located in the cleft. In addition, the binding of 2,3- BPG is facilitated 

by low pH, for it increases the protonation of histidines, and hence 

increases the positive charges. 

 Protonation increased by lower pH not only affects the 

histidines at 2,3-bisphosphoglycerate binding site, but also affects 

other histidines as well as those amino groups at the terminal of 

each peptide chain. While the deprotonation of the histidine 

residues or terminal amino groups increases the effective positive 

charges they carry, the protonation of them, on the other hand, 

increases their abilities to form hydrogen bonds by converting them 

into good hydrogen bond donors. This mechanism is used to 

stabilize the T state at lower pH where the potential hydrogen bond 

donors and acceptors are brought close together, and makes the T to 

R transition more difficult. 

 The local concentration of carbon dioxide can have 

substantial influences on pH because CO2 undergoes hydrolysis in 

aqueous solution to produce a large amount of protons. The same 

reaction in the cytosol of red blood cells is facilitated by the catalysis 

by carbonic anhydrase to further decrease the pH. Besides, CO2 also 

leads to covalent modifications on the N-terminal regions of peptide 

chains (see Figure 5), which are involved in the interfacial 

interactions. Similar to protonation, carbaminohemoglobin also 

exhibits a lower affinity for oxygen. 

 

Autoxidation of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Free heme in aqueous solution is easily oxidized. Even the heme 

group hidden in the myoglobin autoxidizes in a few hours5. Thus an 

enzyme called methemoglobin reductase is needed in healthy 

tissues to reduce and reactivate the protein2.  

 The reason why heme iron in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is 

easily oxidized lies in the reversible conversion between oxygen and 

superoxide radical. We appreciate this fact by first inspecting the 

properties and controls of superoxide. 

 Oxygen is of four electrons away from water molecule6, that is, 

oxygen molecules can undergo a sequential four one-electron steps 

to finally be reduced to water: 

O2 + e−  →  O2
∙− ,                  𝐸° = −0.18 𝑉 

O2
∙− +  2H+ + e−  →  H2O2 ,         𝐸° = +0.91 𝑉 

H2O2 + H+  + e−  →  H2O + HO∙ ,    𝐸° = +0.39 𝑉 

HO∙ + H+  + e−  →  H2O ,           𝐸° = +2.31 𝑉 

where the three intermediates, i.e. superoxide (O2
∙− ), hydrogen 

peroxide (H2O2), and hydroxyl radical (HO∙) are considered as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for they are highly reactive 

(especially hydroxyl radical, as can be judged from the standard 

reduction potential) and can cause damages to biomolecules. 

Intracellular superoxide is generated when an extra electron is 

acquired by an oxygen molecule on its 𝜋∗  antibonding orbital 

(Figure 14), which is most likely to occur on ComplexⅠand Complex 

Ⅲ of the electron-transport chain of cellular respiration located at 

the inner membrane of mitochondria7. 

There is naturally an antioxidant network evolved in cell. One 

of the most widely studied enzymes involved in the antioxidant 

system of multicellular eukaryotic organisms is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Figure 15), which catalyzes the disproportionation 

reaction of superoxide to convert it into oxygen and hydrogen 

peroxide, consuming two protons supplied by bulk water within 

each catalytic cycle. The active site of SOD is a coordination complex 

with amino acid residues or H2O/OH- serving as the ligand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SODs, which a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Figure 14. Molecular orbital diagram for oxygen and superox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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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al ion at their coordination center. NiSOD, Fe/MnSOD 

and CuZnSOD are reported6, where FeSOD and MnSOD are so similar 

that in some cases the metal ion can be exchanged, while CuZnSOD 

has one copper ion and one zinc ion in each monomer. When 

catalyzing the disproportionation of superoxide, the metal ions 

in SODs are initially at their oxidized states. Therefore, each cycle 

of SOD catalysis oxidizes a superoxide first to convert it into oxygen 

molecule, and then reduces another superoxide to give hydrogen 

peroxide, at which time the metal ion returns to its original oxidized 

state. The oscillation between oxidized and reduced state of SOD 

while catalyzing the disproportionation of superoxide requires the 

reduction potential of SOD lies between that of oxygen and 

superoxide, which are -0.18V and +0.91V, respectively, where the 

average of these two values, +0.55V, is the most efficient. This is 

achieved by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ligands. 

Since it is iron ion that functions in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we care about only FeSOD in this case. 

The active site of FeSOD is shown in Figure 16. In FeSOD, three 

of the ligands are provided by histidines, with an aspartate 

providing another equatorial ligand. The ligand at the upper side is 

hydroxide when the enzyme is oxidized, while it acquires a proton 

to become a water molecule when the enzyme is reduced. The five 

ligands form a distorted trigonal bipyramidal geometry, with the 

angle between His73 and His160 opening up for the binding of 

superoxide. The binding of superoxide then gives an octahedral 

geometry. 

Thus far, we examined the structure of the active site of FeSOD. 

We then focus on the catalytic mechanism. 

Electron counting is a kind of fundamental description of the 

catalytic cycle in organometallic chemistry. It turns out that an 

octahedral complex can possess at most 9 bonding orbitals to be in 

its most stable state with the presence of strong-field ligands, where 

the 9 bonding orbitals are shown in the box in Figure 17. The 9 

bonding orbitals can accommodate at most 18 electrons, and thus 

the 18-electron rule. As can be seen clearly from Figure 17, the 

bonding electrons of a complex can be counted by the number of 

electrons on the d-orbital of the metal ion added by the electrons 

donated by the ligands. For example, of the complex in Figure 17, 

iron ion is in its divalent state, giving a d-orbital electron 

configuration of d6. There are six ligands coordinating to the metal 

ion, with each of them providing 2 electrons. Thus the total number 

of electrons is 6 + 2 × 6 = 18.  

Regardless of different kinds of SOD, if we do the electron 

counting (the coordination complex at the active site of SODs are all 

18-electron species), the SOD catalytic cycle exclusively goes in the  

Figure 16. Active site structure of FeSOD. Adapted from ref. 6. 

Figure 15. Structure of SODs. (A) CuZnSOD (PDB code: 1PU0); (B) NiSOD (PDB) 

code: 1T6U); (C) MnSOD (PDB code: 3LSU); FeSOD (PDB code: 3JS4). Adapted 

from ref 6. 

Figure 17. Electron counting for Fe2+ octahedral compl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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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way: 15-electron initiation complex →  17-electron 

complex with the first superoxide bound to the metal center → 

18-electron complex with nascent oxygen coordinating to the metal 

center →  16-electron when oxygen is released →  18-electron 

complex when another superoxide binds → 17-electron complex 

with the nascent hydrogen peroxide coordinating → 15-electron 

initiation complex. 

In FeSOD catalytic cycle (Figure 18), the first superoxide binds 

directly to the metal center to give a 17-electron species. The 

superoxide then donate an electron to the metal ion, driving the 

complex towards the stable 18-electron state. However, losing its 

charge, the nascent oxygen molecule is not be able to tightly 

coordinate to the metal center any more, which results in the 

release of oxygen and gives it back to a 16-electron species. At the 

same time, a proton is transferred to the active site from bulk water 

and is saved by the hydroxide ligand by converting to a water ligand, 

preparing for the generation of hydrogen peroxide in the next half. 

Upon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superoxide, another stable 

18-electron complex is obtained (we assume it is an 18-electron 

species although the second superoxide actually reacts with the 

metal ion via outer-sphere mechanism). However this time, the 

oxygen atom closest to the metal ion in superoxide is hydrogen 

bonded to the previously saved proton. The superoxide captures 

this proton and accepts an electron from the metal ion at the same 

time, producing a 17-electron species. The oxygen atom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superoxide hydrogen bonds to a second proton 

transferred from the bulk water, and grabs it to form a hydrogen 

peroxide molecule. The neutral hydrogen peroxide ligand is no 

longer expected to tightly bind to the metal center and thus is 

released,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original 15-electron catalyst, 

allowing following cycles to keep on. 

 We note from the catalytic mechanism that the first 

superoxide coming to the metal complex is oxidized to oxygen, and 

the Fe3+ ion is reduced to Fe2+ ion. This is a reversible reaction, and 

the reverse reaction is exactly how Fe2+ ion in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is oxidized by oxygen molecule to give superoxide. The 

reverse reaction occurs in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is facilitated 

by high concentration of oxygen and the slightly different reduction 

potential of the metal complex tuned by different ligands. Thus a 

superoxide anion radical is released as soon as it arises from oxygen. 

However, the negative charge on superoxide is attracted by the 

positive charges of ferric ion, making it difficult to dissociate, 

however, it is in fact ready to dissociate8. Therefore, the proton 

involved in the hydrogen bond between oxygen and distal histidine 

must be captured by oxygen first, and then the nascent superoxide 

in the protonated form is readily dissociable. This process, which 

can be facilitated by the attacking of nucleophiles, is shown 

schematically on the left-hand side in Figure 19. Once the 

Figure 19. The proposed mechanism for autoxidation of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Adapted from ref 4. 
Figure 18. Catalytic cycle of FeS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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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nated superoxide is released to the aqueous environment, it is 

deprotonated because its pKa value is 4.8. 

 Even when oxygen concentration is low, the oxidation of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can still occur quickly, known as the 

bimolecular mechanism. As shown on the right-hand side in Figure 

19, the oxygen molecule is first substituted by a water molecule, 

which is bound only slightly to the metal center. Then when oxygen 

comes again, it oxidizes the iron ion by tunneling effect 

(outer-sphere mechanism) and produce the methemoglobin or 

metmyoglobin. 

 

Hemoglobin Disease and 2015 Nobel Prize 

 

“Malaria has been with humankind for as long as we know. It is a 

mosquito-borne disease caused by single-cell parasites, which invade 

red blood cells, causing fever, and in severe cases brain damage and 

death. More than 3.4 billion of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citizens are 

at risk of contracting Malaria, and each year it claims more than 450 

000 lives, predominantly among children.”9 

 Tu found an extract from Artemisia annua, which is later 

called Artemisinin, to be highly effective against the malaria parasite, 

whose structure is shown in Figure 20. 

 

 

 In parallel, although people in Africa suffer from malaria, 

some of them obviously have more chances to survive. It turns out 

that they have acquired the homozygous alleles of a hemoglobin 

mut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sickle-shaped red blood cells that can 

be recognized and erased by the spleen. Thus the malaria parasites 

living inside the red blood cells are killed together. The reason why 

their red blood cells are sickle-shaped is that the substitution of two 

glutamates at position 6 on each 𝛽-subunit on the surface of 

hemoglobin by two valine residues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hemoglobins to abnormally aggregate by hydrophobic interactions, 

for the hydrophobic valine side chains offer contact sites at which 

hemoglobins can bind each other and form rigid long chains. This is 

very similar to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unfolded proteins in cell 

can aggregate by hydrophobic interactions. To give a brief 

explanation to this, note that the hydrophobic effect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protein folding. When hydrophobic side chains are 

exposed to water, it forms a regular layer of water molecules around 

the hydrophobic chains due to unbalanced average forces acting on 

the water molecules at the interface, which gives a low entropy of 

the system. The folding of the peptide chain sequesters the 

hydrophobic side chains from the bulk solvent, which frees the 

interface water molecules, and therefore the entropy of the whole 

system is increased, resulting in a negative free energy change, 

which means that the folding process is spontaneous. Hydrophobic 

effect not only helps protein folding, but also causes unfolded 

proteins to aggregate, because the unfolded proteins have many 

hydrophobic side chains exposed to the solvent, and that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molecular chaperones are needed to help 

large proteins fold correctly. The mutation of hemoglobin in the case 

described above allows hydrophobic resides to expose towards the 

bulk water, giving chances for different hemoglobin molecules to 

interact by hydrophobic effect, and then lead to hemoglobin 

aggregation with the aid of high concentration of hemoglobin in red 

blood cells in spite of that they are correctly folded. 

 The discovery of Artemisinin by Youyou Tu and team changed 

the treatment of parasitic diseases, and save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lives suffering from malaria every year, 90% of whom 

are from Africa10. 

 

Conclusion 

 

The structure of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are discovered for 

decades. We are still exploring new properties of these two classical 

Figre 20. Artemisinin. Adapted from ref 9. 



73 
 

proteins. The most striking facts lie in the allosteric regulation, an 

area that i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4. The more we know, the more difficult we find it to 

determine the overall mechanisms, for som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a 

great many tiny interactions are expected. Besides the frontier 

researches, the classical aspects reflected i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are important to our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life, such as the binding of different 

ligands, the colour of the blood, and some known regulations of the 

affinity for ligands. One will find esthetics in appreciating the 

behaviours of hemoglobin and myoglo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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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Protein dynamic calcul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hemoglobin, etc.  

are not covered in this article. See ref 3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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