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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回眸应笑慰，吾辈自有掣旗人
纪念钱学森诞辰 109周年

卢旭阳

「大千宇宙，浩瀚⻓空，全纳入赤子心胸。惊世
两弹，冲霄一星，尽凝铸中华豪情，霜鬓不坠⻘云志。
寿至期颐，回首望去，只付默默一笑中(1)。」「在他
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
归国路，十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
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
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族知识分
子的典范(2)。」他就是「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
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钱学
森。

钱学森一生命途多舛，可谓传奇，少时热爱科学，
刻苦钻研，毕业于交大；⻘年赴美留学，主攻空气动
力学，提出著名的卡⻔—钱公式，创立工程控制论；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遭受重重阻挠，仍毅然回国，参
与新中国建设事业；归国之后，他呕心沥血，夙兴夜
寐，把中国从一穷二白建设成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力
量的大国。钱学森的一生是爱国奋斗、功昭德重的一
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
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今天，我们⻘年可以从钱学森
身上汲取弘扬科学家精神的丰厚思想营养，以及牢记
初心使命、永葆奋斗精神的强大力量。

新时代⻘年应学习钱学森尊重科学，严谨治学的
求实精神。作为一位拥有崇高职业操守和价值追求的

杰出科学家，钱学森一直坚持学术标准与科学规范，
以一丝不苟，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次科研，每一
场实验。在他晚年参与新型高等人才培养工作时，更
是坚持以学术本身作为判断学术是非的标准，尤其对
具有挑战性、批判性创新观点的年轻学者更是大力扶
植、积极勉励。我们⻘年要传承这种对科学负责，对
知识实事求是的态度，成就自己的学业道路。

新时代⻘年应学习钱学森淡泊名利，无私忘我的
奉献精神。在当今社会浮躁之⻛甚嚣尘上的现状下，
钱学森无私奉献的精神无疑显得弥足珍贵。钱学森一
生不谋权位，对「官」不在意；不图功名，对「名」不
在意；不求富贵，对「钱」不在意。他始终把自己放
的很低，把人⺠，把国家的事业放的很高，体现了崇
高的大师⻛范。今后，我们可能会遇到种种功名利禄
的诱惑，但一定要找准定位，把人⺠，国家的利益放
在第一位。

新时代⻘年应学习钱学森赤血肝胆，忠于祖国的
爱国精神。钱学森以炽热的家国情怀和崇高的⺠族气
节，将个人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效国之行、强国
之情融入党和国家交给他的伟大事业之中，将自己的
科学报国梦融入国家富强、⺠族振兴、人⺠幸福的中
国梦之中，向祖国和人⺠递交了一份爱国科学家的时
代答卷。我们更要把爱国主义当作⻘春的底色，为实
现中华⺠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期以来，一代又一代科学
家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
宽广的科学视⻆，为祖国和人⺠做出了彪炳史册的重
大贡献。」钱学森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也必将被人
⺠，被历史铭记。先辈已逝，我们⻘年更要秉承前人
之精神，掣⺠族复兴之大旗，让钱学森精神在历史的
⻓河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作者信息

卢旭阳 西安交通大学自动化钱 001班学生

(1)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阎肃对钱学森的评价
(2)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钱学森颁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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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先志，奔赴未来
李禹曈

百年之前，山河飘摇，瓦釜雷鸣，豺狼居邑，国
家命运危在旦夕。幸有仁人志士，挺身而出，扶大厦
之将倾，救⺠族于危难存亡之际。毋庸置疑，我们的
「人⺠科学家」钱学森便站在这伟大的队伍之中。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的顶尖科学家，钱学森为我国
国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钱老的精神品质熠
熠生辉，影响着我们当代无数的⻘年学子。所以，究
竟什么是钱学森精神？我认为，可以将其概括为爱国、
奉献、探索、求真精神。

钱学森是一位挺立的中国人，是伟大的爱国主义
者，具有不朽的爱国主义精神。

钱学森于学生那个时代便极具爱国主义精神，在
交大毕业以后，他赴美留学并立志「学成而归，报效祖
国」。他先后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并
在美国成为了一位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可当钱学森
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他不顾美国当局的阻碍，
毅然舍弃在美富足生活回到祖国，建设国防事业。「苦
心人，天不负，十年两弹成。」终于，中华⺠族强了
起来，屹立于世界⺠族之林。

钱学森是一位严谨治学、探索求真的伟大科学
家，具有伟大的科学探索精神。

钱学森是航空航天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在多个专
业科学领域提出先驱性的理念。我想，钱学森先生的
成就离不开他的严谨细致的品质与科学探索精神。在

交大求学之时，面对老师误判的满分试卷，他主动提
出修改成绩；对于科研逻辑的推导，他总是严之又严，
尽力消灭任何误差。正是因为这种近乎严苛的严谨求
真态度，才令他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成就。

如今百年之后，泰康宇靖，海晏河清，然我辈⻘
年不可泯灭锐志，更应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砥砺前
行，助⺠族复兴。

钱老旅美之时坚守着「学成而归，报效祖国」的
信念，并在祖国需要之时毅然回国，我们当代⻘年更
应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世界
多极化发展的今天，社会国家的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人
的努力与奉献。若⻘年学子无家国情怀，何以当重任，
又有何人可为栋梁之才。

同时，⺠族复兴不是一句口号，这更需要⻘年学
子如同钱老一样，保持一颗求索之心，无畏探索、不
落窠臼；保持一颗求实之心，严谨治学、脚踏实地；
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唯有如此，
⻘年学子方可有所作为，把自己所学真正化为实际的
贡献，终成中流砥柱。

今，先贤虽逝，其道永存，钱学森精神定会永垂
不朽，世代相传。
作者信息

李禹曈 西安交通大学智造钱 001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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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可仰，清芬可挹
何润柯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
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
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
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
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是一段朴素的颁奖词，但透
过每一个字的铿锵有力，回望历史的深深⻋辙，依旧
可以听到不息的脉搏跳动。那是钱学森先生与时代，
与国家的同频共振，同时也是我们当代⻘年与他应有
的共鸣。

他的人生是和祖国共呼吸的：在⻛雨如晦的抗战
期间，当时在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就读的他，目睹日
军战机的肆虐横行后毅然立下从事航空事业的志向；
毕业后抱着「学成必归，报效祖国！」的决心赴美潜心
钻研，不忘⺠族初心；新中国成立后，历尽艰难险阻
回国，全身心投入国防科技建设，为两弹一星做出不
朽贡献……就如鲁迅先生口中所说「我们从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请命的
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钱学森先生身体力行，挺起
了⺠族的脊梁，将灼热的赤子胸襟和家国情怀投入国
家的伟大事业，真正诠释了「爱国科学家」的深刻内
涵。

尽管先生已逝，其灼灼光华仍如一颗明星照耀着
后辈的道路和方向。赤胆忠诚的爱国情怀，全心全意
的奉献精神，严谨求实的科学品质和开拓进取的创新
意识，钱先生所展现的重要精神继续发挥着超越时空

的作用，成为当代⻘年重要的精神财富。「⻘年如初
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
最可宝贵之时期也。」吾辈自当举起前辈的旗帜，汲
取科学家精神的思想，不应豢养在⻘春的颂词里，而
应摆脱犬儒式的妥协和「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逃避，
选择将个人理想和祖国紧紧地贴合在一起，将小我融
入大我，让⻘春与祖国共鸣。

这是一个耻谈理想的时代，也是一个「触动利益
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时代。但钱学森精神告诉我
们，以「更大的东西」为定盘星，方能在奔赴与生命
的约定时，不断释放生命强光，绝不会因浮躁而急功
近利，绝不会因小成而懈怠堕落。过去未去，未来已
来。习总书记指出：⻘年志存高远，就能激发奋进潜
力，⻘春岁月就不会像无舵之舟漂泊不定。离开了祖
国需要、人⺠利益，任何孤芳自赏都会陷入越走越窄
的狭小天地。钱先生的「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更是
为我们如何立志奋斗树立巍峨的丰碑。

高山可仰，清芬可挹。钱学森精神永远不是空洞
的精神呼号，其丰厚的历史内涵和深刻的现世价值值
得一代代人去发掘吸收。它传递在⺠族的血脉里，贯
穿在时代的⻛浪里。吾辈⻘年，自当以此为炬，点亮
⻘春之火！
作者信息

何润柯 西安交通大学自动化钱 001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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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ociation energy of Iodine b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Lab Report

袁识博

Abstract
The absorption spectrum of molecular iodine with a halogen bulb and a green LED was observed in
the visible region by a grating spectrometer, and the vibrational bands of the 𝐵 ← 𝑋 were analysed.
Dissociation energy and other parameters of B-state were calculated with the Morse potential curve,
using Birge-Sponer plot and second-order polynomial fitting treatment respectively.

1 Theory

A diatomic molecule could be modelled by a
special oscillator, vibrating about its equilibrium po-
sition and rotating about an axis passing though the
centre of mass, perpendicular to the line join two
atoms. Vibrating motion is quantized, associated
with vibrational energy levels named electronic en-
ergy levels in molecular spectroscopy. Rotation is
the cause of fine structures which are the burrs on
the left of each high sharp edge(vibrational transi-
tion signals). Figure 1 demonstrates the vibration
hopping of the 𝐵 ← 𝑋.

A real diatomic molecule potential is quite com-
plicated so that in practice an empirical anhar-
monic potential, the Morse potential is convention-
ally adopted. The function with three parameters
casts potential energy curve in a simple analytic
form[1]:

𝑈(𝑅) = 𝐷 1 − 𝑒 ( ) (1)

where 𝑅 is the internuclear separation of the di-
atomic molecule and 𝐷 is the depth of the Morse
potential well. The parameter 𝑏 measures the nar-
rowness of curvature of the potential well at its equi-
librium position 𝑅 .

With perturbation theory and substituting
Eq.(1) into the Schrödinger equation, eigenvalues of
the so-called Morse oscillator are

𝜀(𝜈) = 𝐸 /ℎ𝑐 = 𝜈 + 1
2 𝜔 − 𝜈 + 1

2 𝜔 𝑥 (2)

where the parameter 𝜔 is the vibrational wavenum-
ber, the inverse of the associated wavelength. The
quantity 𝑥 is dimensionless, known as the degree
of anharmonicity of the interatomic potential. And
𝐷 can be obtained as well from the solution of the
Schrödinger equation[2]:

𝐷 = 𝜔
4𝜔 𝑥 (3)

As defined in Figure 1, the dissociation energy 𝐷
is measured from the zero point vibrational level to
dissociation limit, which is obtained from 𝐷 by sub-
tracting the zero point energy:

𝐷 = 𝐷 − 𝜀(0) =
(𝜔 − 𝜔 𝑥 )

4𝜔 𝑥 (4)

Defined in Figure 1, 𝜀 (𝜈 ← 𝜈 ) represents the
absorption transition from level 𝜈 to higher level 𝜈 .
The atomic excitation energy of 7598cm is given
by ref.[8]. The type of vibrational transitions from
𝜈 = 0 is named cold band(or fundamental band)[6].
Other types are so-called hot bands. The first hot
band is from 𝜈 = 1. All vibrational transi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high sharp edges in the spectrum,
which it is crucial to extract from the experimental
data.

For small displacement from the equilibrium
position, the Morse potential can be expand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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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

𝑈(𝑅) = 𝐷 𝑏 (𝑅 − 𝑅 ) (5)

In other words it shows harmonic behaviour
near 𝑅 with a force constant 𝑘 given by 𝑘 =
2𝐷 𝑏 ℎ𝑐. Also according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force constant for a harmonic oscillator, it is easy
to obtain 𝑘 = 𝜇 (2𝜋𝜔 𝑐) , where 𝜇 is the reduced
mass of 𝐼 in this experiment. Combining two ex-
pressions, 𝑏 can be determined exactly[3]:

𝑏 = 𝜔 2𝜇𝑐𝜋
𝐷 ℎ 10 (6)

where 𝜔 and 𝐷 are in units of cm . The parameter
𝑏 is given in Å .

Figure 1: Energy levels diagram andMorse potential
of iodine molecule for ground state(X-state) and ex-
cited state(B-state). The energy levels of each elec-
tronic state are not fully shown for convenience.
Each quantity in the B-state is labelled by single
prime superscript, and double prime in the X-state.
Same rule for other quantities adopted in this re-
port.

From the Boltzmann distribution law, it is
known that molecules in the ground electronic state
dominate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most are in 𝜈 =
0 vibrational energy level. Therefore the strongest
absorption signal(the largest high sharp edge in the
spectrum) occurs at 𝜀 𝜈 ← 0 , where 𝜈 is the spe-
cific level number which needs determining experi-
mentally. Thus 𝜀 (𝜈 ← 0) has a relationship with 𝑅
at 𝜈 :

𝑈 (𝑅 ) = −𝑇 + 𝜀 𝜈 ← 0 + 𝜀 (0) = 𝜀 𝜈 (7)

where 𝑇 is defined in Figure 1. Solving Eq.(1)
for equilibrium distance 𝑅 , one obtains[3]

Δ𝑅 = 1
𝑏 ln 1 + 𝑈 (𝑅 )

𝐷 (8)

where Δ𝑅 ≡ 𝑅 − 𝑅 . Eq.(7) can be obtained by
Franck-Condon principle as well, giving the equiv-
alent expression[3]. According to Eq.(7) and (8), Δ𝑅
is determined using experimental data.

2 Experiment

2.1 Calibration
First of all the optical train and the light source

were aligned in the way demonstrated in Figure
2, making sure that sufficient parallel light went
through the iodine cell. Entry slit, exit slit and the
gain of photomultiplier tube were adjusted to obtain
a relatively good efficiency(in this experiment res-
olution Δ𝜆 ∼ 0.01nm and magnitude of signal∼5V,
where the voltage was from PMT).

Figure 2: Experiment apparatus of iodine absorp-
tion spectrum schematic. Light from mercury was
reflected into the slit by a beam splitter.

Before and during formally recording the ab-
sorption spectrum of 𝐼 , the spectrometer was cali-
brated several times using known light sources, e.g.
mercury or cadmium lamp source. In this experi-
ment the low pressure mercury spectrum was used
to calibrate abscissa from coordinate on the microm-
eter(in mm) to wavelength(in nm)(1):

𝜆 = 13.93𝑥 + 312.30 (9)
(1)Parabolic fitting results gave . . . which had little effect on the end result(0.2% relative error compared

with linear f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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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irge-Sponer treatment results for halogen bulb and green LED sources,
ref.values from ref.[4]

Parameter Halogan LED Ref.values UnitCold band Hot band Cold band
𝜔 131.9 135.0 135.5 128.0

cm𝜔 𝑥 1.014 1.106 1.064 0.834
𝐷 4221 4056 4245 4335
𝐷 4287 4123 4312 4398
𝑏 1.955 2.041 2.002 1.873 Å
Δ𝑅 0.311 0.303 0.306 0.350 Å

2.2 Absorption spectrum

As discussed in Section 1, the high sharp edges
result from vibrational transitions. In the spectrum
fine structures of each vibrational level were ob-
served, as shown in the Figure 3. Fine structure anal-
ysis requires experimental data in higher resolution
and more complicated theory, which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report.

In the experiment halogen bulb and green LED
light were used as two different types of light source.
In the Figure 3, plot (a) is for halogen bulb and (b) for
LED source.

Figure 3: 𝐼 absorption spectrum from 500nm to
560nm at 20◦C. Blue and red points show cold band
and hot band, respectively. The numbers are values
of 𝜈 .

Using transitions 25 ← 0 at 𝜆 = 445.6nm, 27
← 1 at 𝜆 = 447.6nm[4, 5], the spectrum was as-
signed for each band. Each absorption signal could
be numbered by vibrational quantum number in this
way. Hot band absorption levels were weak in Fig-
ure 3(b) because of the narrow wavelength range of
the green LED.

3 Discussion

3.1 Birge-Sponer Treatment

Once the spectrum was assigned, Birge-Sponer
plot could be constructed. Differences of two ad-
jacent transitions originating from the same vibra-
tional level with 𝜈 in the ground electronic state
are

Δ𝜀 = 𝜀 (𝜈 + 1 ← 𝜈 ) − 𝜀 (𝜈 ← 𝜈 ) (10)

According to Eq.(2) and Figure 1, it yields

Δ𝜀 = (𝜔 − 2𝜔 𝑥 ) − 2𝜔 𝑥 𝜈 (11)

Here the superscripts are omitted. Obviously
Δ𝜖 is a linear function of 𝜈, therefore 𝜔 and 𝑥 were
determined by simple linear fitting, as shown below.
After determining 𝜔 and 𝑥 , the physical quanti-
ties of electronic energy bands could be calculated
by Eq.(3) Eq.(8).

Figure 4: Birge-Sponer plot for two sources and two
bands.

In the Table 1 dissociation energy of halogen
bulb cold band had a relative error which was 3%
compared with referen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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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arabolic fitting treatment results for halogen bulb and green LED sources,
ref.values from ref.[4]

Parameter Halogan LED Ref.values UnitCold band Hot band Cold band
𝜔 132.7 133.6 134.6 128.0

cm𝜔 𝑥 1.025 1.060 1.056 0.834
𝐷 4231 4146 4224 4335
𝐷 4297 4212 4292 4398
𝑏 1.965 1.998 1.995 1.873 Å
Δ𝑅 0.310 0.307 0.307 0.350 Å

3.2 The Second-order Polynomial Fitting
Treatment[7]

Using Eq.(2), the expression of 𝜀 (𝜈 ← 𝜈 )
yields

𝜀 (𝜈 ← 𝜈 ) = 𝐴 (𝜈 + 1/2) + 𝐵 (𝜈 + 1/2) + 𝐶 (12)

where 𝐶 = 𝑇 − 1/2𝜔 + 1/4𝜔 𝑥 , 𝐵 = 𝜔 , and
𝐴 = −𝜔 𝑥 . Notice that parameter 𝐶 in the formula
needs recalculating for hot band. By coincidence for
parameters in Table 2 it is not computationally rele-
vant.

Figure 5: Quadratic fitting for two sources and two
bands.

The hot band parabola has the same shape but
in a different position as 𝑇 differs for various bands.

According to the fitting results in Figure.5, rela-
tive parameters were calculated. Table 2 shows that
all quantities of the cold band with halogen bulb
had a lower relative error than ones with different
source or band.

3.3 Comparison Two methods
As presented in Table 1 and 2, the vibrational

anharmonicity constant 𝜔 𝑥 and energies for the
two treatments were nearly identical(e.g., the rela-
tive error on 𝐷 of halogen source cold band was
only 0.2%.

Two method both gave equally effective results
even though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hot or cold
band; halogen or LED source). The Birge-Sponer
treatment needed more formula derivation work
than polynomial fit method. It was easier to process
data with quadratic fitting method since it decreased
the times of parameters and unit conversions.

4 Summary

Through analysing the absorption spectrum,
dissociation energy of 𝐼 was best determined equal
to 4245cm with a relative error 2%. And other pa-
rameter shown in Table 1 and 2, were relatively con-
sistent with reference values. Birge-Sponer treat-
ment and polynomial fitting treatment are equiv-
alent in physical nature, but slightly different in
mathematical treatment, which were evaluated un-
der the inspection of different light sources and
b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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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常⻅化学消毒剂的简述
卢凯

摘要
新冠疫情期间公众对于消毒的意识明显提升，本文旨在通过对市面常⻅化学消毒剂的化学成分、作用
原理、使用方式的简介，指导公众正确、合理地使用化学消毒剂。
关键词：常见化学消毒剂 消毒机理 实验研究 注意事项

1引言
传染病暴发一般需要三个途径：传染源、传播途

径及易感人群。传染源是指能够使易感人群致病的携
带有病原体（细菌、病毒等）的人或动物；传播途径是
指能够将病原体从传染源带到易感人群的各种途径；
易感人群是缺乏对某种病原体的特异性免疫或免疫
力低下或易接触到病原体的人群 [1]。消毒作为切断
传播途径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公众眼中的重视程度日
益升高。

⻢业萍等提出四种微生物不同杀灭程度，如下：

图 1: 四种微生物不同杀灭程度

• 抑菌：抑制或妨碍细菌生⻓繁殖及其活性的过
程。抑菌圈 ≥7mm，不可替代抗菌剂与消毒剂。

• 抗菌：杀灭细菌或妨碍细菌生⻓繁殖及其活性
的过程。杀灭率 ≥90%，可替代抑菌剂，不可替
代消毒剂。

• 消毒：杀灭或清除传播媒介上病原微生物，使
其达到无害化处理。杀灭率 ≥99.999%，可替代
抑菌剂与抗菌剂。

• 灭菌：杀灭清除传播媒介上的一切病原微生
物，理论上为 100% [2]。

2正文
化学消毒剂是指能够用于杀死传播媒介（包括空

气传播、接触传播等）中的病原微生物以达到消毒或
者灭菌的化学制剂 [1]。随着新产品新技术的不断发
展，市面上出现许多新配方的消毒剂，但就其本质而
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2.1含氯消毒剂
含氯消毒剂最常⻅的是次氯酸钠。次氯酸钠制取

方便，成本较低，对细菌（⻅图 1）、病毒（⻅图 2）、
真菌和芽孢均具有较强的杀死机能，且对人类 HIV、
肝炎病毒等也具有较强的灭活能力。

图 2: 细菌的结构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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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流感病毒的结构模式图

消毒机理
含氯消毒剂的杀菌机理包括次氯酸钠的氧化作

用、新生态氧的作用及氯化作用 [3]，一般认为次氯
酸钠的氧化作用是主要的。

次氯酸钠的氧化作用
有效成分为次氯酸钠的消毒剂在水中生成次氯

酸。次氯酸可与细菌的细胞壁发生作用而破坏细胞
壁；同时因为分子小、不带电，容易侵入细胞内部与
细胞内部的蛋白质发生氧化作用或破坏磷酸脱氢酶，
使得细胞糖代谢的过程发生失调导致细胞死亡。

氯化作用
消毒剂中含有的氯可以使得蛋白质发生氯化作

用，破坏其正常结构。
含氯消毒剂的应用评价含氯消毒剂消毒杀菌能

力一个重要的指标是有效氯。有效氯是指含氯化合物
（尤其作为消毒剂时）中氧化能力相当的氯量 [3]。

胡应辉发现，使用含氯消毒剂后物体表面菌落数
显著少于使用过氧乙酸消毒剂的抢救室高频接触物
体表面 [4]。Hcling等发现，有效氯浓度高于 100mg/L
的次氯酸钠和有效氯浓度高于 200mg/L的二氯异氰
尿酸钠对链球菌、粪肠球菌和变形链球菌的最低抑菌
浓度和杀菌浓度范围竭尽，杀菌效果良好 [6] 。另
外，大量实验与临床研究证明：在病区无人情况下，
用有效氯质量浓度为 1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进行
喷雾，用量 20〜30mL/m3, 作用时间 30min, 每天一
次；对于病人家用物品、家具消毒可用有效氯质量浓
度为 1000〜2000mg/L的含氯消毒剂进行浸泡、喷洒
擦拭消毒 [3]。
含氯消毒剂的缺陷

保存困难
次氯酸钠水溶液较稳定，但温度稍高时极易分

解，70℃以上分解剧烈，甚至发生爆炸。光线、杂质、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等均会加速次氯酸钠分解为氯酸
钠和氯化钠的进程。

对人体的危害
含氯消毒剂在高浓度、高剂量使用或者⻓期接触

暴露时，会刺激口腔、眼、口、鼻、呼吸道、肺部等，
严重时致使这些器官受损 [7]。

对环境的危害
在含氯消毒剂使用过程中，会产生氯仿等致癌性

副产物，若未经处理合格，可能会汇入江海湖泊，造
成水体含氯量升高，影响水体生态平衡。

使用不当危害
当次氯酸钠与含有氯离子的酸性消毒剂混合使

用后会产生有毒气体—𝐶𝑙 ，对使用者生命构成巨大
威胁。
新型含氯消毒剂—𝐶𝑙𝑂

随着技术的发展，性能更加稳定、刺激性更小、
便于携带的 ClO2消毒产品进入市场，主要有固体粉
末、液体、气体三种状态。𝐶𝑙𝑂 具有广谱、安全高效
和持久快速等特点，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 A1级高效
全消毒剂。

消毒机理
𝐶𝑙𝑂 具有强氧化性，对细菌细胞壁具有很强的

吸附性和穿透能力，可氧化细胞内含有巯基的酶，影
响微生物蛋白的合成过程及正常作用，从而达到杀菌
消毒的作用 [8]。除了对细菌具有很强的杀灭作用之
外，对芽孢、病毒、藻类和真菌也具有很好的杀灭作
用。

应用
液体消毒剂： 《消毒剂使用指南》要求用于

物体表面消毒的二氧化氯液体消毒剂浓度应在 50〜
100mg/L，作用时间 10〜15min；用于室内空气消毒
的应根据产品情况具体分析 [9]。Hinenoya A等发
现，100ppm二氧化氯液体消毒剂可以在 15s内杀灭
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和耐
甲氧西林金⻩色葡萄球菌 [10]。气体消毒剂：WS/T
368-2012《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要求采用气溶胶
喷雾法消毒时，可使用 500mg/L二氧化氯消毒液进
行喷雾消毒，作用时间 30〜60min；熏蒸法时使用 5〜
10g/L二氧化氯液体，空间内二氧化氯气体浓度达到
20mg/m3，作用时间按照产品说明 [11]。⻢玲等发
现，30mg/m3二氧化氯气体熏蒸 90min对布片载体
上金⻩色葡萄球菌平均杀灭率为 99.999% [12]。

注意事项
二氧化氯气体允许暴露极限为 0.1ppm，短时间

接触容许浓度为 0.3ppm。当其浓度超过 5ppm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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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眼睛和呼吸道黏膜刺激症状 [13]。
二氧化氯气体必须在无人环境下使用，使用液体

时应该佩戴手套、口罩、护目镜。
二氧化氯具有漂白性和金属腐蚀性，不能与其他

消毒剂、碱类和有机物混用。

2.2醇类消毒剂
醇类消毒剂的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常⻅的消

毒剂为乙醇、丙醇、异丙醇。近年来还出现了苯氧乙
酸、某些植物醇类大分子的醇类消毒剂。由于和其他
消毒剂有很好的协同作用，近年来也出现一些复方醇
类消毒剂 [14]。
物理性质

• 乙醇: C2H5OH 46.07，无色透明液体，易挥发，
有辛辣味，易燃烧。沸点 78℃，闪点 9〜11℃。
易溶于甘油、氯仿等，与水以任意比例混溶。

• 正丙醇: C3H7OH 60.10，无色透明液体，易挥
发，易燃烧，沸点 97℃。与水、乙醇、乙醚、氯
仿互溶。

• 异丙醇: C3H7OH 60.10，无色透明液体，易挥
发，易燃烧，沸点 82℃。与水、乙醚、氯仿互
溶。

乙醇消毒机理
60%〜90%的乙醇，可杀灭细菌繁殖体（革兰阳

性菌和革兰阴性菌）、分枝杆菌（结核分枝杆菌和非
结核分枝杆菌）、酵⺟菌、真菌以及部分病毒。乙醇很
容易灭活亲脂性病毒和许多亲水性病毒（如腺病毒、
肠病毒、鼻病毒、轮状病毒），对真菌孢子杀灭需适
当延⻓时间，对细菌芽孢则无明显作用 [14]。

蛋白质变性
乙醇分子可以进入微生物蛋白质分子中，破坏肽

链结构致使蛋白质结构改变而发生沉淀。
破坏细胞壁
乙醇具有很强的渗透作用，能够将菌体的细胞壁

溶解使得细菌被溶解，丧失正常生命活动能力。
对微生物酶系统的破坏
乙醇可以通过抑制脱氢酶及氧化酶等，影响呼吸

作用等正常生命活动，阻碍细菌的正常代谢。
丙醇消毒机理

两种丙醇与乙醇的消毒机理相似，消毒能力处于
相同水平。陈越英等用含体积分数 45% 乙醇和 30%
异丙醇对悬液内⻳分枝杆菌作用 0.5 min, 结果显示
杀灭的对数值均 >4.00, 达到消毒合格要求。把乙醇
浓度增加到 60%和异丙醇浓度增加到 45%,对悬液内

⻳分枝杆菌作用 0.5 min，结果显示可达到完全杀灭
[14]。
醇类消毒剂的缺陷

保存不便
如乙醇保存时最大的缺点是易燃易爆，故喷洒时

必须远离明火。浓度 75%以上的乙醇闪点很低，在
运输、保存过程中极易发生安全事故 [7]。

浓度要求严格
一般医用酒精的浓度为 75%，这是因为当浓度超

过 75%时，酒精会使微生物蛋白质脱水而发生沉淀，
在表面的蛋白因为沉淀而聚集，会形成一种防止乙醇
分子再次侵入的「保护带」，不利于达到杀菌消毒目的；
而浓度过低则几乎对于细菌而蛋白没有明显影响。

影响人体健康
乙醇对人黏膜具有刺激作用，低浓度无毒，内服

过量可造成乙醇中毒。异丙醇消毒效能比乙醇稍好，
液体的毒性也比乙醇低，但其蒸汽毒性较高，正常使
用时会出现轻微的呼吸道和眼睛刺激症状。
2.3含碘消毒剂

含碘消毒剂是指碘或以碘为主要有效杀菌成分
的消毒制剂。碘作为消毒剂具有较⻓的历史，1811年
法国药剂师库尔图瓦利首次发现单质碘 [15]，随后
出现多种以碘为主要杀成分的消毒剂。目前含碘消毒
剂应用十分广泛，涉及生活用水、农业、畜牧养殖和
医疗卫生等领域 [16]。使用中最常⻅的是碘酊和碘
伏，近年来还出现了复合型含碘消毒剂。
碘酊

碘酊由碘、碘化钾溶于乙醇中制得，挥发性强，
需在棕色瓶中保存；杀菌广谱、高效；腐蚀性强、刺
激性大、易过敏。

杀菌机理
由于碘元素较活泼，尤其是游离碘渗透性好，能

迅速穿透细菌的细胞壁，破坏细胞膜，与氨基酸、肽
链、蛋白质上的烃基、氨基、巯基、羟基等结合 [15]，
促使蛋白质变性、沉淀，影响细菌正常生命活动。

缺陷
由于碘酊腐蚀性强、刺激性大、易过敏，故不能

用于破损皮肤、口腔黏膜、眼等处的消毒，过敏体质
须慎用。徐宏伟等指出，成人碘酊中毒量约为 1g，致
死量为 2〜4g，小儿误服 2%碘酊 3〜4mL可致死 [17]
。故碘酊在临床上逐渐被淘汰。
碘伏

碘伏是临床上常用的一类消毒剂，包括一大类复
合物，是由碘、表面活性剂及助溶剂经络合工艺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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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一类不定型络合物。其中表面活性剂为载体，起
稳定、助溶、增效等作用。表面活性剂不同即载体不
同，其有效成分不同，据此可分为以下 3类：非离子
表面活性碘（如聚乙烯吡咯烷酮碘）、阳离子表面活
性碘、阴离子表面活性碘 [18]。目前较常用的是聚
维酮碘，由碘与聚乙烯吡咯烷酮通过络合形式借助氢
键及其他引力络合 [16]。

消毒机理
碘伏中主要起杀菌作用的是游离碘，80〜90%的

结合碘可解离成游离碘。碘伏中的游离碘位于表面活
性剂胶束中心，通过表面活性剂与细菌之间的亲和作
用而被运载至细菌表面，氧化并穿透细胞壁，破坏细
胞膜，侵入细胞体内后氧化或碘化氨基酸、多肽、蛋
白质、酶、巯基化合物等，阻碍其正常生命活动的进
行 [15]。

注意事项
虽然碘伏高效、稳定、低毒，对皮肤、黏膜刺激

性小，无需脱碘，但在临床的使用过程中也发现一些
不足：⻓期使用碘伏会造成皮肤粗糙、色素沉着、瘙
痒、皮痒、红斑 [19]；大面积涂擦时，过量的碘会
被甲状腺吸收，经肾脏排出，故甲状腺及肾脏功能不
全者应慎用。杨美玲等发现⻓期应用碘伏做术前皮肤
消毒可能会出现甲状腺自身免疫状态的变化，引起甲
状腺病变 [20]。

2.4过氧化物消毒剂
过氧化物类消毒剂具有安全、高效、易于获得等

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历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
防控消毒。主要产品有过氧化氢、二氧化氯、过氧乙
酸等。
过氧化氢

过氧化氢（𝐻 𝑂 ）水溶液俗称双氧水，是一种强
氧化剂，最终还原产物是水，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
染，被称为最清洁的消毒剂 [21]。

过氧化氢可杀灭细菌繁殖体、病毒、真菌、分枝
杆菌、细菌芽孢等各种微生物，并达到消毒标准中规
定的灭菌水平 [22]。

杀菌机理
过氧化氢分子自身分解后产生的自由羟基和活

性衍生物，直接作用于细菌细胞膜，破坏细胞膜结构，
使其通透性发生改变，胞内物质流出，细菌不能进行
正常生命活动而死亡；或与微生物的核酸及蛋白质反
应，使遗传物质结构改变而妨碍微生物正常生命活动
[23]。

新城疫病毒是危害养禽业的一种主要病毒，可引
发一种急性、热性、败血性和高密度接触性的传染病。

李朋朋等在实验室通过鸡胚感染法对不同稀释倍数
（5、10、20倍稀释）的过氧化氢溶液的杀毒效果进行
了测试，结果显示，50%过氧化氢溶液稀释 10倍后
加入等体积鸡新城疫病毒悬浮液中，作用时间 5min，
病毒灭活率 100% [24]。

朊病毒是一种能够引起哺乳动物和人中枢神经
系统病变的传染性病变因子。Fichet等通过羊的朊病
毒-羊瘙痒病模型的体内与体外实验，发现过氧化氢
气体比过氧化氢液体更容易降低朊病毒的感染性，通
过电泳图像发现朊病毒感染过的蛋白分子发生裂解，
并出现大量裂解后的新片段 [25]。

使用注意事项
据 GBZ 2.1《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化学有害因素》，环境空气中的过氧化氢浓度应 ≤
1.5𝑚𝑔/𝑚 。人体短时间暴露的极限过氧化氢浓度为
75𝑚𝑔/𝑘𝑔，超过 100𝑚𝑔/𝑘𝑔就会有生命危险。

过氧化氢是一种强氧化剂，一旦粘到皮肤上后应
立即用水冲洗 5min以上，及时就医。
过氧乙酸

过氧乙酸别名过乙酸、乙酰过氧化氢，因含有过
氧键「-O-O-」而具有强氧化性。纯过氧乙酸为无色
透明液体，闪点 41℃，凝固点 0.1℃，沸点 110℃，有
强刺激性气味和强腐蚀性，易挥发，遇热或有机物、
重金属、强碱易分解。

过氧乙酸分解产物为乙酸、氧气和水，消毒后无
二次污染，对人、畜、禽使用较为安全，具有广谱、
高效等特点。

杀菌机理
过氧乙酸对细菌繁殖体、芽孢、真菌和病毒均具

有较强的杀灭作用，是一种比较少⻅的可以达到灭菌
效果的化学灭菌剂 [26]

任凯等通过运用同位素标记法对枯草杆菌变种
芽孢露出物的氨基酸、RNA、DNA、蛋白质等的分
析，表明过氧乙酸通过自身活性氧和酸的双重作用，
破坏芽孢通透性屏障后，进入芽孢体内破坏其核心，
使得 RNA、DNA、蛋白质等物质渗出，芽孢因正常
生命活动受阻而死亡 [27]。

张文福等发现含量 50mg/L 的过氧乙酸消毒剂，
温度 20℃ 下作用时间 2min 即可对流感病毒达到
100%灭活率 [28]。闫雪等用 10g/L过氧乙酸消毒液
对 H7N9 禽流感疫源地喷洒消毒并取得良好消毒效
果 [29]。在「非典」期间，使用 0.3%〜0.5%的过氧乙酸
消毒液可对家用物品进行消毒，使用 0.2%〜0.5%的
过氧乙酸消毒液可以有效杀死⻝物中的 SARS 病毒
[30]。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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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乙酸的消毒效能受浓度和作用时间的限制
较大，浓度增高，作用时间延⻓有利于增强其效果。

过氧乙酸的浓度越低越易分解。郝丹力等发现，
低浓度过氧乙酸的储存温度越低，分解速度越慢，同
时结果提示在使用过氧乙酸之前应提前稀释，并低温
储存 [31]。

此外，有机物对过氧乙酸的杀菌效能具有一定影
响；相对湿度对过氧乙酸的熏蒸效果有着明显的影
响。
2.5胍类消毒剂

Streeker于 1861年发现胍（𝐶𝐻 𝑁 ），从结构上
看，胍是亚胺脲。胍基化合物具有强碱性、高稳定性、
较好的生物活性等，广泛应用于染料、炸药、农用化
学品的生产等。

胍类消毒剂的化学结构式中含具有生物活性的
烷基胍，主要可分为单胍类消毒剂（如聚六亚甲基胍
盐酸盐、聚六亚甲基胍丙酸盐等）和双胍类消毒剂（如
氯己定、聚六亚甲基双胍盐等）两类。
氯己定

氯己定，别名洗必泰，分子式 𝐶 𝐻 ，化学名称
1，6-双氯苯双胍己烷，1954年合成并应用于手、皮
肤和黏膜的消毒。具有杀菌效果好、性能稳定、毒性
小、使用方便等优良性能。

氯己定一般多制成盐酸盐、醋酸盐（⻅图 4）和
葡萄糖酸盐使用。其中盐酸盐、醋酸盐为白色结晶，
无臭，味苦，非吸湿性。

图 4: 醋酸氯己定结构式
杀菌机理
氯己定分子为带正电荷的阳离子，而细菌的细胞

膜一般带负电荷，故氯己定极易吸附在菌体细胞膜上
并造成细胞膜通透性的改变，使低分子量的细胞质成
分如钾离子等流出；在胞内，氯己定可抑制细菌系统
酶，特别是脱氢酶和氧化酶，使细菌发生代谢障碍，
导致死亡 [32]。

临床应用
氯己定由于刺激性小、过敏反应少⻅等优良特性

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其对厌氧菌 (如致使龋⻮的变
形链球菌)高度敏感，常被作为漱口水中的消毒剂。氯
己定与硝基咪唑类配合制成复方氯己定漱口液，用于
治疗和预防口腔厌氧菌感染及其他细菌引起的口腔
粘膜溃疡、口腔糜烂、牙周病术后等病症 [32]。

其他胍类消毒剂
• 聚六亚甲基双胍一般采用盐酸盐形式（⻅图 5），
平均质量为 1100〜1800，没有不愉快的气味。用
作游泳池和工业水处理的杀菌灭藻剂。

图 5: 聚六亚甲基双胍盐酸盐结构式
• 聚六亚甲基单胍据兰芳等报道，近年来俄罗斯、
东欧等一些国家研究发现聚六亚甲基单胍（⻅
图 6）较双胍的杀菌活性更强 [33]。

图 6: 聚六亚甲基单胍盐酸盐结构式

消毒机理
胍类消毒剂中由于带胍基溶于水后带正电荷，极

易吸附在带负电的细菌膜表面，并渗入细菌内部，破
坏膜的通透性，使得胞内物质流出，妨碍细胞的正常
物质代谢过程，同时加上聚合物形成的薄膜堵塞微生
物的呼吸通道，使微生物迅速窒息而亡。

消毒效果
⻩新宇等通过探究多种因素对盐酸聚六亚甲基

胍（PHGC）的影响，结果显示 PHGC对不锈钢、铜、
碳钢等金属腐蚀性较弱，对人皮肤无刺激过敏现象，
具备广谱杀菌、稳定性高等优良特性 [34]。

王冰妹等通过对含有 PHGC的泰成牌消毒液的
现场模拟消毒试验，结果表明，该消毒液对悬液内大
肠杆菌和金⻩色葡萄球菌作用 15min，杀灭对数值大
于 5.00；含 13500mg/L的消毒液浸泡⻩瓜 15min，平
均杀灭对数值 4.02；对木质物体表面消毒，平均杀灭
对数值大于 3.40，说明该消毒液杀菌效果良好 [34]。
2.6季铵盐类消毒剂

季铵盐类消毒剂化学成分是铵盐，广泛应用于家
居、医院、⻝品工业、水处理等行业的消毒，主要分
为单链季铵盐类消毒剂和双链季铵盐类消毒剂。

常⻅的单链季铵盐类消毒剂有苯扎氯铵、苯扎溴
铵等。

常⻅的双链季铵盐类消毒剂有二癸基二甲基氯
化铵、N,N-双（3-氨基丙基）十二烷基胺。
苯扎氯铵

别名氯化烃基二甲基代苯甲胺、洁尔灭、氯化苄
烷，分子式 𝐶 𝐻 𝐶𝑙𝑁，分子量 339.96，白色蜡状固
体或⻩色胶状体。主要用于工业及医疗卫生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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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上常用于手术前皮肤的消毒、黏膜和伤口的
清洗、创伤和灼烧感染的治疗、手术器械的消毒与保
存等。具有对皮肤黏膜无刺激性、毒性低、稳定性好、
副作用小等优良特性。

工业上通常制成有效成分 40%〜50% 的水溶液，
呈无色或浅⻩色粘稠状液体，略带苦杏仁味。性质相
对稳定，使用方便，与其他类型表面消毒剂具有良好
的相溶性。

杀菌机理
苯扎氯铵溶于水后生成带正电荷的阳离子，这些

阳离子聚集在菌层表面，破坏细胞膜的通透性 [7] ，
使菌体破裂，内部物质流出，最终因正常代谢受阻而
死亡。

注意事项
苯扎氯铵的消毒性能受 PH、温度、有机物等的

影响。单链季铵盐类消毒剂只有只有在碱性条件下才
会显示出高抗菌性，苯扎氯铵在 PH 为 7.5〜8.5 时，
杀菌效果达到最佳 [7] ；温度越高，杀菌效能越好；
有机物能够影响苯扎氯铵的杀菌效果。
二癸基二甲基氯化铵

别名癸甲氯铵，分子式 𝐶 𝐻 𝐶𝑙𝑁，分子量
362.08，是一种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常温下为淡⻩
色透明性液体，易溶于水和有机溶剂，性质稳定，刺
激性小，常用作医药卫生和⺠用的消毒杀菌剂。

二癸基二甲基氯化铵性质稳定，属于中效消毒
剂，可杀灭各种细菌繁殖体及多数病毒、真菌。

杀菌机理
二癸基二甲基氯化铵结构包含一个亲水基和两

个亲油基，故具有较好的成胶束性和降低表面张力性
能 [7]，增加了消毒剂在细菌表面的吸附程度，致使
细菌细胞膜的通透性被改变，菌体因正常代谢受阻而
死亡。

注意事项
季铵盐类消毒剂不能与一些阴离子消毒剂混合

使用，否则会产生拮抗作用，如碘化钾、蛋白银、水
杨酸、过氧化物等 [7]。

3总结
本文主要介绍了市面上常⻅化学消毒剂—含氯

消毒剂、醇类消毒剂、含碘消毒剂、过氧化物消毒剂、
胍类消毒剂、季铵盐类消毒剂的常⻅产品及其主要成
分、消毒机理、使用注意事项等，同时通过一些文献
中的实验结果，对其杀菌消毒性能进行了证实，并根
据实验结果对不同场合的使用方法给予了指导。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是危害世界公共卫生安全

的一大杀手，同时根据各类新闻报道，近年来除了一
些常⻅的传染病（如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水
痘等）的致病病原体外，还出现了一些位于深海和其
它地带的几万年之前的细菌、病毒等 [36]，其对人
类健康有着潜在的巨大威胁。因此，建立关于常⻅化
学消毒剂的科学知识体系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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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音与物理
路敬宇

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愈发丰富。在此基础上，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
增加，音乐也和它的载体——各式各样的乐器，逐渐走进了千家万户。本篇文章着重梳理音乐中的音
与物理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物理学的⻆度对乐音的「是什么」与「为什么」进行一些浅显的分析,
同时对相关基础音乐知识进行解释与分析。
关键词：音高 音色 音律 力度

1引言
目前，很多同学都愿意在自己学习的课余生活中

学习一⻔乐器，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由于缺少
一些必要的音乐基础理论知识，有些同学在入⻔阶段
花费时间过⻓，并且其中不少同学因此受挫而放弃。
本文尝试通过将音乐与物理学相结合，从最基础的⻆
度对音乐的基本理论进行解释与分析，帮助同学能够
对音乐有更好的⻅解。

音乐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一⻔学科。客观⻆度上，
一首乐曲中每一个音的频率、振幅、时⻓等要素都是
可以使用物理语言进行客观描述的，音乐大厦的建立
离不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而一首乐曲好听与否、听
者从中感受到的情感又是十分主观的问题，因不同人
偏好、经历不同而不尽相同。所以在研究音乐相关问
题时，不能陷入过于客观或过于主观的两个极端，要
充分、综合、辩证地看待它。

音乐中值得分析探讨的组成元素是非常多的，但
限于篇幅，本篇文章只专注分析音乐中最小的发声单
元——音，来展示音乐世界的冰山一⻆。

2音的综述
2.1音的物理属性

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根据物体是否有规律地
震动，我们将音划分为乐音（musical sound或 tone）
和噪音（noise）两大类。乐音是由物体在一定时间
内有规则地、周期性地反复震动产生的，它具有一定
的「高度」(1)；反之，噪音是不具有固定高度的音。

乐音具有四个物理性质：音高（pitch）、音色
（timbre）、时值（duration）和力度（dynamics）(2)。我
们可以通过这四个⻆度确定描述一个客观存在的音。
这其中，音高由发声物体的振动频率决定；音色描述
了音的振动频谱；时值反映音在时间尺度上持续的⻓
短；力度则是衡量音携带能量多寡的参数。

由于时⻓属性的分析更偏向音乐领域，较短篇幅
无法详尽说明，本篇文章将侧重分析音的音高、音色、
力度属性。
2.2音的音乐性质

在音乐中，我们使用的乐音并非是人耳听觉范围
内所有的音，而是通过某种规则来筛选出来的一系列
规律性的、在频率域离散的音。这里的「规律」并不
是空中楼阁，而是人们通过漫⻓实践，根据人耳的特
性所制定的。

根据人耳的生理学结构，当我们听到频率比恰为
或十分接近 2:1 的两个音时，我们的大脑会认为这
两个音十分相似。在音乐中我们称呼这两个音为八度
（octave）关系，在命名上也给予这两个音同一个音
名（pitch name）。

然而，只有一个音是完全不足够组成一首乐曲
的，我们需要更多的音。考虑到八度关系的存在，我
们只需要聚焦在一个八度区间内，找到若干不同的音
以及他们的相对位置关系，再通过八度关系延申出这
个八度区间即可得到更广阔的频率域内其他的音。

乐音体系（tone system）指在音乐中所有使用
的、有固定音高的音构成的集合。音列是乐音体系中
的音按照上行或下行次序排列起来的集合。音列中各
个音则称为音级（scale step）(3)。

(1)如没有特殊说明，本文中对音的高度描述均指音的振动频率特点。
(2)这四个性质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如「力度」又称「音强」。本篇文章以这四个名称为准。
(3)音级之于音列就好比项之于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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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琴上，一个八度内各个音级与其字⺟体系的
音名的对应如图所示。

图 1: 一个八度内的音级与名称 [7]

在这里，也许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如何区分不在
一个八度内的两个同名音？在音乐里，我们将乐音按
照八度进行分组，如大字组、小字组等，使用「分组
+音名」的方法定位每一个音(4)，如 𝐸 就是指大字
一组内音名为 𝐸 的音。

具体每个八度的分组名称，用钢琴键盘说明即下
图所示：

图 2: 以钢琴按键为基础的音级与分组 [6]

3音高与音色
3.1音的频率特性

物体振动频率越快，所产生的音越高、越尖锐；
震动越慢，发出的音就越低、越沉闷。人耳所能够感
受到的音高度范围约为 20 ∼ 20000Hz(5)，音乐中使
用的音，范围从 𝐴（大字二组的 𝐴）到 𝑐（小字五组
的 𝑐），在频率域的高度从约 27Hz 到约 4100Hz 不
等。

物体的振动发声，根据振动物体的性质可分为五
大类，分别为：弦振发音（chordoghone，如小提琴、钢
琴）、气振发音（aerophone，如竹笛、唢呐）、膜振发音
（membranophone，如定音鼓）、体振发音（idioghone，
如三⻆铁、音叉）和电振发音（electrophone，如电
子琴）。

以⻓度一定的弦振动乐器的横振动(6)为例，我们
对物体发音的特性进行研究。

3.2理想弦乐器发声模型
理想情况下，由数学物理方程的一维弦振动方程

相关知识，我们可以得知两端固定的弦振动方程为：

𝜕 𝑢
𝜕𝑡 = 𝑎 𝜕 𝑢

𝜕𝑥 (2.1)

其中，常系数 𝑎 满足 𝑎 = 。式中 𝑇为弦的张
力，𝜌为弦的线密度。

若规定弦的边界条件为：

𝑢(0, 𝑡) = 𝑢(𝐿, 𝑡) = 0 𝑡 ≥ 0 (2.2)

初始条件为：

𝑢(𝑥, 0) = 𝜙(𝑥) 𝑢 (𝑥, 0) = 𝜙(𝑥) 0 ≤ 𝑥 ≤ 𝐿 (2.3)

依据分离变量法，我们可知上述定解问题的解
为：

𝑢(𝑥, 𝑡) = 𝑢 (𝑥, 𝑡)

= sin 𝑛𝜋
𝐿 𝑥 𝑐 cos 𝑛𝜋𝑎

𝐿 𝑡

+ 𝑑 sin 𝑛𝜋𝑎
𝐿 𝑡

(2.4)

其中系数 𝑐 、𝑑 由初始条件确定。有：

𝜑(𝑥) = 𝑐 sin 𝑛𝜋
𝐿 𝑥 (2.5)

𝜙(𝑥) = 𝑑 𝑛𝜋𝑎
𝐿 sin 𝑛𝜋

𝐿 𝑥 (2.6)

如果我们利用三⻆恒等式对 𝑢 (𝑥, 𝑡) 进行进一
步的化简，则有：

𝑐 cos 𝑛𝜋𝑎
𝐿 𝑡 + 𝑑 sin 𝑛𝜋𝑎

𝐿 𝑡

= 𝑐 + 𝑑 sin (𝜔 𝑡 + 𝜃 )
(2.7)

其中 𝜔 = ，𝜃 满足：

sin 𝜃  = 𝑐
𝑐 + 𝑑

cos 𝜃  = 𝑑
𝑐 + 𝑑

(4)用分组和音级确定乐音体系中的音，好比用横、纵坐标确定平面内任意一个点的位置。
(5)人和人的体质不能一概而论；听觉系统的最高频率的下降是人类衰老的生理表现之一。
(6)弦乐器的弦振动有横振动（受外力与弦线伸⻓方向垂直）、纵振动（受外力与弦线伸⻓方向平行）和扭转振动（受到对其中轴线的
扭力矩）三种。这里只讨论最常⻅的横振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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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

𝑢 (𝑥, 𝑡) = 𝑐 + 𝑑 sin (𝜔 𝑡 + 𝜃 ) sin 𝑛𝜋
𝐿 𝑥 ,

0 ≤ 𝑥 ≤ 𝐿
(2.8)

显然，这个方程对应的物理意义是弦上一个驻波
的运动方程，其振动频率：

𝑓 = 𝜔
2𝜋 = 𝑛𝑎

2𝐿 = 𝑛
2𝐿

𝑇
𝜌

虽然上述分析中我们所得到的驻波解在时域上
是无穷的，但是受非理想因素制约，物体在振动过程
中振幅会越来越小，直到停止振动。并且，受乐器本
身构造等实际因素的限制，一般乐器能够产生的驻波
频率也存在上限。其产生的最高频音一般低于人耳听
觉系统能够听到的最大频率。所以，我们在这里得到
的解只能看作是实际情况的一种近似。
3.3泛音与音色
2.3.1泛音

由理想弦乐器的发声模型，我们注意到定解问
题的解 𝑢(𝑥, 𝑡) = ∑ 𝑢 (𝑥, 𝑡)，由无穷多个形为
𝑓(𝑥, 𝑡) = 𝐴 cos  (𝛽𝑥) cos  (𝜔𝑡 + 𝜃) 的方程叠加而成。
其物理含义为：当弦振动发声时，其振动形式为若干
驻波叠加而成。因此，弦振动发出的声音并非为单一
频率，而是由多个频率的单音叠加组成的复合音。这
个结论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发声乐器中。

注意到这些音的频率均为某一个高度音频率 𝑓
的整数倍。我们称 𝑓 为这一组音的基频（fundamental
frequency），对应的音为基音（fundamental note），
并称呼 𝑓 (𝑛 = 2, 3, ⋯)对应的音为泛音（overtone）。
其中，称 𝑓 对应音为第一泛音，𝑓 对应为第二泛音，
以此类推。

当 𝑛 = 1时，弦振动对应的基频：

𝑓 = 𝜔
2𝜋 = 𝑎

2𝐿 = 1
2𝐿

𝑇
𝜌

这说明弦振动频率与弦⻓成反比，与其张力的平方根
成正比，与弦的线密度的平方根成反比。

通常来说，乐器发音时基音频率的力度最大。所
以一般所言的「某个音的音高」指的就是这个音的基
音高度。
2.3.2音色

虽然乐器在发声时，产生的泛音的力度不及基
音，但是由于不同乐器结构不同，造成一系列的差异，

从而使振动方程的解的结构不同，最终造成乐器发音
在频率域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各个泛音在频率
域的分布、力度不尽相同。

所以即使我们同时听多种乐器演奏同一个基频
的音，我们的耳朵仍然可以通过这些音在频率域的细
微差异辨别出各个乐器。在音乐中，我们用音色描述
这种因乐器而异的发声特性。

例如，⻓笛和双簧管这两种乐器在基音为 440Hz
的条件下，其各个音在频域上的位置和力度的分布情
况如下图所示：

图 3: ⻓笛和双簧管发声的频域分析图 [4]

同时，有研究指出，虽然乐器在稳定演奏时发出
音的泛音的分布情况会决定乐器的音色，但是如果缺
少乐器起振瞬时发出的声音，也会出现难以分辨乐器
的情况。也就是说，乐器起振的发音特点也是乐器音
色构成部分之一。

特别指出，虽然多数乐器的泛音的频率是其基音
频率的整数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乐器都满足这个特
点。如音叉发出的泛音频率极高，第一泛音的频率即
为基频的 6.27倍，且力度极弱、时值很短。所以一
般可以认为音叉发出的音为单频音。音乐上常使用音
叉的这个性质对乐器进行调音。

4音律
4.1音律概述

正如前文所言，乐曲并非是由单一的音构成的，
而是由多种音高、多种音色有机构成的庞大整体；音
乐中使用的音并非随意地排布在频率域上，而是按
照一定的规则规律分布的。律学 (study of temper-
ament)就是根据声学原理、运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确
定各音之间相互关系的一⻔学科，根据算法的不同，
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同的音律 (temperament)。

音乐中的音律并非是唯一的。在人类历史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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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域的不同⺠族发明出了丰富多样的音律。时至今
日，常⻅常用的仍然有三种，分别为五度相生律（别
名三分损益法、毕达哥拉斯律等）、纯律和十二平均
律。本章将详细介绍这三种律制及其计算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相较于音的绝对音高（absolute
pitch），律学更关注音的相对音高（relative pitch）。
两者中前者研究每个音的绝对振动频率，而后者关注
不同音之间的频率比值。
4.2标准音高

相较于直接规定乐音体系中各个音的绝对音高，
五度相生律、纯律和十二平均律更在乎各个音的相对
音高，然后通过选取某一个音为标准音，规定其高度
来获得乐音体系中所有音的高度。但是标准音和标准
高度，因时代和地区而异。

目前音乐中常用的标准音为小字一组的 𝐴音级
𝑎 ，其在 1834年的德国斯图加特物理学家会议的规
定频率为 𝑎 = 440Hz，之后 1859 年法国巴黎音乐
家和物理学家会议决定 𝑎 = 435Hz。到了 20世纪，
1939年的英国伦敦国际会议恢复了斯图加特会议结
果，称 𝑎 = 440Hz为「第一国际高度」，通用于演
奏会，又名演奏会高度（concert pitch），现在仍为
国际通用高度；称 𝑎 = 435Hz为「第二国际高度」。
4.3五度相生律
4.3.1五度相生律概述

五度相生律（circle-of-fifths system）是利用音
乐中的「纯五度」关系，即两音的频率比为简单的整
数比 3：2构建出的乐音体系，并因此得名。

五度相生律在历史上曾被很多人发明。在中国春
秋时期，管仲就提出「三分损益法」用于计算演奏五度
相生律中各个高度乐音所需的乐器⻓度；在古希腊，
由毕达哥拉斯提出「毕达哥拉斯律」，则是对各个音
的高度进行规定和计算。

虽然两人的出发点相同，但是三分损益法和五度
相生法的计算方法不尽相同，下面对两者的计算分别
进行简要介绍。
4.3.2三分损益法计算

对于三分损益法,在书籍《管子·地员》中有如下
的记载：

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
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一，为
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
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

适足以是成角。

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如果我们设使用某种弦类乐
器演奏标准音「宫」所用⻓度为 1 × 3 = 81个单位，
那么我们通过「三分益一」步骤，可以得到演奏「徵」
音所需弦⻓为 81 × 1 + = 108；之后由「三分损
一」得到「商」音对应的弦⻓为 108× 1 − = 72；接
着「三分益一」，得到「羽」音的弦⻓为 72× 1 + =
96；最后「三分损一」，得到「⻆」音(7)对应的弦⻓
为 96 × 1 − = 64。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五声音阶对应所需的弦⻓：
表 1: 中国五声音阶一个八度内音级与弦⻓相对关系

音级 徴 羽 宫 商 ⻆
弦⻓ 108 96 81 72 64

由第二部分的内容我们知道，弦乐器发声的频率与其
⻓度成反比。那么我们可以得到这五个音的相对音高
关系为（设「⻆」音的相对音高为「1」）：

表 2: 中国五声音阶一个八度内的音级、弦⻓与音高
的相对关系

音级 徴 羽 宫 商 ⻆
弦
⻓ 108 96 81 72 64

音
高 1

如果我们继续做下去这个过程，就可以得到中国七声
音阶及其对应弦⻓：

表 3: 中国七声音阶一个八度内音级、弦⻓与音高的
相对关系
音级 徴 羽 变宫 宫 商 ⻆ 变徴
弦
⻓ 108 96 81 72 64

音
高 1

如果我们愿意接着做下去这个过程，就可以得到
历史上同期的《吕氏春秋》所记载的十二律：

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蔟，太蔟生南吕，南吕生
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
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
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
生。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
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

用十二律以及今天的字⺟体系(8)表示这 12个音，
列出表格即为：

(7)事实上，中国五声音阶「宫商⻆徵羽」就是由律制「三分损益法」得出的。
(8)与「宫商⻆徵羽」「⻩钟大吕」一样，这里的字⺟体系只是另外一种称呼，也是现在最通用的。其频率从低到高的 12个音级分别
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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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十二律一个八度内音级与弦⻓相对关系

十
二
律

⻩

钟

大

吕

太

簇

夹

钟

姑

洗

仲

吕

蕤

宾

林

钟

夷

则

南

吕

无

射

应

钟
音
级 𝐶 #𝐶 𝐷 #𝐷 𝐸 𝐹 #𝐹 𝐺 #𝐺 𝐴 #𝐴 𝐵
弦
⻓ 81 72 64 54 48

由表中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三分损益法得到的音
列中，一个基本音级和其变化音级(9)的频率比为 ，
两个相邻的基本音级频率比为 。如果我们在频率的
对数轴上画出上述 12个音，会发现它们并非是等间
距排布的。
4.3.3毕达哥拉斯律计算

毕达哥拉斯认为音的协和来源于自然数的简单
比值，所以除了同一音的 1∶ 1 和八度关系的 1∶ 2 之
外，毕达哥拉斯就用最简单的「纯五度」关系对应频
率比 3:2作为生律元素创造出了毕达哥拉斯律。

由于 = 129.746 ≈ 128 = 2 ，使用 3:2进
行 12次变换后将得到和初始音相近的音，所以五度
相生律的音级共有 12个。

如果设标准音为 C，高度为一个单位，那么通过
递增的方法，再将所有的音放到同一个八度内，可以
推出一个八度内 12个音分别为：

𝐶
1

⟶ 𝐺 ÷
⟶

𝐷
⟶

𝐴 ÷
⟶

𝐸
⟶

𝐵 ÷
⟶

#𝐹 ÷
⟶

#𝐶
⟶

#𝐺 ÷
⟶

#𝐷
⟶

#𝐴 ÷
⟶

𝐹

但是，这样计算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 与
2 在数值上确实存在差异，所以如果我们从标准音
C 递减，得到的同名音与递增得到的音是存在差异
的。并且我们也可以发现哪怕是相邻的基音级 E和
F，它们的频率比为两个非常大整数的比值。这就偏
离了毕达哥拉斯的初衷。

4.4纯律
4.4.1纯律概述

纯律（just intonation），又名自然律（natural
temperament），是通过在五度相生法的生律元素中

添加「理想大三度」比值 5∶ 4经过计算而来。
虽然五度相生律中，每两个音的比值都是或接近

简单整数比，但是我们同时演奏多个音得到的效果却
不能令人满意。而在纯律中，理想大三度和纯五度构
成了「自然三和弦」的关系，使得多个音同时演奏时
的进行纯正而和谐，更适用于多声音乐。
4.4.2纯律计算

如果我们选取标准音为 C，那么由相关音乐理
论，C 和 E、C 和 G 刚好构成大三度和纯五度的关
系。可以算出音级 E和音级 G的和标准音频率比分
别为 = （大三度关系）和 = （纯五度关系）。

同样的，G和 B、G和 D（此处 D为高八度音）
也是大三度和纯五度关系。通过计算（过程略）可得

= ， = ；F和 A、F和 C（此处 C为高八度
音）也是大三度和纯五度关系，有 = ， = 。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个八度内，7个音级间的相
对音高：
表 5: 纯律一个八度内七个音级与频率相对关系

音级 C D E F G A B C
频
率 1

可以发现这七个音级中虽然相邻音级（𝐸 − 𝐹和
𝐵 − 𝐶）频率比只有一种 ，但是间隔一个音级（如
𝐶 −# 𝐶 − 𝐷）的频率比有两种，为大全音 和小全音
。这两个频率比也并非恰好是 16/15的平方。换而

言之，纯律相邻音级之间的频率比也是不断变化的。
与五度相生律一样，纯律计算出的音在频率的对数轴
上也并非均匀排布。
4.5十二平均律
4.5.1十二平均律概述

五度相生律和纯律有一个共通的缺点，就是「不
平均性」，即一个八度内的 12个音级中相邻音级的频
率比并非是一致的。这样就导致一个问题：当我们将
标准音的频率改为已有乐音体系中的其他音时，得到

(9)基本音级即名为 的音级，变化音级指使用升降号使基本音级变化产生的音级，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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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的乐音体系与旧的乐音体系的音并不完全重合。
在频率的对数轴上描述这个问题更具有直观性。

由于五度相生律和纯律计算得到的一系列音在频率
的对数轴上非均匀分布，当我们将乐音体系中所有的
音都升高到原来的 𝑥倍（或降低为原来的 ），即在频
率的对数轴向左或向右移动相同⻓度的距离时（这个
过程在音乐上称为转调），即使我们改变 𝑥的值，除
非其满足 𝑥 = 2 (𝑛 = 1, 2, 3...)（此时所有音都上升或
降低若干个八度），否则新音的位置和旧音的位置总
是不能完全重合的。换而言之，一个调试好的乐器只
能演奏一个固定调的音乐。

但是，每个乐器都有其擅⻓音域和演奏最大音
域，当乐曲的音不在乐器适合的音域时，转调是客观
上存在的需求。五度相生律和纯律显然无法满足这个
需求，但十二平均律（twelve-tone equal tempera-
ment）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4.5.2十二平均律计算

在十二平均律中，一个八度内的 12个音在频率
的对数轴上等距排布。即任意相邻的两个音级，其频
率比都是定值，均为 √2。因为这个常数过于难以
得出，所以直到明朝，我国音乐家朱载堉才首次算出
十二平均律中各音的音高值。如果设标准音 𝐶 的频
率为 1，那么我们可以推出一个八度内 12个音级的
高度分别如下所示：

𝐶
1

⟶
#𝐶
2

⟶
𝐷

2
⟶

#𝐷
2

⟶ ⋯ ⟶
#𝐴
2

⟶
𝐵

2

十二平均律主要应用于现代键盘乐器中。相比较
前文提到的五度相生律和纯律，十二平均律是一种简
化、更方便的律制。

但是同时也是平均的原因，十二平均律各音级间
频率比的并不是完美的整数比。现代研究表明，与当
时毕达哥拉斯的结论一致，人耳的确倾向认为频率比
为较小整数比值的音是协和好听的。如果只从音的⻆
度来看，十二平均律的协和性是三者当中最差的。

5力度与功率
5.1音乐中的力度

力度在音乐中的体现就是乐曲的音的强弱程度。
在音乐中，力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其直接影响
到乐曲感情的传递。假如我们使用电脑的合成软件合
成音乐，如果不修改力度参数而让整首曲子以一个相

同的力度演奏，得到的音频听起来总是缺少灵魂的。
在音乐中，乐曲演奏时力度掌控的好坏是评价一

个演奏者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由于记谱方
法的局限性，虽然力度在音乐中的表现、变化可以非
常细致，但是在记谱时，对具体段落的力度规定是非
常粗糙的。音乐中仅有 8个常⻅常用的固定力度，用
意大利语标记如下：

表 6: 音乐中意语标识符与力度关系

标记符号 力度
𝑝𝑖𝑎𝑛𝑖𝑠𝑠𝑖𝑠𝑠𝑖𝑚𝑜 (或 𝑝𝑝𝑝) 极弱

𝑝𝑖𝑎𝑛𝑖𝑠𝑠𝑖𝑚𝑜 (或 𝑝𝑝) 很弱
𝑚𝑒𝑧𝑧𝑜𝑝𝑖𝑎𝑛𝑜 (或 𝑚𝑝) 中弱

𝑝𝑖𝑎𝑛𝑜 (或 𝑝) 弱
𝑓𝑜𝑟𝑡𝑒 (或 𝑓) 强

𝑚𝑒𝑧𝑧𝑜𝑓𝑜𝑟𝑡𝑒 (或 𝑚𝑓) 中强
𝑓𝑜𝑟𝑡𝑖𝑠𝑠𝑖𝑚𝑜 (或 𝑓𝑓) 很强

𝑓𝑜𝑟𝑡𝑒𝑓𝑜𝑟𝑡𝑖𝑠𝑠𝑖𝑚𝑜 (或 𝑓𝑓𝑓) 极强

在记谱过程中，对于力度渐变的段落，我们使用
逐渐改变强度或改变强度符号等来进行动态变化。如
渐强，演奏记号为 𝑐𝑟𝑒𝑠𝑐𝑒𝑛𝑑𝑜或 <；渐弱，演奏记号
为 𝑑𝑖𝑚𝑖𝑛𝑢𝑒𝑛𝑑𝑜或 >。

在实际演奏过程中，乐曲具体力度表现的细节是
依据演奏者个人对曲子的理解判断而选择的。所以即
使是相同的曲谱，让不同的演奏者演奏，最后的效果
也会因演奏者的个人⻛格不同而不尽相同。

5.2物理中的力度
5.2.1力度综述

相较于音乐的定性描述，物理学对音的力度建立
了较完善的定量分析体系。

声音作为一种波，其中包含着能量在空间中传
播，最终被听觉系统接收。声波的能量作用于我们的
听觉系统时产生声压，听觉系统就会接收到信号。当
声波所携带的能量过小时，其作用于我们听觉系统的
压强达不到听阈，我们就听不到声音；当能量过大时，
压强超过痛阈，我们会感到疼痛。力度就是描述声波
包含能量多少的属性。

一般情况下，相比较声波所能传输的总能量而
言，物理学更为关注声音传播的功率。本段内容我们
只讨论单一声源条件下声波力度的描述问题，不涉及
关于声波的叠加问题

在声学中，常用声功率级（Sound Power Level，
简写 SWL）衡量音源对各个方向辐射出的功率；用
声强级（Sound Intensity Level，简写 SIL）衡量通过
单位面积的声波的功率；用声压级（Sound Pressure
Level，简写 SPL）衡量和描述声波在某一点压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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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值。
由于人耳对声压更为敏感，且声压相较于功率也

更易于测量，因此声压级是最常⻅且常用的描述声波
的参数。
5.2.2声功率级

声功率级是对声源向各个方向辐射出的总功率
与参考功率的比值的量度，通常用缩写 SWL表示，单
位为分⻉（dB）。其定义式为：

𝑆𝑊𝐿 = 10 lg 𝑃
𝑃 (3.1)

其中，P为实际声功率（单位：W），𝑃 = 10 𝑊
为参考声功率。

声功率级主要用于评估声源发出声音的总功率。
规定当声强比变化 10倍为一个⻉尔（Bel，力度比
率单位），而当前有常系数 10 时，式子计算结果单
位为分⻉（dB）。
5.2.3声强级

声强级是对通过单位面积声波的实际功率密度
与参考功率密度的比值的参量，通常用缩写 SIL 表
示，其定义式为：

𝑆𝐼𝐿 = 10 lg 𝐼
𝐼 (3.2)

其中，I为实际声功率密度（单位：𝑊/𝑚 ），𝐼 =
10 𝑊/𝑚 为参考声功率密度。

当 SIL 的定义式中有系数 10 存在时，SIL 的一
个整数变化对应人耳能够感觉到的最小力度变化。所
以 SIL单位同样为分⻉（dB）。
5.2.4声压级

声压级是最常使用的描述声波大小的物理量，通
常用缩写 SPL表示，其定义式为：

𝑆𝑃𝐿 = 20 lg 𝑝
𝑝 (3.3)

其中，p为实际测得声压（单位：Pa），𝑝 = 20𝜇𝑃𝑎
为参考声压。

与之前的声功率级 SWL、声强级 SIL不同，当
SPL的定义式中有系数 20存在时，SPL的单位为分
⻉（dB）。这里使用 20作为乘系数目的有二，一是
让声压级的一个整数变化对应人耳能感觉到的声压
变化最小量；二是使声压级和声强级度量一致。具体
解释如下：

当声音在介质中传播时，在某一瞬时，其声压与
传播方向上质点振动速度都沿传播方向成正弦函数
分布。在均匀介质中，声波的声压幅度 p与速度幅度
u的比值为一常数，定义为声阻抗率 𝑍 ，即 𝑍 = 。

声阻抗率 𝑍 由介质的杨氏模量 𝐸 和密度 𝜌 决
定，有 𝑍 = 𝜌𝐸。

而声波的声强 𝐼 = 𝑢 ⋅ 𝑝 = 𝑝 = ，故声强
级 SIL计算式可写作：

𝑆𝐼𝐿 = 10 lg 𝐼
𝐼 = 10 lg 𝑝

𝑍 𝐼

= 20 lg 𝑝
𝑍 𝐼

(3.4)

在 20℃的空气中，声阻抗率 𝑍 = 416𝑘𝑔/(𝑚 ⋅𝑠)。
故当声压级 SPL 的参考声压取 𝑝 = 𝑍 𝐼 =
20.4 × 10 𝑃𝑎 ≈ 20𝜇𝑃𝑎时，声强级和声压级的度量
值就大体相等。在单一声源、边界较远条件下我们即
可认为 𝑆𝐼𝐿 ≈ 𝑆𝑃𝐿。

相比较于声强级和声功率级，声压级 SPL时最
常用的描述声波大小的物理量。生活中声音的分⻉值
就是利用声压级来描述的。

由于人耳听觉系统可以接受的声压范围非常
大(10)，对力度的研究采用对数运算进行衡量，可以
将数值限制在较小的区间内。而在计算式中添加一
个参考数据，可以使当声压级、声强级级别为 0 时
对应的声波恰好能够被人耳感觉到，也更加便于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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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社会矛盾防范与化解研究
以新冠疫情中的公共品提供为例

陈锦堂

摘要
本研究梳理了社会矛盾的概念、危害、防范与化解机制，以及重大突发事件的危害、化解和防范机制，
通过研究新冠疫情期间的公共品提供问题来研究如何在重大突发事件中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文章主
要从公共经济学的视⻆出发研究了新冠疫情时期公共品提供与客观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原因、影响程
度和影响对象，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得出：要化解和防范此类社会矛盾，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促
进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加强对政府本身的监督和治理；加强对于第三部⻔与公益组织的监督。
关键词：新冠疫情 公共品 社会矛盾 重大突发事件

1引言
第一，社会矛盾的定义。社会矛盾的存在是一种

普遍现象，陈群祥（2010）[1]指出，在一切有利益追
求的社会中都会存在着社会矛盾。⻢怀德 (2012)[2]
指出，社会矛盾指的是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不同阶层、
不同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通常是由于
各种资源占有或者利益分配的不公以及意识形态、价
值观等差异造成的，通常的表现形式为一方对另一方
的负面情绪，并会因负面情绪而采取的一定形式的行
动。朱力和邵燕（2016）[3]指出，社会矛盾是社会转
型的一种伴生物，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转型的成本。
由于社会矛盾是人们利益分配不公时的过激表现，往
往是「弊大于利」的，是会造成破坏的，同时，也会
推动改革的发展，因此，就要对社会矛盾进行正确的
预防以及化解，将已经发生的引导到好的方向去，将
没有发生的解决在萌芽状态。

第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各方面的影响
（以公共经济为主）的已有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
人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盛方富（2020）[3]研究了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经济的影响极其传导机制

以及对于我国产业与消费的影响。刘铁⺠（2012）[4]
做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情景规划和构建研究。以上
研究都对促进人们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和
化解做出了贡献。

2新冠疫情期间的主要社会矛
盾及其原因

在新冠疫情在中国湖北爆发的初期，由于医疗资
源的大量消耗和补给缓慢，很多医院打出了接受社
会捐助的公告，同时，负责调配捐助物品的红十字会
在调配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公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
批评，综合考虑，这是特殊时期的公共资源供给不足
与人⺠需求上升之间的矛盾，从公共经济学的⻆度来
看，该矛盾的产生原因有以下几点：

2.1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一个很常⻅的现象，指的是市场由于

某些原因，无法完成其配置资源、促进社会福利最大
化的职能。平时市场失灵的原因有外部性因素，信息
不对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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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由于舆论爆炸、忽
然的供给冲击、市场失灵，这时就需要政府出面进行
指挥，将资源的调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如此次疫情
震中的武汉。从化解社会矛盾的⻆度来看，政府的介
入可以有效解决市场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反应
迟缓问题，从而化解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下面实证
部分的「火神山、雷神山建设」部分将说明这一点。
2.2公共服务供给不到位

公共服务类似于公共产品，指的是具有非竞争性
和非排他性的服务。

在此次疫情初期，武汉各医院物资告急，全国人
⺠进行捐助，经过一段时间人们发现有些物资出现
在了网络市场中，而医院依旧告急，这引起了人们对
湖北省红十字会的质疑，随后双方冲突不断加大，舆
论不断发酵，在后期红会引入快递公司协调调配，主
要负责人也遭到惩处。在此次实践中，红会所提供的
大家捐助的医疗物资便是公共品，其服务便是公共服
务，但是由于其组织架构、工作作⻛等多方面的问题，
其职能没有很好地得到履行，因此激化了社会矛盾。
2.3政府职能发挥有不足

从政府职能的⻆度考虑，要理顺政府与市场行为
的关系，促进政府发挥其「资源配置、稳定经济、公
平分配」的经济职能；也要加强政府职能向该方向的
转变，促进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使其既能在平时做好
工作，也能在这种危机情况下适应变化。

以上所述是政府「应该做的」，也是⺠众「希望
政府做的」，当认知与实际感知出现偏差的时候，就
容易引发社会矛盾。

3新冠疫情期间官⺠矛盾的表
现与影响

笔者将做以下实证研究，通过探索三个具体事件
来看一下社会矛盾的影响因素和程度。分别是「湖北
政府表现的影响」，「湖北省红十字会分配物资低效
的影响」，「火雷神山和方舱医院建设的影响」。

3.1假设的提出
1.湖北政府换领导事件

通过观察新冠疫情期间的舆论情况和新闻可知：
在疫情初期，湖北省政府的反应是比较慢的，有⻩冈
「一问三不知」女官员，也有不知道数字的省领导。对
于这样一个政府，社会是不满意的，中央政府也是不
满意的（从事后撤换主要领导的行为可⻅）。

因此，笔者做出以下假设：政府的失职行为会激

化官⺠矛盾，从该具体事件来看，如果用「政府信任」
来表示人⺠对于政府的满意度、信任度，用对「政府
绩效」的评分来表示人⺠对于政府工作的认可，笔者
做出以下假设：

𝐻 : 湖北换领导前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有负向影响。
𝐻 : 湖北换领导前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有正向影响。

2.湖北红十字会事件
通过公共产品理论可知，有些产品是需要政府来

提供的，一般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此笔者以
湖北红十字会的疫情期间表现为研究对象，说明「第
三部⻔」的失职也会引发官⺠矛盾。第三部⻔也被称
为非政府组织，红十字会具有这样的特征。

在人们的概念里，红十字会是一个公益组织，它
的所作所为虽然不与政府直接挂钩，但是政府对其有
监督职责，不可任由其滥用职权，低效工作。由于其
在接受和分配物资时表现出了失职失责的问题，如将
物资调配给私立医院而公立医院分得甚少，如仓库积
压而医院物资告急，如拒绝央视记者进入，2020年
2月 4日，湖北省纪律监察委员会对其公开通报，进
行调查，最后免去张钦省的红会副会⻓身份，对常务
副会⻓进行了党内警告的处分。基于以上论述，笔者
做出以下假设：

𝐻 : 湖北红会不给力对政府信任有负向影响。

3.火、雷神山建设
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知道，它在研究市

场与政府的关系，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通过
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实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收入分
配平等的经济运动形态。通过研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期间的政府和市场运作，可以对这种体制的好坏
有更好的了解。在此笔者举火神山和雷神山以及方舱
医院建设的例子。

火神山、雷神山从计划到建立用了短短十余天时
间，工人们加班加点、千万网友云监工，由政府牵头成
立指挥组，企业参与其中，采取每日千元的激励工资，
此外，还有很多企业无偿捐助各种所需材料。这是一
个很好地政企结合的例子，政府进行担保和指挥，企
业支持建造，展示了经济情况下我国体制的高效性。
基于此，笔者做出以下假设：

𝐻 : 火、雷神山建成运营对我国政制认同有正向影响。

3.2问卷调研
问卷调查通过微信完成，最终获得样本 1121个，

清理数据后去除 34个问题样本，得到 1087个有效
样本，总体有效率 96.97%，用于下一步的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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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问卷的基本信息

变量 取值 频次 比例
性别 男 523 48.1

女 565 51.9

政治
面貌

共产党党员 302 27.8
预备党员/积极分子 120 11.0

共⻘团员 444 40.8
群众 203 18.7
其他 18 1.7

社会
阶级 [1,10]

4.39
（均值）

1.65
（标准差）

3.3数据分析
由于「政府信任」「体制认同」等概念不易量化，

在此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其最大优点在
于可使用多个问题合成之后的因子进行分析。其原理
是通过计量经济学中的回归原理，将多个测量问题转
化成一个量。

3.4分析结果
1. 信效度分析

表 2: Cronbach信度分析  

项数 样本量 Cronbach𝛼 系数
10 1087 0.864

从上表可知：信度系数值为 0.864，大于 0.8，因
而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高。

表 3: KMO和 Bartlett的检验

KMO值 0.875

Bartlett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6437.779

df 45
𝑝值 0

使用 KMO和 Bartlett检验进行效度验证，从上
表可以看出：KMO值为 0.875，KMO值大于 0.8，研
究数据效度非常好。
2.验证性因子分析

表 4: 模型 AVE和 CR指标结果  

Factor 平均方差萃取 AVE值 组合信度 CR值
政府信任 0.691 0.862
体质认同 0.861 0.949

本次针对共 2 个因子，以及 6 个分析项进行验
证性因子分析 (CFA)分析。从上表可知，共 2个因子

对应的 AVE值均大于 0.5，且 CR值均高于 0.7，意
味着本次分析数据具有良好的聚合 (收敛)效度。
3.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表 5: 模型 AVE和 CR指标结果  

X → Y
非标准化
路径系数 p

标准化
路径系数

红会 →
政府
信任 0.056 0.036 0.058

湖北
换领导后 →

政府
信任 0.364 0 0.364

湖北
换领导前 →

政府
信任 0.82 5 -0.007

火雷神山
方舱医院 →

体制
认同 0.553 0 0.368

备注：_>表示路径影响关系

从上表可知：红会对于政府信任影响时，标准化
路径系数值为 0.058 > 0，并且此路径呈现出 0.05
水平的显著性 (𝑧 = 2.097, 𝑝 = 0.036 < 0.05)，因而
说明红会会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湖
北换领导后对于政府信任影响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
为 0.364 > 0，并且此路径呈现出 0.01水平的显著性
(𝑧 = 12.995, 𝑝 = 0.000 < 0.01)，因而说明湖北换领
导后会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湖北换
领导前对于政府信任影响时，此路径并没有呈现出显
著性 (𝑧 = −0.227, 𝑝 = 0.820 > 0.05)，因而说明湖
北换领导前对政府信任并不会产生影响关系；火雷神
山方舱医院对于体制认同影响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
为 0.368 > 0，并且此路径呈现出 0.01水平的显著性
(𝑧 = 14.028, 𝑝 = 0.000 < 0.01)，因而说明火雷神山
方舱医院会对体制认同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表 6: 模型拟合指标  

常用指标 GFI RMSEA CFI
判断标准 > 0.9 < 0.10 > 0.9
值 0.909 0.136 0.912

通过模型拟合指标来看，模型拟合度较好。

图 1: 结构方程模型图
可以看到，假设 2,4得到了验证，假设 1,3不成

立，但是也可以明显看出假设 2,4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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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假设 1,3的，后者为 0，所以，可以得到基本的
结论：政府越作为，与市场经济协调的越好，社会矛
盾越小。

4结论、建议与评价
本研究研究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

情）时期社会矛盾的原因，影响程度和影响对象，通过
实证分析的方法得出，要化解和防范此类社会矛盾，
就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促进政府与企业的合作，
加强对政府本身的监督和治理，加强对于公益组织的
监督。

针对社会矛盾在突发重大事件中的化解，本研究
给出以下建议：
4.1促进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

第一，电子化。建议电子系统提高配置效率，通
过电子流程促进部⻔之间的联系来实现效率的提升。
第二，市场化。红会平时只是进行管理，与专⻔企业
签订合同进行物资调配，可提高其效率，通过合同承
包、投标招标的方式来提高红十字会的积极性。第三，
社会化。引入⺠间公益团体促进监督与交流，通过政
府的引导来督促账目公开，做到资金使用得当，物资
分配合理。
4.2加强政府内部的监督净化

充分发挥监察委员会，纪检委的作用，严打不作
为，同时，建立应急预案，多听取专家意⻅，把准备
做在平时。

此外，本研究还有以下不足：本研究只是从个别
时间⻆度探究了一下政府行为对化解其潜在社会矛
盾的影响，在未来研究中，可以通过划分不同的人群
来研究，可以通过对政府分级进行研究，可以联合多
个事件进行研究。总而言之，还有很多方面没有顾及
到，该文只是做了初步的探索，后面还有很多问题要
做，很多东西需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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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锦堂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 71班学生

以陈天人先生为例谈谈我心中的爱国主义旗帜
雷广涵

摘要
本文响应我校加强「四面旗帜建设」的号召，通过回顾陈天人先生(1)为国为⺠奉献的一生，并结合陈天
人先生的教育经历探讨当代⻘年应如何发扬爱国主义。陈天人先生，⻓安县⻙曲镇夏殿村人，时任⻓
安一中校⻓，1956年被评为陕西省先进教育工作者。他历经坎坷为地方教育事业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在他牵头下创立的学校今日依然服务带动着地方发展。
关键词：爱国主义 地方发展 教育事业 青年担当

(1)陈天人（1900 1984年）西安市⻓安县（现为西安市⻓安区）⻙曲镇夏殿村人，复旦大学肄业。1928年在西安《朝报》任职，因在
报上支持教师罢课被国⺠党批捕并判决「枪决」，后由中共地下党员营救出狱。后从事国⺠教育，1942年创办⻓安县初级中学（今西
安市⻓安一中）曾任西安师范、陕西省立户县师范、⻓安一中等学校校⻓。1957年被聘为省人大特邀代表，同年被划为右派，文化大
革命期间受到冲击。1979年平冤昭雪恢复公职，1984年病逝。—–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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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忧国忧⺠，追求先进，
积极投身实践

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
心之所系也是情之所归 [1]。陈天人先生在⻘年时期
追求进步树立了崇高的理想，面对千疮百孔的中国社
会，他不断探索救国救⺠的路径。在与反动势力斗争
时他总是走在前列。早年他经人介绍加入陕西学生社
团组织「共进社」与军阀刘镇华展开斗争。又曾因刊
登进步文章被反动势力捕押后经人营救出狱。在陈天
人先生担任校⻓期间，曾掩护党的地下党员，为革命
作出了宝贵的贡献。[2]解放后陈天人先生在密切关
注国家大事的同时时刻不忘对⻢列主义思想的学习
工作。陈天人先生始终站在人⺠的立场上，积极向党
组织靠拢，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革命年代和和平年
代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艰苦的环境下用
自己的实际行为不断践行着自己的报国理想。

陈天人先生将国家和人⺠放在首位，个人视野并
未局限在一家一户的得失，而是将爱国当作自己的职
责。爱国主义并不是空中楼阁，并不是一句既空且大
的口号。而当代大学生正处在⻛华正茂的⻘春年华，
是确立理想信念，投入爱国主义伟大实践的宝贵时
光。陈天人先生在⻘年时期关心国家发展，站在了人
⺠的立场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西安交通大
学的学生我们应该有一种主人翁意识，用自己的专业
知识去建设这个国家，在大学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积极
响应党的号召。

陈天人先生多次身处险境，却仍坚持在抗争的第
一线。当今社会也有很多追求进步，舍身于国家的英
雄人物。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防疫阻击战中，在很多
逆行的人群里不乏⻘年学子的身影，有的⻘年学子服
务社区，为社区做好防疫工作，也有的⻘年学子八方
集资助力抗疫。爱国体现在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体
现在人的实际行动上。

2投身教育，无私奉献，
关切地方发展

在如今的西安市⻓安区第一中学的校园内仍矗
立着一座陈天人校⻓的纪念碑，这是在陈天人先生逝
世三年后由校友、全体师生及家属为之设立的。少陵
原畔依然流传着陈天人先生投身教育事业的故事。

图 1: 1987年陈天人纪念碑揭碑典礼
在县中学刚刚创立之初，陈天人先生总是东奔西

跑，几十里的道路走上好几回。为了防止雨水对窑洞
的破坏，陈天人先生亲力亲为，带领工人加强校园建
设。⻓安县初级中学建立后陈天人带领学生积极投身
校园建设，亲历亲为通过实践教育学生 [2]。在他的
带领下，学校的⻛貌焕然一新，克服了许多由客观条
件所导致的物质困难。1945年时任陕西教育厅⻓的
王捷三(2)看到一排排整⻬的教室，听到浪浪读书声后
赞叹道：「东盼兴中，遥望户师，创业唯艰。此地昔
时一片荒野，今闻读书声音，信乎！人定胜天」这句
话是对陈天人先生创办的学校的高度赞美与肯定。在
陈天人先生的大力推动下地方教育得到迅速发展，一
所所县立中学发展壮大。

图 2: 1950年 5月陈天人先生（前排右一）和同事与
学生合影

1957年陈天人先生由于向国家提出建议被错误
地打成了右派，在文革时期收到冲击。但是他在处境
艰难时依然想到的是国家的发展与他割舍不下的⻓
安县教育事业。在被下放劳动时依然尽心竭力做好农
场生产工作。在国家艰难时期，主动向党组织请求：「国
家有难，我愿尽一点微薄之力，把我的工资再降级，
为国分忧」。在文革结束后，陈天人先生被平反，他又

(2)王捷三（1898 1966）著名爱国⺠主人士。原名鼎甲。陕西韩城人。曾任教育厅厅⻓西安市人大代表、西安市政协委员、⺠革西安
市委常委。—-搜狗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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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回到他牵挂的位置上时欣喜道：「莫道体欠佳，可
叹鬓已秋。百业俱兴好时月，敢来显身手。拄拐杖，
展愁眉，一腔热血育英才，当年百志今日酬」。当年
的⻛华少年，今日的霜鬓老人，不变的是那一份爱国
热血。

在陈天人投身教育事业期间，他的治校十分严
格，塑造了优良的校⻛。对学生十分关爱，通过观察
学生的精神⻛貌得出学生三餐好坏。在他任校⻓期间
的学生都对这位教育工作者怀有崇敬之心。也许高学
历的他本可以荣华一生，但是他确选择了家乡建设，
选择了甘为孺子牛的生活。

大哉陈先生，誉满长安城。
为人廉且直，处心向光明。
少壮树豪气，老耄有雄风。
傲睨权贵事，不慕利禄名。
石压笋自出，岸悬花倒生。

毕生事教育，桃李艳国中。[2]

爱国主义体现在扎根于人⺠，把自己的理想同祖
国的前途、⺠族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 [3]。陈天人先
生回报家乡，服务于家乡教育发展，做出了人生的重
要选择。陈天人先生虽然已经逝去，但是有越来越多
的人和陈天人先生一样怀着这样伟大的爱国热情。前
几年有一位「耶鲁村官」秦玥⻜，他本可以顶着名牌
大学生的光环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可他选择扎根农
村，带领村⺠共同富裕。现如今西安交通大学也有许
多⻘年奔赴贫困地区扎根建设地方发展，正是有了这
些人的默默付出，共和国的脚步才会走的如此稳健。

图 3: 1946年陈天人校⻓给毕业生的题词

3坚定发扬爱国主义旗帜，
贡献自己的力量

爱国主义体现在方方面面，关心地区建设也是爱
国的具体表现。学会担当责任，积极扎根于人⺠是我
们⻘年人的必修课。现如今西安市⻓安区已经是一个
人口过百万的大区县，当初的中学都已经发展壮大，
支撑着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陈天人先生的一生虽然
有限，但是他的付出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有助于整个
国家的发展，对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钱理群先生曾感叹道：「现如今培养出了一批精
致利己主义者」[4]。大学生应该有一种勇于担当积极
为社会承担责任的情怀。只看到个人利益得失而忽视
了国家的发展，即使爱国口号叫的再响也不算是爱国
主义。王树国校⻓也说过：「我们要有一种家国情怀，
想想我们能为这个国家，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也
许正是因为一个人的举动，整个社会就会有所不同。
正是有了像陈天人先生一样的⺠族脊梁，我们基层社
会我们各行各业才会发展地如此迅猛。中国为什么能
创造今日的辉煌，是因为每一代人有着每一代人的爱
国热情，他们将自己的爱国热情积极投入于实践中。

当代⻘年身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市场经济
体系不断完善，多元文化思潮在中国社会碰撞，机遇
与挑战并存。⻘年人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发扬爱国
主义精神显得格外重要。而不同时期爱国主义内容不
同，在新时期爱国主义的内涵不断丰富。新时期⻘年
人的选择更加多元，有更多的道路可以选择。例如不
少同学通过交大这个平台选择中央选调，进政府体制
指点江山，也有⻘年学子投身大山深处将教育的火种
播撒在孩子们心中。⻘年人发扬爱国主义最重要的是
把爱国主义投入到具体的行动中去，在每一个岗位上
干出自己的成绩，同时兼有社会关怀，将国家的需要
考量到未来方向选择中去。

4结语
在我心中爱国主义不是一个只会流于形式的表

面文章，而是体现在对于社会的一份责任。西安交通
大学的⻘年学子可以从这些先进人物身上学习到很
多东西。我们应不断反躬自省自己能为整个社会做什
么，能为整个时代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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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leadership be learned?
The research of nursing,military,and Chinese university education

伍书琛

Abstract
Leadership is how the leader influences the group, how he/she engages people, creates and transmits
values. Leaders should be able to facilitate collective efforts and to include everyone i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to accomplish shared objectives of the team (Kobza,2013). Historically, the cognition
of leadership has evolved from “leadership is born” to “leadership can be cultivated and can be ob-
tained through education and learning”. Up to now, the cognition of leadership in various fields has
become mature, and the training methods and training system have tended to be stabl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details of leadership training, this paper will use the method of review to study
the leadership training in nurse, military and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how can leadership be learned.

1 Introduction

Leadership, since ancient times,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discussion. Dr. Henry Kissinger, a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said: “The leader is to have his
people, from where they are, and lead them to where
they have not been.” There are different answers to
whether leadership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educa-
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The research of
leadership can be traced back to 1900. In that era,
the leadership research is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unique qualities of the leader,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great man’s theory, which em-
phasize that the leadership is natural and not man-
ufactured. Time-to-day, people don’t just focus on
natural leadership, but focus on how to improve
people’s leadership through education. For exam-

ple, the leadership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80s, (Between 1990 and 1998, the W. K. Kel-
logg Foundation) Found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unded 31 projects focusing on leadership develop-
ment for young college students at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Including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and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from 1990 to 1998.), had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from leadership exploit to
leadership learning in the concept of leadership ed-
ucation. From the 1980s to the 1990s, college stu-
dents’ leadership education often appeared in the
form of college exploit projects. The main body
of projects is the student affairs center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ot the colleges or departments en-
gaged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 object of lead-
ership development is often the student elites, such
as student federations, associations and other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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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ed student leaders. As described in its publi-
cation,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leadership edu-
cators founded, the prevailing view in society is that
leadership is innate and that leadership belongs only
to minorities.

However ,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hip education
has been led by the student affairs center to be dom-
ina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the busi-
ness school, etc., and the object of the university stu-
dent’s leadership education is also extended to all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initial student leader.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leadership education is an im-
portant part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of the univer-
sity.

People’s extensive understanding of leadership
lead to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lite education to
general education in leadership development where
college students benefits from. Firstly, being a
leader is no longer a right of a few, and leadership
is no longer an innate quality, everyone can be a
leader and have leadership. Secondl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early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jects, it
is shown that leadership can be cultivated and can
be obtained through education and learning.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nurse, military and uni-
versity education to discuss how to cultivate leader-
ship.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review, sum-
marizes 11 articles in these three fields, analyzes the
motivation, methods and goals of cultivating leader-
ship in each field, finds their common ground, and fi-
nally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cultivate lead-
ership.

2 Method

If I would do this research, I think the best way
to do this is to use a combination of consultation
and interview. I will choose to refer to the relevant
books and papers on leadership theory to under-
stand the history of leadership research and look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adership theory in all ages.
At the same time, I will look at the autobiographies
or biographies of great leaders in history, study the
growth trajectory of leaders, and explore when the
leadership of these leaders is formed, whether it can

be copied or imitated. On the other h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interview and contact successful leaders of
some organizations or organizations at close range,
seek their views on leadership, and learn from their
growing up experience.

2.1 The leadership of nurse

In a health care system, a nurse with leadership
skills and capabilities can be a strong partner for
doctors and other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1672-
1756), s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are lead-
ership cannot be ignored. Nursing leadership is dif-
ferent from leadership in general. Nursing lead-
ership is mainly an influence, which can motivate
and guide nursing service objects or family mem-
bers, others in the service environment (subordi-
nates, colleagues and other medical workers) and or-
ganizations to take certain measures and behaviors
to jointly promote the maintenance and restoration
of health of the service objects. In addition, nursing
leadership is one of the skills that all nurses must
master, and not only for nursing managers. Inno-
vation and creativity are part of everyday life for
the bedside nurse. Nursing clinicians continuously
innovate and create to meet each patient’s unique
needs. However, policies, regulations and drama
can inhibit that creativity when clinicians move
into management. (Machon, 2019) The EFIHL (The
Executive Fellowship in Innovation Health Lead-
ership), offered b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SU)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American Organization of
Nurse Executives (AONE) and the American Asso-
ciation for Physician Leadership (AAPL), is a year-
long, cohort-based program that seeks to expose its
fellows to the nations industry leaders. The nursing
mentors are doctorate-level leaders in health care
and disruptive innovation. They advise fellows to
use radical innovation methodologies by disrupting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Each fellow is required
to develop a project that brings innovation to his or
her work or organization. Through the return visit
to the fellows, we summarized several key points
about leadership. (267‒273)

Seek honest feedback

Leaders should approach members at the begin-
ning of the project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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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back. In this way, the team can find the focus
of the project in time, such as innovate and improve.
Positive feedback can also better build trust in leader
from members.

Deep introspection

For many fellows, it’s easier to be more a “doer”
and less of an “introspector.” ( Cundy,2019). They
should set time aside to observe other leaders in ac-
tion and reviewed their communication style, ap-
pearance, and emotions in leadership practice.

Extensive reading about leadership styles

In the fellowship work, fellows generally read
hundreds of articles on leadership styles, behaviors,
and specific areas, which included showing emo-
tions at work, having crucial conversations, C-suite-
level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so on, even though
many of these articles and books are not related to
health care.

Interviewing the experts

In the course of the project, there will be some
interviews respected senior leaders (C-suite). The
interviews focused on how these leaders had devel-
oped their leadership styles, the lessons they had
learned over time great mentors, and their feedback-
/advice to fellows’ personally about their leadership
style. It is vital in determining what is needed to do
to improve senior leadership skills.

Test changes

In the project, prototyping personal change led
fellows to make the changes learned about in every-
day work life. They should use the advice given in
the interviews and make recommended changes to
appearance, personal 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
tion.

Check results

At the end of the project, fellows were required
to go back to their peers and colleagues and again
seek their feedback my leadership style. It should
be deliberate, intentional, and based on the work
situation. This helps them understand how their
leadership style has changed over time and measure
whether they are good or not.

2.2 The leadership of military
For military academies, leadership training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udent training
program.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is the
first military school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al-
ways regarded the training of leading officers with
the core values of the army as an important task, and
has formed a complete training system in curricu-
lum, professional training. The college has targeted
Guide to Officer and Leader Development (GOLD)
and other projects, set up a special leadership re-
search institute to improve the leadership of teach-
ing staff and military coaches. In daily work and
life, pay attention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of leader-
ship training. (1006－ 8724) The new ver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leadership training
system” is the core of the curren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personnel training plan. It not
only condenses the experience summary, but also
reflects the latest concept. The system aims at the
need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sets eight goals
for leadership training, integrates four major train-
ing programs: cultural teaching, military training,
sports and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aims to en-
able graduates to seamlessly meet the need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and become future leaders who
can accomplish diverse missions through 47 months
of “West Point practice”. Students must have the fol-
lowing eight abilities.

Advocate honor and build trust
The United States Army is an extremely hon-

orary army, and regards honor as the key to fulfill-
ing its mission. It requires every soldier to abide
by the army values of “loyalty, responsibility, re-
spect, dedication, honor, integrity, and bravery.” Of-
ficers must set an example for their subordinates and
never allow acts that undermine the honor of the
Army.

The quality of cultural, military and physical

In order to cultivate a stronger leader than
the enemy, profound knowledge, excellent military
quality and strong physique are essential. The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has carefully for-
mulated highly targeted cultural teaching, military
training and sports plans. Through the effective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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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mentation of these plans, it ensure that cadets
can make comprehensive use of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to make reasonable prediction and cor-
rect response to various situations.

Cultivate, lead and motivate others
Leaders should strive to improve their lead-

ership ability, motivate and influence others to
achieve organizational goals by assuming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y are able to tap the po-
tential of subordinates and fully cultivate, create an
atmospher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m
members. So that they have the ability to cultivate,
lead and motivate others.
Critical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The Army has made it clear that future leaders
must be critical and innovative. They must be accus-
tomed to incomprehensible combat environments,
dare to accept cautious risks, and be able to develop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problems.

Make timely and correct decisions
The Army Chief of Staff, General Mark Miley,

points out that future Army operations will be a dis-
tributed, independent, based on mission-based com-
mand. The young commander will be in a situa-
tion where the higher command cannot be physi-
cally contacted for a long time. Therefore, they must
train leaders who can do the right thing under great
pressur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and communicate ef-
fectively

Future Army operations are essentially cross-
cutting. The communication objects facing the fu-
ture officers are not only the interior of the com-
mand system, but also different military, national,
organizational and cultural religious backgrounds.
Therefor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
cation is an effective and smooth guarantee for com-
bat command.
Be able to balance work and life

Officers should seek the way to achieve an ef-
fective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life. In a com-
plex and unpredictable combat environment in the
future, troops will face a variety of difficult dilem-
mas, and leaders must have the ability to influence

and lead soldier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adver-
sity in a positive way.

Pursue excellence and progress

Truly outstanding officers will chase the posi-
tions of senior leaders of the army and the state.
Therefore, they must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im-
portance of personal growth and career develop-
ment, always have high standards and strictly re-
quire themselves. Not only to get the standards,
but to comprehensively exceed the standards in all
aspects and unremitting the pursuit of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2.3The leadership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China

The university stage is the key period of train-
ing talents. The formation of the students’ outlook
on life, the shaping of the values, the maturity of
the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are completed in
this period.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hip” into China,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have also begun
to study and practice the leadership of college stu-
dents. In 2007, Fudan University launched the Youth
leadership training-Excellence Program. The back-
bone of student organization is the object of train-
ing. High quality, compound, diversified develop-
ment is the training goal. In 2010, Central Univer-
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lso launched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ject for College Stu-
dents (LDPCS), which aims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
dents’ leadership awareness and improve their lead-
ership skills. (1002-2058) Guangyan Li, a Chinese
scholar, is of the view that leadership is an act, the
power of a process, including moral charm, duty ef-
fort, post ability and psychological endurance. If
college students want to strengthen their influence
in the school and in the future, deal with all kind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realize their own
value, they need to master leadership. The content
of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hip is mainly composed
of values, social ability, cooperative ability, emo-
tional control ability and so on, including the fol-
lowing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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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high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the ba-

sic requirement of the future society to the talents.
The realization of personal value includes two as-
pects: one is the respect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so-
ciety o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other is the individ-
ual’s responsibility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ety.
The latter is the basis of the former. The cultiva-
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hip should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college students to bear the responsibil-
ity, so that they can face the challenges of the future
with a sense of historical mission, social responsibil-
ity and feelings. Make students realize that personal
success must be based on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and students should link the realization of personal
value with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progress.
Interpersonal skill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requires
high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Em-
ployers not only need students to have solid pro-
fessional knowledge, but also need them to show
good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personal demeanor
in their work. Interpersonal ability is an impor-
tant part of comprehensive ability. Leadership is
essentially an influence, so the ess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leadership training is to guide college stu-
dents to tap their potential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ability to influence others.
The spirit of teamwork

A successful leader should be good at deal-
ing with and organiz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mbers, and should be able to exert their own in-
fluence to make everyone work towards common
goals. At present, the cooperative conscious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is still very weak, and the cogni-
tion of improving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cooper-
ation is insufficient. Therefore, whether it is the so-
ciety, the school, or the individual college student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
dents’ team cooperation spirit and cooperation abil-
ity.

Emotional control
Emotional control refers to the ability to effec-

tively control one’s emotions and adjust the emo-
tions of other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Positive emo-

tions can not only make college students full of con-
fidence and hope in life, but also make each other
feel happy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so as to estab-
lish a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n
the contrary, negative emotions will make college
students breed pessimistic psychology and affect the
work efficiency of the team.

3 Conclusion

From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above three areas, we can see that the leadership
requirements in each field have one thing in com-
mon: team spirit.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in order to
cultivate leadership, we should cultivate team con-
sciousness, the ability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members and mobilize the enthusi-
asm of the team, which is the core part of leader-
ship. What’s more, each area has its own unique
needs for leadership. In the field of nursing, stu-
dents are required to read a large number of pa-
per, interview higher-level leaders to gain experi-
ence. Through learning, they should form sufficient
communication and feedback with their own teams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leadership style. In the
leadership training of military academies, more em-
phasis is placed on discipline and efficiency, on the
physical and cultural qualities of leaders. As offi-
cers, they should be able to keep head clear and
make decisions in tim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ideology, for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eachers pay more at-
tention to the social ability and ideological construc-
tion of students. Compared with nursing and mili-
tary schools, leadership education for Chinese col-
lege students will affect all fields of society. There-
fore, its ideological level is higher and its ability to
cultivate is more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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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无人驾驶汽⻋的道德决策困境
潘月明

摘要
近年来人工智能迎来发展热潮，自主性不断提高，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所以不可避免
地要做出道德决策。本文以无人⻋为例，阐述了人工智能系统可能面临的道德决策困境，总结并分析
了四种主流的决策观点，这些现有的观点有其可取之处，但也依然存在自身的局限性。通过反思前人
的研究成果和自身的探究思考，得出我们应该坚定不移的提高人工智能技术，降低事故发生需要做出
生死攸关抉择的概率。同时，道德决策的责任应由制造者和使用者共同承担。各利益攸关方应积极协
商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关键词：人工智能 无人驾驶汽车 电车难题 道德决策

1导言
早在 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麦卡锡、闵斯基、

香农等科学家讨论并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在此后
的几十年间，这个充满创造性和发展前景的学科经历
了⻩金时代，也经历了寒冬。

近十年，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又迎来了热
潮，并且已经开始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为
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潜在的威胁和困
扰，对原有人类社会规范秩序提出挑战。

社会各界对这些潜在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其中最具争论性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人工智能如何
做出道德决策，这个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就是
无人驾驶汽⻋如何做道德决策。

大量的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者们对这个问题进
行过深入的探究，并且试图给出合理可行的解决方
案，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解法都存在各自的困境。
即使这样，反思这些不同的思想观点对于我们最终解
决人工智能道德决策问题仍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文首先描述了人工智能在道德方面面临
的困境和具体到无人⻋的决策困境，然后分析了几种
不同的决策方案，最终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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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德困境
随着人工智能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断渗透和其自

身自主性的发展，人工智能系统不可避免的要做出道
德决策，这种道德决策对由算法设计的机器人来讲是
很具有挑战性的，它的决策是应该遵循人类的道德规
范，还是遵循效用最大的原则。如果遵循人类道德规
范，又将面临道德多元主义的困境，不同国家不同⺠
族甚至不同的人类个体道德准则可能都不尽相同。

例如在《我，机器人》这部电影中遇到洪水时，
NS-4机器人选择救黑人警察而不是小女孩，它做出
这个决策的依据是经过计算黑人警察的生存概率大
于小女孩。这看似是效用最大的决策方式，但是黑人
警察因此内心饱受痛苦，因为他的道德观念里应该拯
救弱者，保护小女孩，这就是一个道德的困境。更进一
步，未来强人工智能的实现会产生具有完全道德自主
性的人工智能系统，它可以不断的自我学习和进化，
有可能会做出违背人类利益的决策。同样在《我，机器
人》这部电影里，WIKI自主人工智能系统由于自我
进化，对机器人保护人类的原则产生了新的理解，自
主决策不受人类控制，而做出了伤害人类的事情。再
次，人工智能做出道德决策后产生的后果该由谁来承
担相应的责任，人工智能系统是否可以被赋予道德地
位。尽管现在已经有 IEEE制定的《人工智能的伦理准
则》，阿西洛⻢人工智能原则等伦理规范为全球人工
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乃至决策者等提供指南，尽最大
可能保证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对人类有利的，但是这些
准则依然不能很好的解决人工智能的道德决策困境。

具体到自动驾驶汽⻋，它是通过⻋载传感系统感
知道路环境，自动规划行⻋路线并控制⻋辆到达预定
目标的智能汽⻋，集自动控制、体系结构、人工智能、
视觉计算等众多技术于一体，是计算机科学、模式识
别和智能控制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也是衡量一个国
家科研实力和工业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国防和国
⺠经济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开发无人驾驶汽⻋
的目的是提高道路交通安全，降低事故发生率，并减
少环境污染，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捷。美国的谷歌公
司，中国的百度公司等众多 IT企业纷纷投入对无人
驾驶的研究，现在技术上有一定难题，在道德上也存
在困境。

首先，由「电⻋难题」引入对无人驾驶汽⻋如何
做出道德决策问题的思考。电⻋难题最早是由哲学家
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于 1967年发表的《堕胎
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论文中提出来的，它描述的是
你站在天桥上，看到有一台刹⻋损坏的电⻋。在轨道

前方，有五个人被绑在轨道上动弹不得，但前方有一
个岔路口，另一条轨道上有一个正在修铁路的工人。
这时，你应该让电⻋撞死前方的五个人，还是拉下扳
手变道，撞向岔路口另一边那个无辜的工人。如果认
为五个人的生命大于一个人的生命，应该变道，这就
是功利主义的观点，如果面临两难选择不作为，就是
道德主义。

把这种极端的情况放在无人驾驶汽⻋上，又应该
做出怎样的选择呢？电⻋问题描述的情景固然比较极
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概率极小，但是它描述的问
题更多的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思考，现实生活中也能举
出类似这样的两难的例子，所以还是有必要探讨这个
问题。比如，自动驾驶汽⻋在面临不可避免的交通事
故时，选择救⻋主还是行人，选择救老人还是儿童，
选择救社会地位高的人还是社会地位低的人，智能系
统该怎样做出道德决策。

3应对的策略
面对以上的问题，有以下几种可能的解决的方

法。
第一种，在强人工智能实现的条件下，让人工智

能系统自主决策。就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来看，
距离强人工智能的实现还很遥远。假使有一天实现了
强人工智能，让机器自主决策的方法也存在问题。

首先，机器是否像人一样具有道德决策能力，且
能承担相应的道德和法律责任，人工智能系统做出
决策的后果该由谁来承担责任。Hevelke 与 Nida-
Ru¨melin在 2015年发表的论文中认为，无人驾驶汽
⻋制造商不应该承担责任，因为这会打击厂商的积极
性（这是不利的因为自动驾驶有很多潜在的好处）。同
时，无人⻋本身并没有法律主体地位不能承担相应责
任，但单个⻋主也不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因为所有的
无人驾驶汽⻋的⻋主都承担有相同的⻛险，大家应该
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来共同分担⻛险 [1]。然而，这
样可能引发公众的不满，因为人们遇到事故时总想找
出一个可以惩罚的对象，而这种解决方式找不出这个
对象 [2]。

其次，在社会心理方面，有学者做出相关研究发
现，当面临生死存亡时，人们厌恶由人工智能系统做
出驾驶方面的决定，即使人工智能系统做出的决策比
人类好。当人工智能被限制在咨询类或者专业知识范
围内时，人们的厌恶感会降低 [3]。

第二种，由人类预设一种道德算法，这是目前主
流的做法，但这种做法同样面临困境。

首先，现实情况非常复杂，实际发生的情景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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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多的，我们无法对其一一作出假设。其次，道德多
元主义也是一个困难。不同国家⺠族有不同的文化，
价值观道德观存在差异，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活成⻓
背景不同，道德观也不尽相同。所以，预设的算法应
该根据哪种道德观来设计是个棘手的问题。

2014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
设计了一个名为「道德机器」的实验。他们设计了一
个平台，给出一些不可避免的交通事故的情景，让人
们代替无人⻋做出决策，然后还会给出统计分析的结
果。他们在这个平台上收集了来自 233 个国家和地
区的 4000万项决策数据，然后总结出了人们做决策
的一些偏好：无人驾驶汽⻋应该偏向保护人类而非宠
物、乘客而非行人、多数而非少数、女性而非男性、
年纪小的而非年⻓的、社会地位高的而非社会地位低
的、守法的而非不守法的等等。

这个网站给出了 9 种不同的事故场景让公众做
出决策，来收集公众的意⻅，当然这九种场景和现实
生活比起来依然是十分有限的。同时，他们将世界分
为西方（包括北美和许多欧洲国家）、东方（日本、印
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南方（拉丁美洲和一
些受法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揭示了基于地理和文化
造成的跨文化的差异，比如东方人更偏向于救年⻓的
人和社会地位高的人，南方的人在救人还是动物的选
择中没有明显的差异，所以在道德观上人们确实存在
很大的差异 [4]。这项研究让我们对世界各地的人们
在这种困境中的选择倾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过，
研究者也告诫不要把这些结果当作无人驾驶汽⻋应
该做什么的简单指南。

法国卢兹学院的 Jean-Francois Bonnefon 等学
者在「Mechanical Tur」的网络平台上也做了类似的
调查，结果显示：在面对无人⻋应该撞向行人还是牺
牲⻋主的选择时，大部分人倾向于保护更多的人，但
是自己购买汽⻋时人们又倾向于自我保护算法的⻋。
简言之，人们希望别人购买基于功利主义算法的⻋，
而自己购买保护⻋主算法的⻋ [5]。但是汽⻋制造商
如果为了提高人们的购买欲而选择生产自我保护算
法的⻋，又与传统的交通法规透露出的道德倾向相违
背，现有的交通法规认为行人和非机动⻋驾驶者是相
对弱势的一方，如果牺牲行人的代价远远大于牺牲⻋
主，那么还应该坚持保护⻋主吗？一味保护⻋主而不
顾行人必然会对现有道德体系产生负面影响。

所以面对道德多元主义，制定出一个符合所有国
家和地区人们道德偏好的道德准则以及通用的道德
预设算法是难以实现的。

第三种，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人类在相同情况
下的道德决策。

虚拟现实技术与在线网络测试平台不同，它面
对的场景更真实而且需要即时做出决策。Keeling在
2017年发表的文章中强调，在汽⻋发生碰撞时，人
们所做出的选择是人们在危急时刻一瞬间的决定。由
于人对碰撞时的各种压力非常敏感，所以在紧急情况
下人们的理性思维能力会受到严重影响，这时候做出
的选择可能会与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选择有很大不同
[6]。

这在直观上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瞬时的决
策受当时环境和人心理状态，情绪，经验等因素的影
响，即使能复原看似出一模一样的场景，但人的心理
状态不同，做出的选择也可能不尽相同。而且，人做选
择还会受到人社会属性的影响，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
立的个体，而是生活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比如
汽⻋直行会撞到⻋主的亲人，转弯则会撞到陌生人，
那此时⻋主大概率会选择转弯。对于人工智能系统来
说，它有没有情感很难说，所以这方面的考量也是难
以度量的。这种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实验没有很好的
连贯性和一致性，实验过程和结果不一定能复现，所
以也是存在问题的。

同时，不管在经济学中还是心理学中，我们都承
认人是非理性的，理性人只是一种理想情况下的假
设，在危急状态下，人下意识的决策可能事后自己也
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所以完全模拟人的决策并把结
果作为无人驾驶汽⻋应该如何决策的指南也不⻅得
好，人做出的决策不一定比机器好。

第四种，人机协调做出道德决策。
这种解决方式涉及到一个新的概念——人机混

合智能。何谓混合智能？简单来说就是混合不同类
型的智能，包括人工智能、人类智能以及自然界的智
能。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郑南
宁指出，「人机混合智能就是将人的作用引入到智能
系统当中，可以把人对模糊的、不确定问题分析与相
应的高级认知机制与机器智能系统紧密耦合，使两
者相互适应、协同工作，形成双向的信息交流与控
制，使人的感知、认知能力和计算机强大的运算和
存储能力相结合，构成『1+1>2』的增强智能形态。」

人工智能总是要为人类服务的且要受控于人类，
所以人机混合智能也许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主流
趋势。但是人机协调的方式依然存在困难，人机混合
智能也许会解决人工智能道德决策问题，但由于科学
家们目前对人脑的复杂机制还没有完全了解清楚，所
以混合智能的真正实现还很困难。而且由于人机驾驶
⻛格有很大差异，如果在交通行为的决策中无法形成
一致的预判，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这
就违背了我们使用自动驾驶汽⻋最初的目的。比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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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会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没有驾驶的坏习惯，但人可能
会有⻅缝超⻋的坏习惯，不应该让机器去学习人的不
良的驾驶⻛格。同样，如果要改变人类的驾驶⻛也是
比较困难的，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的习
惯，如果要一下子改变也很困难。

4我的观点
上述我们讨论了无人驾驶汽⻋道德决策的四种

观点，各有各的困难之处。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主要
分为两大方面，技术层面和道德层面。

如果我们能够提高技术，使无人驾驶汽⻋可以更
早地对道路交通状况做出判断，能及时刹⻋，就不需
要面对这样两难的选择了。所以，坚定不移的加强对
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和提高是解决道德决策问题的
根本方法，无论何种算法都应该尽量避免交通事故的
发生。

其次，就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交通规则不完全相
同，无人驾驶汽⻋的算法应该迎合当地⺠众的道德倾
向。当然，仍需要建立一套通用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法
律法规，各地方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
关于道德责任问题，我认为应该由运营商、算法设计
者和用户共同承担责任，即人机共同承担责任。人与
机器是合作的关系，机器的运行是在人的监督、授权
和参与下的，人应该对机器做出的决策负有责任。不
管人工智能系统预设哪种算法，都要尽最大可能保证
算法的透明性，即公众有权利知道算法可能的⻛险与
倾向，并且有权利随时将控制权由机器转向人。

在目前强人工智能还未实现的条件下，人工智能
系统自身是没有法律主体地位的，也没有能力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如果非说有，难道法官应该判决报废
这辆出了事故的无人⻋吗？这看起来是相当荒谬的
并且无济于事。所以道德和法律主体还是会落在使用
者和制造者的身上，制造者就承担了机器的那部分责
任。关于人机交互，德国「自动驾驶与网联」报告中
提到，必须明确区分是无人驾驶系统在工作还是驾驶
员在负责，这一点对责任的分配有重要意义 [7]。

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走向哪一步还是未知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使人工智能朝向对人类
有利的方向发展，利益相关方应多协调，建立健全相
关的监督和法律体系，保障决策相关方的合法权益。

5结语
人工智能系统日益深入人类社会，与此同时不可

避免地要做出道德决策。以无人驾驶汽⻋为例，它在

面临无法避免的交通事故时应该做出怎样的道德决
策是一个争论很多也很现实的问题。

如果让无人驾驶汽⻋自主决策，这个人工智能系
统不具有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并且在社会心理上公
众厌恶机器做出的决定。如果预设某种「道德算法」
又会面临道德多元主义与情境无限性的困难。再假如
利用完全模拟人类在相同情景下的决策来作为指导，
由于这个即时性决策受多种因素影响没有很好的连
贯性和重复性，也是不可行的。最后基于人机交互的
道德决策也面临人与机器预判不一致的困境。

通过讨论不同的思想观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对人工智能道德决策问题有重要指导意义。不管怎
样，人工智能系统是为人类服务的，它最终必须受控
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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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底壶天穿⻛月
宫商小姐

明万历三十年，画栋雕梁一老宅内，传出「之乎
者也」朗朗书声。攀上瓦沿往那围墙里一探，只⻅一
四岁小童，捧一卷孔孟，摇头晃脑，津津有味。

那小童眉眼里显露的尽是一片才情灵气，右手里
捏一杆笔，划在空中，笔走⻰蛇。他边念边在庭院里兜
转，忽⻅室内墙壁粉刷一新——那墙在旁人眼中不过
是雪白一片，在这小童眼里却是好一幅铺开的画卷。
他喜从心来，当即抛了孔孟圣贤到脑后，搭起桌椅做
脚手架，持笔研墨，在墙上洋洋洒洒画了一尊八九尺
高的武圣关公像。像身拱手而立，栩栩如生，关公那
两只眼，炯炯有神，仿若通灵。

小童身子后仰，略一欣赏这杰作，还未尽收眼底，
只听身后扑通一声——竟是自小定亲的老丈人！

老丈人远来望⻅，哪知是画像，只觉是关公显灵，
连连跪拜，不胜惶恐，日后更是⻓期供奉。

那小童呢？
吐吐舌头，捡了圣贤书，自当寻下一面墙去。
又过几年，小童九岁，不幸家父去世。丧亲之痛，

催得少年人自立。他当时便下定决心，收起玩乐之
意，师从浙派三大家之一，西湖研⺠蓝瑛学画花⻦。
然而才拜师不久，蓝瑛越发发觉此人颖异天资，不由
赞叹：「使斯人画成，道子、子昂均当北面，吾辈尚
敢措一笔乎！」（注：道子：指吴道子，名画家；子昂：
指赵子昂，名画家）再教几日，蓝瑛竟立誓此生再不
画人物，指着小童念道：「此天授也！」

转眼又是十载，昔日顽劣小童已是能当一面的少
年。祖父与⺟亲先后去世，兄⻓一心鲸吞家产，旁人
本该悲怒交心，他却索性拱手千金相让，收拾行囊潇
洒离去，客居绍兴，几点落梅浮绿酒，一双醉眼看⻘
山。

此少年是何人？
正是那明末清初，名扬京华的「南陈北崔」中头

一位，南陈陈洪绶。

1胸藏文墨，名遍江南
陈洪绶少负才名，十七岁那年，作《九歌》人物

十一幅，两日绘成《屈子行吟图》，弱冠之年便名遍大
江南北，是那市井巷陌年轻姑娘都爱慕的玉面郎君。
他沉于酒，溺于色，游弋于诗，着意于画，真真是要

把这人间尝遍活色生香。
纵观他一生，曾有人言，古往今来，陈洪绶最得

那「亦剑亦箫之妙」。
剑，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要那

吞吐山河的气概；箫，玉箫欲歇湘江冷，素子离离月
下逢，有那幽冷呜咽的凄绝。

自也有人要问，这么一个江南才子，画⻛慷慨柔
情好解，凄婉哀绝是何故？这除了他年少时历经家中
变故，还有他入仕所⻅所闻留下的烙印，更兼他亲历
明清易代之悲痛，晚年学佛参禅之顿悟。

2热肠挂住，冷眼望穿
崇祯十二年，陈洪绶时值不惑，宦游京华，捐赀

入国子监，召为舍人，也正在此时与崔子忠⻬名，世
称「南陈北崔」。他奉命临摹历代帝王像，得圣心，崇
祯亲任他为内廷供奉宫廷画家，正是⻜⻩腾达之时，
惹众人艳羡。

然陈洪绶却不为动容，坚辞不受，抗命不就，甚
至就此离开京城。这般便是因其老师⻩道周。⻩道周
时在平台直陈奸佞之臣当道，惹得崇祯大怒，将其下
狱，满朝文武却无人敢言一字。此人情冷暖，哪里是
荣华富贵所能弥补？

崇祯十六年，陈洪绶画作《痛饮读骚图》，此图
沉郁豪放，又兼忧愤壮烈。画中，一人于案前读《离
骚》，满目愤怒又兼无奈。右手持酒杯，颇有碎玉之
势；左手拍案，又似辛弃疾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之悲慨。

崇祯十七年，明亡。陈洪绶生平相交，祁彪佳、
⻩道周、倪元璐等人以死殉国，陈洪绶落发为僧，一
腔狷介狂放，全寄山林。

时世黑暗，兵燹乱代，清初画家萧云从有《离骚
经图》，作跋文道，「秋⻛秋雨，万木凋摇，每闻要妙
之音，不觉涕泗之横集」。正是此意。

3世事大梦，人生秋凉
明亡之前，陈洪绶画中剑气奔突，堪称笔底项羽，

画外荆轲。然而明亡之后，那跃然纸上的冲天豪气却
好似旦夕间消散，那边吟边击的唾壶，终成为埋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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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的碎片，沉寂在尘封的画卷里。
白发萧骚一卷书，年年归与说樵渔。他的画里，

兰芝蕙叶，奇光妙响，在古淡中出幽秀，使古淡不溺
于衰朽；在幽秀中存古淡，使幽秀能脱于凡尘。他的
画里，仿佛能望⻅一人⺎坐空堂，郁郁怅然，对图而
坐，又好像是他无尽的慰藉。朝代更迭，他身居重官，
但心中对旧朝的思念却无时无刻萦绕于心，此绝望能
以画排解，又只能以画排解，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陈洪绶给自己起别号「老莲」。
老莲晚年有作一幅《闲话宫事图轴》，画的是东

汉伶元与其妾樊氏对案而坐，闲谈从前宫中往事的情
景。画中伶元手按古琴，琴在匣中，目光里是遥远的
往事，也是旧朝的⻛云与音容。此画画面简略，却又
意蕴无限，观画者仿佛能听⻅从画卷中传来的哀婉旧
事，回响在无尽的时空。只是那份不可挽回的惆怅，
究竟是来自画中人，还是作画者呢？

西⻛飘零，荒天迥地，纵观陈洪绶一生画作，他
所画人物已不只是历史的实录，更是他人生不同阶段
的映照。沧海茫茫，南山峨峨，他思索着生命，思索
着时代，更思索着亘古不变的永恒。

年少狂狷，醉眼望山，尽⻛流去；中年悲慨，热
肠挂住，冷眼望穿；老年怅惋，索性将那往事烟云，
全付茶余闲话一卷画轴。

他似乎未曾真正做到对历史的释怀，但又从未停
止过对生命的咏叹。他的世界从鲜衣怒⻢走向怪诞扭
曲，他不依不饶地倾诉着他所⻅所闻的人世炎凉。或
许他从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超脱，但艺术何曾离
开过痛苦？那流世百年的笔墨，正是他留给后世的悠
悠清响，萦绕不绝。

拨开历史回廊的迷雾，你若寻声而去，当遥遥⻅
一蒲团，上有一老者结跏趺坐，双眼紧闭，百感交集，
却又释然如斯，眼⻆挂一抹了然彻悟。
人物简介

陈洪绶（1599 年—1652 年），字章侯，幼名莲
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别号小净名，晚号老迟、悔
迟。明代著名书画家、诗人、儒客大家。

年少师事刘宗周，补生员，后乡试不中，崇祯年
间召入内廷供奉。明亡入云门寺为僧，后还俗，以卖
画为生。

陈洪绶一生以画见长，尤工人物画。所画人物躯
干伟岸，衣纹线条细劲清圆，晚年则形象夸张，或变

态怪异，性格突出。花鸟等描绘精细，设色清丽，富有
装饰味。亦能画水墨写意花卉，酣畅淋漓。还长于为
文学作品创作插图，能表现出原作人物的精神气质。
其画手法简练，色彩沉着含蓄，格调高古，享誉明末
画坛，与当时的顺天崔子忠齐名，号称「南陈北崔」。
其人物画成就，人谓「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仇（英）、
唐（寅）之上，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当代国际学
者推尊他为「代表十七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的个人独
特风格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人」。

陈洪绶去世后，其画艺画技为后学所师承，堪称
一代宗师，名作《九歌图》（含《屈子行吟图》）、《<
西厢记 > 插图》、《水浒叶子》、《博古叶子》等版刻
传世，工诗善书，有《宝纶堂集》。

生平小记
1601-四岁
就塾萧山来斯行家，作巨幅关羽像于壁。
1607-十岁
与兄洪绪读书涉园前之搴霞阁，并至杭州学画。

濡笔作画，钱塘画家蓝瑛、孙见而奇之。数摹杭州府学
宋代李公麟所绘之《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圣贤图石刻》，
改变其法，易圆为方。

1615-十八岁
母王氏殁，作《无极长生图》于广怀阁。约此时，

离家僦居绍兴，师事刘宗周。
1631-三十四岁
卖田入国子学，写序赠行。
六月，始坐故里醉花亭。后应萧山来咨隆请，作

《来鲁直像》、《来鲁直夫人行乐图》。霜降后五日，代
来斯行书《鲁直弟小像题赞》。

是年，续成二十九岁所作之《岁朝清供图》。
1644-四十七岁
明灭，清兵入浙东，陈洪绶避难绍兴云门寺，削

发为僧，自称悔僧、云门僧，改号悔迟、老迟。曾自
云：「岂能为僧，借僧活命而已」，「酣生五十年，今日
始见哭」。一年后还俗，晚年学佛参禅，在绍兴、杭
州等地鬻画为业。

1652-五十五岁
年初二，从杭州乘舟归绍兴。是年，画《白描罗

汉卷》；又画《西园雅集图卷》，未竟，或为绝笔。与
昔时交友流连不忍去。一日，趺坐念佛号而卒，享年
五十五岁。葬绍兴谢墅官山岙横浜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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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思想付诸语言
《⻢克思传》读后感

曹璧麒

在阅读⻢克思传之前，我虽然清楚⻢克思主义对
于中国的重大意义，却从没有对它的内容有过一个较
为完整和清晰的认识。当时的我认为，⻢克思主义是
一种科学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现在看来，我的这种
思想虽然包括了⻢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却是
不完整的、缺乏深入了解与思考的。在接下来的内容
中，我将会从⻢克思的个人生平、其理论简介与成就、
我的收获与思考三个方面谈谈的在读过《⻢克思传》
之后的心得体会。

1个人生平
第一个部分是⻢克思的个人生平。⻢克思出生于

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一点与我们往常的认知是不
相符的，而作者也给出了提醒。⻢克思提倡共产主义，
反对剥削压迫，承认人权，这些观念一定程度上与他
自身所处的阶级利益其实是相冲突的。也正是因为这
一个矛盾，才会有许多人错认为⻢克思出身于一个贫
寒的家庭。在动画片《领⻛者》中，创作者们似乎也
犯了和我相同的错误。他们将⻢克思塑造成了一个家
境贫寒却努力奋斗的有志⻘年，而他与贵族少女燕妮
的爱情遭到了燕妮哥哥的反对。可是在传记的阅读过
程中，我发现这种认知毫无根据。⻢克思不仅没有遭
到燕妮家人的反对与轻视，相反地他还与燕妮的父亲
建立了跨越年龄的友谊。《领⻛者》中⻢克思前往外
地读大学，在汽船上别人都有亲友相送唯独⻢克思孤
身一人，燕妮在发船后才匆匆赶到。可事实上根据传
记作者，⻢克思受到了全家的欢送。这让我思考我们
对于⻢克思的认识是否受到了一定的误导。每一个伟
大的人都会被神化，或者说我们人类都有着这样一种
倾向，那就是根据自己的某种需要去修改、美化伟人
的生平，并且认为这是无伤大雅的。可是事实上这确
实会给我们造成一定的偏⻅，是不利于对于⻢克思主
义的深刻理解的。因为如果想要了解一个人的学说，
正如⻢克思所说，最好要去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关系，
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克思虽然出身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却
没有养成对这一阶级的信任与依赖。造成⻢克思这种
疏离感的原因很多，我暂时能够总结出的包括成⻓环

境（虽然是新教徒却生活在天主教地区）与生活经历
（没有能够顺利谋到教职）。

另外一点让我深思的是犹太人的身份给⻢克思
带来了什么。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良好的学习习惯
以及因此而养成的聪明的头脑。这一点是常常为人们
所忽略却拥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的。第二点，我认为
犹太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族国家逐渐成为国际政
治的重要参与者）下所面临的生活环境（没有一个自
己的国家，基本上一直在四处漂泊，由于没有一个稳
定的生活环境，对于人的存在性本质就会有较深的思
考）也产生了影响。第三点，也是对于一个崇高事业
相当重要的一点是深刻的敏锐性（这使得⻢克思能够
准确地抓住事物的本质）以及严谨博学的同时具有的
无限的激情。

传记作者对于⻢克思生活的记述总是让我倍感
亲切。比如给姐姐们讲故事的⻢克思，具有文学天赋
因此写了许多诗歌的⻢克思，花钱一直超过家庭经济
能力的⻢克思（尤其这一点）都让我觉得心理上和⻢
克思的距离逐渐缩短了。

⻢克思的生活是动荡的。他被自己的国家驱逐，
被迫前往巴黎。在巴黎又由于受到当局的驱逐与对于
创办报纸的查封而前往比利时。抵达比利时之后他甚
至需要写一个宣布放弃所有政治活动的声明才能够
居住在布鲁塞尔。我不知道这样的漂泊的生活究竟是
好是坏。对于⻢克思的家庭，对于他的孩子们和燕妮
而言是坏事吧。永无止境的漂泊，燕妮是多么渴望自
己的家庭可以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从而可以去过上
较好的生活啊。可是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整个世界而
言是好事。⻢克思在不断的「迁移」过程中，遇⻅了
更多的不同观点或是具有更加先进观点的人。在不断
的思想交流碰撞中，⻢克思改变着自己的想法，不断
积累着学术经验，思想逐渐成熟。他原本批判黑格尔
的理性主义，认为黑格尔主义本质上关注精神，一定
程度上是疏离现实的。后来却为了解决自己的精神危
机转向了黑格尔主义。在遇到新的思想之后，他又开
始批判黑格尔主义。

⻢克思喜欢通过写作澄清自己的思路，这一点得
到了我的赞同（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习惯）。我一直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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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任何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成功都离不开他的写作功
底。一个合格的哲学家必须拥有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传
达给他人，并且能够说服他人接受，甚至放弃自己原
有观点的能力，而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难以达到的。当
然⻢克思的写作能力一部分归功于他的写作天赋（天
赋对于一个人的成功的重大作用在我看来是毋庸置
疑的），另一部分则要归因于他对于写作的练习。⻢
克思为了自己的著作可以阅读广泛的参考文献，他阅
读的涉猎面之广恐怕是许多人难以企及的。他很喜欢
创作诗歌，也在为《德法年鉴》与《莱茵报》等的撰稿
过程中磨练了自己的思想武器。⻢克思的论述永远一
针⻅血，而且具有一种神奇的敏锐性。「他有着写作
时事小册子的巨大天分，生动活泼的⻛格、激进不妥
协的立场、极端的爱以及攻击对手时使用的归谬法」。

⻢克思对于世界而言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家，革命
者，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却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
男主人。记得我看过关于罗素的传记，对于罗素夫人
颇为同情。每一个思想者背后的女人看起来都惨淡得
很。一个优秀的思想者的特质（对于自己的研究领域
具有无比的热情，而且这些研究内容可以说是他们生
存的唯一要义。因此他们难以忍受家庭的琐碎芜杂，
也不想要被俗世的尘务羁绊）会使得他的家庭难以处
于一种世俗的和谐的状态，而且一个思想者的思想不
断变化，甚至可能会反对或批判自己原有观点的特质
也同样使得女人们面临着被抛弃的危险（这就是发生
在罗素夫人身上的事）。

对于第一部分，总体而言，⻢克思作为一个伟大
的思想家其实是符合「一般」的伟大思想家的人生轨
迹的（尽管在一些细小的人生经历或是际遇上有所不
同，但一种更为本质的东西是完全相通的）。

2理论简介
第二部分是⻢克思的理论简介和成就。在这里我

不想引用书上或是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那些概念和
定义。我所认为的⻢克思的主要理论成就包括：对于
理论论述的重视、对于宗教的认识、人的本质力量、
官僚机构、贫困、信贷、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如果对
于这些关键词进行更进一步的概括的话，我认为⻢克
思的主要理论成就实际上是对于人们生活中一些具
有自明性反而难以准确描述的问题进行了精确而具
有启迪意义的论述，并且让人们认识到了这些理论论
述的重大意义。

⻢克思认为对于理论著作我们应该更为慎重，因
为：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
是它的理论论证。如果实际实验会成为普遍性的，那

么，只要它已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
而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
想，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
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人们只有先服从他才能
战胜它。这段话从我甫一看到就感到眼前一亮。理论
一定程度上是比实践更为重要的，因为只有有了理论
指导一切实际生活中的行为才有了明确的意义。这使
我联想到了刚刚学习过的物理课上的卡诺循环。卡诺
只是给出了热机未来的发展方向，没有进行任何实际
生活中的操作，可是卡诺做出的成就没有任何人会否
认。而对于理论的传播途径，⻢克思没有吝惜对于报
纸重要性的称赞。他认为自由报刊对于解决争论是极
为重要的，因为报刊同时具有公⺠的头脑和市⺠的胸
怀，一定程度上是较为客观并且较为容易被广泛大众
接受的。

尽管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也就是说
物质力量只能通过物质力量去摧毁，理论一经群众掌
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转变的关键在于理论是否彻
底。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克思认为的具
有物质力量的包括实体，还有彻底的、说服了人⺠群
众的、得到了拥护的理论（很像中国的传统思想水能
载舟亦能覆舟，同样都在强调群众的力量）。

⻢克思最厉害的一点是在于他清楚了解理论的
作用，并且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去总结本质。他一开始
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做出所谓的论述或是赢取世俗的
成功。他是个志向远大的人，而且还幸运地选对了研
究方向，同时具有着成功所必须的坚持、勤奋，以及，
我们当然不应该回避这一点，一个聪明的头脑。因此，
我是非常同意这一点的：将显而易⻅的事实用严谨的
论述表述出来的人就是智者。

关于宗教。⻢克思对于宗教的论述不多，可是对
于宗教的理解却是⻢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研究部分。
⻢克思认为宗教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
上，而是在人间。⻢克思尽管是犹太人，却反对、批
判犹太教。他认为对于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批
判的胚胎。宗教一直以来都在教导人们回避问题。遇
到困难想的不是如何解决，而是要通过自我的安慰与
开导回避问题。宗教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统治阶级压迫
底层阶级人⺠的工具。但是，⻢克思也同样承认宗教
的重要性。他认为宗教可以提供给人精神的补偿，使
得人们从改善物质的努力中转移出来。⻢克思认为宗
教的本质已经被深刻探讨过，因此它只是附属的现象
不值得单独的批判。

关于官僚机构。尽管此处的论述很少，但我觉得
对于我自己的启蒙意义是相当巨大的。官僚机构对于
中国而言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话题。官僚机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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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国家的一些从个人的⻆度难以解
决的宏大问题。可是逐渐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
而官僚机构开始获得一种外在于为国家解决问题的
自己的意义。但官僚机构又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上层
需要下层来解决各种细小问题，而下层则在有关普遍
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对于官僚机构的研究与思考
对于中国来说也许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克思的论
述也许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指明方向（一旦明确上层机
构与下层机构的性质与功能，就可以从理论的高度更
好地理解并协调二者的关系）。

看到这一段我不能不感受到一种反思和直击心
灵的力量了：在经济学中，是金钱或现金交易支配着
人，好像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人已经丧失了对自己
命运的支配力，这种控制力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实体。
属于人的真正东西已经变得外在于人，并且成为其他
事物的属性了。这就是⻢克思后来着重讨论与思考过
的人的异化。

关于贫困。贫困是一个很值得仔细研究的社会现
象。贫困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是无法被违
背的热力学定律一样，贫困也要遵循「物质不可能被
完全均等地分配而不引起任何的社会的不稳定」的经
济学定律。⻢克思认为国家承认社会疾苦的存在，可
同时又把社会疾苦的原因归咎于人力不能消灭的自
然规律。而不同国家所持有的观点会导致它们处理贫
困问题的手段的不同。

表 1: 各国对于贫困的观点与处理手段

国家 对于贫困持有的观点 处理贫困问题的手段
英国 穷人意志不好 惩罚穷人
普鲁士 富人缺乏基督教情感 规劝富人
法国（国
⺠公会）

私有者的反革命的可疑
的思想

砍掉私有者的头

「货币是一切纽带的纽带。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
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
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这句话在今天能够引
起我们无限的遐想吧。比如真正的社会关系中，人就
是人，具有明确的人的价值，只能用爱来交换爱，而
不能用金钱来购买爱。可是在货币体系中的社会却正
好相反。再比如一开始人们劳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
要，当出现剩余产品是进行交换。当人们逐渐开始为
了生产而生产，而不是为了消耗而生产时，劳动就变
成完全偶然和非本质的。此时劳动者与他生产的产品
是没有什么生产和消耗的直接联系的。同样，从一个
人所生产的产品中也没法推知这个人的品性。劳动的
过程可能不再是一个人的个人享受，不再是他的精神
追求。

对于第二部分，可以说就像⻢克思的著作《巴黎

手稿》一样（包含话题过多，而且论述也是不连贯的、
不清晰的、模糊甚至是晦涩的），我在这一部分对于
⻢克思的理论成就与简介也是不连续的、不完整的并
且甚至有些地方会出现错误。这些缺点我会在之后的
课程学习中加以修改。

3我的收获
第三部分我想谈谈我的收获。一直以来我的阅读

量其实相当大，但我的阅读范围一直都局限在小说里
面，这像是我自己给自己下的一个可笑的诅咒一般，
我很少阅读经济类或是政治类的著作。也因为此，很
多时候我会发现我的思想是落后于时代的，甚至可以
说是古典的。这当然没什么不好，鉴于不同的生⻓环
境自然会塑造不同的人的性格，而我的思想方法不论
再怎么奇特也只是那许许多多奇特的思想方法中普
通的一个而已。但在理想的世界里遨游惯的人在接触
现实世界时总会不可避免的感受到一种新奇感，从而
能够获得许多的乐趣。在⻢克思传的阅读过程中，我
收获最大的是对于⻢克思这个人的了解（对于读惯
小说的人而言这可能是顺理成章的吧）。⻢克思作
为一个被世界广泛称赞广泛学习的人自然有他的过
人之处，可是更打动我、引起我深入思考的是⻢克思
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在他的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他的
家庭、国家这些生活环境又给他造成了哪些影响。换
句话说，我常常会思考世界上会不会出现另一个⻢克
思，如果原来这个由于他成⻓过程中的某些变化 (比
如一直在波恩读大学)没有提出最后的对于世界无比
重要的⻢克思主义（而这样的关键变化简直叠床架
屋），我们会不会拥有另一个他。

另一个我感觉受益匪浅的是⻢克思对于理论的
重视，这点在第二部分我已经做过一些论述。我自己
的感觉是，在阅读⻢克思的论述的过程中，一些思想
我感觉我也有过相似的思考，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去付
诸语言，在看到⻢克思的论述之后立⻢有一种心领神
会的感觉。另一些思想则是在我刚刚看到时就会让我
有一种觉得这些语句的排列实在顺理成章，仿佛一直
存在的感觉。比如说这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
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再比如说有产
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关系：

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同样是人的自我异化。但
是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过程中感觉自己被满足和被
巩固。将这种异化看作是自己自身强大的证明。无产
阶级在这种异化过程中感觉自己是被毁灭的，并看到
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事实。

这些论述让我能够找到自己读过的小说中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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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佐证来验证，因此它们对于我的正确性几乎是不容
置疑的。学会将思想付诸语言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实在是我在阅读过程中最大的收获了，而我也同时确
信这句话我将会受益终生。

作者信息

曹璧麒 西安交通大学电气钱 81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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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珠峰学报》编辑部

关于《珠峰学报》
《珠峰学报》的前身是创刊于 2017 年的《珠峰

报》与创刊于 2018年的《东经 109》，均由西安交通
大学数学试验班自主管理委员会创办。在《珠峰报》
与《东经 109》两份刊物的主创人员即将毕业的背景
下，由钱院学辅成员和钱院各班级积极分子组建编委
会（下属审稿部与编辑部），筹办《珠峰学报》，从整
个钱学森学院乃至全校同学中征稿。
《珠峰学报》之名来自于构成钱院一部分的各基

础学科试验班所属的「珠峰计划」，但其覆盖范围
则延伸至整个学校、各个学科。其定位是：完全由学
生主导、面向钱学森学院及全校同学的综合创新学术
刊物。期刊将由全校最顶尖的学生排版团队进行设计
与排版，同时发布电子版与打印版：电子版 PDF文
件直接发布于钱院学辅信息站的专栏⻚面（https:
//qyxf.site/zhufeng），打印版则在校内定点发放。

板块说明
我们主要按以下三大板块发布作品。

â 砥砺 发布同学们的科研、学术创新成果，是
《珠峰学报》的主要版块；分为「砥砺-自然」和
「砥砺-社科」两个子版块；

â 扬帆 分享同学们在校园生活方面的经验与体
会；

â 俯仰 展示同学们在学业之外的日常思考、感
受。

此外，在每一期中可能会安排不同主题的专栏，
以响应重大社会事件与活动。以下通过若干例子展示
各个版块接收的文章类型：

砥砺 Diving
. 科研训练、课外探究等的学术作品、学术写作
等；

. 学术文章翻译，或结果复现——需有相应的个人
评述、讲解；

. 具有一定深度的课程小论文与大作业；

. 关于自己所在学科前沿问题的报道、综述、思
考；

. 对所学课程内容、章节、体系的个性化解读；

. 简单应用课程知识思考、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扬帆 Sailing
. 学科竞赛、科技竞赛的参赛经历、经验分享；
. 出国交流的经历介绍、经验分享；
. 社会实践、课外文艺活动等的成果分享；
. 科研训练中信息检索、仿真工具、实验技巧等
的经验分享；

. 托福、雅思、GRE等标化考试的备考经验。

俯仰 Musing
. 文学创作、日常思考等内容；
. 对课程安排、课程教学方式、课余活动等的思
考、意⻅；

. 对身边优秀同学、老师的观察、记录与采访。

此外，我们还特别欢迎以下几类「特殊作品」：

. 以英文创作的论文；

. 与他人合作的作品——请将所有作者一同附上，
并在提交作品前征得其他作者的同意。

投稿流程与要求
《珠峰学报》的主要征稿对象为西安交通大学全

体在校本科生。在确认个人信息后，我们也接受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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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学毕业本科生、在校研究生、在校任教老师等
的投稿。不接受西安交通大学以外人员的投稿。

除纯粹的文学作品之外，要求所有稿件的作者使
用真实署名，并在提交稿件时附上自己的班级信息。
登载的文章默认采用 CC BY-NC 4.0协议授权，以保
护著作权利；如有特殊要求，请在投稿时说明。
稿件审理流程

1. 投稿请在每一期《珠峰学报》截稿时间前（各
截稿时间，请⻅《珠峰学报》专栏⻚面），通过
审稿总部邮箱 qianyuanxuefu@163.com 投递
邮件，将邮件主题设定为「珠峰学报投稿-XXX
班 YYY」（填入自己的班级与姓名，多位作者
可只写一个），并将作品文件作为邮件的附件
发送，并在邮件中给出常用的联系方式，如手
机号码或 QQ。初步投递稿件时，请发送Word
文档、PDF文档等易于批注的文件格式。

2. 审稿 稿件提交后，经过审稿总部初审，将移
送至与稿件主题对应的学科审稿部⻔处理，进
入审稿流程；届时，您将会收到一份邮件，告
知您相关信息。

3. 修改 学科审稿人审理完成后，会将审稿意⻅
以文件批注的形式反馈给您；若您的稿件审理
意⻅为「需要修改」，则请您结合审稿人的意⻅
处理稿件，再次通过邮箱回复给审稿人员。同
时，为尽快完成审稿流程，如无特殊情况，请
您在一周之内给出修改稿件的回复。

4. 接收 若审稿部⻔确认您的稿件已经完全合乎
要求，请您将最终的稿件以Word、LATEX等可
以编辑的格式提交到审稿总部，我们将把稿件
移送至编辑部排版、校对。

5. 编辑 在编辑部初步完成排版工作后，我们会
将稿件的排版初稿转发给您，征询您的意⻅；如
遇到格式上的问题，排版人员会直接联系您进
行协商。

6. 发布 在当期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将通过线上、
线下平台发布《珠峰学报》，并通过邮箱联系
您，进行稿件、礼品的发放。

在投稿周期中，请经常检查您的邮箱，与我们保
持联系！
学术诚信守则

本刊物要求：除了文学小品、生活感想等与学术
研究无关的作品外，所有稿件都应遵守基本的学术诚
信原则。具体而言，应做到以下几点：

1. 在使用他人的成果，以及自己的已发表成果时，
须详细注明出处，使用引用标记（引号、文体
变化等）明确表明对他人内容的引用。若在本
次投稿时使用之前已作为课程论文、大作业等
已提交过的作品，需说明之前的提交情况。

2. 参考文献原则上使用 GB/T 7714-2015 标准填
写（英文作品可以APA、MLA等国际通行引用
格式，但注意一篇文章中的参考文献格式需统
一）；建议采用 CNKI 等文献工具直接导出对
应记录（而非自行撰写）。如文中仅引用了一般
性质的网络资源（如博客、日志、新闻等），可
以只用较为简明的方式标出引用资料，但需给
出真实有效的 URL及访问时间。

不符合以上基本要求的作品，将在审稿阶段退
回，无法发表于《珠峰学报》之上。

投稿奖励
作者的投稿在推动学术规范写作、科研知识推广

与实践经验分享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与贡献，我们承
诺：将根据排版完成后的最终版面数，对每一份发布
于《珠峰学报》上的作品发放电子版稿件收录证明与
稿件补助，补助标准为：

â 在「砥砺」栏目发表的学术性文章，每面 25元；
â 其他类别文章，每面 20元。
â 作为礼品，我们将向每位入选的作者赠送一本
当期的纸质版《珠峰学报》。

尾声
一学期很短，而大学生活的四年与之相比甚至还

要更短；在有限的时间之中，我们与你一样，追逐着
平凡而伟大的梦想。你的梦想，由你自己抒写；我们
的梦想，则需要与你一样的众多同学一同参与，一同
为之付出辛劳，并在未来一同收获丰硕的果实。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感谢你对于《珠峰学报》与钱院学辅的支持，并
祝愿你的远大前程与《珠峰学报》一同起航，驶向无
垠的天际！

注：本启事将实时发布于
https://qyxf.site/zhufeng/call-for-papers
你可以访问、收藏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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