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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情诗
蔡昱川，范奕雪，刘佳鑫
一袭白衣
蔡昱川
未着白衣，亭亭玉立
披上白衣，化作羽翼
燃烧白衣，奉献自己

无题
范奕雪
身处疫
情在心
犹忆，我们不离不弃

心·疫·情
范奕雪
异身异乡，一心一意
疫情不异情，一心不易心
疫情无情终有情，人心共心中国兴

归期
刘佳鑫
踏上列车，你不知归来何时
只是长望山河，轻抚白衣
说但求疾愈，莫问归期

作者信息
蔡昱川

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钱 81 班学生。

范奕雪

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 94 班学生。

刘佳鑫

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 94 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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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话抗疫
张誉月，叶宇辰，方鹤迪，张超群，许禹睿
抗疫

绝句(1)

张誉月

叶宇辰

时疫虐神州，国人共仇雠。

武省疫情中，汉民勇报国。

同心春风漾，芳蕊满枝头。

加班问何必，油(2) 志定可胜。

除疫
方鹤迪
蓓藟于枝，凛雪其至。共荆除疫，疾医长赴，累途莫敢迟。
初华于梢，肃风其号。共荆除疫，戎士坚护，经日未言劳。
殷梅于樤，春阳其炤。共荆除疫，万民同勠，诸难亦为消。

念奴娇·武汉
张超群
雾锁江水(3) ，问中间、多少病人涕泪。晓星云遮听雨暮，几处高楼望断。九州(4) 白衣，红旗
长槊，一夜两山(5) 落。执刀向鬼，何言死生契阔。
此去不问归期，万巷空寂，肝胆照孤月。鬓白衫湿尘满面，笑遇旧友不认。黄鹤还时，清风
千里，吹遍山樱色。把酒酹地，却说人间无事。

(1) 此为头尾双藏绝句，意在为正处武汉的病人和工作人员加油，以及表达中国人民击败疫情的必胜信心！
(2) 油：谐音为「有」
，该句意为有坚定的意志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3) 雾锁江水，雾指疫，江指城。
(4) 九州，即中国。
(5) 两山，代指雷神山，火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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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算子·抗疫
张誉月
子鼠迎春归，疾疫逢春到。已是阴云万重霾，但见天使俏。
何意功与名？一心疫魔消。临危涉险奉身心，只盼江河笑。

莺啼序·感怀(6)
许禹睿
初春峭寒未了，闭萧寥牖户。课停晚、饥腹咕咕，恍觉时已曛暮。叹楼外、岑岑寂寂，无车
杳杳章台路(7) 。念江城，今古繁华，一朝微预(8) 。
鄂府曾游，泽畔屈子(9) ，共星罗岛渚。鹤楼上，吞笔 (10) 临江，对云挥就诗赋。目之穷、晴川
历历，几番落、飞城樱絮。夜灯明，舟舸长鸣，总惊鸥鹜。
梅兰渐老，乳燕归新，奈人困圉圉(11) 。尽道是、只鸿鸣镝(12) ，世祸天灾，泣涕沾巾，缟衣披
素。兼连积雨，空城凝落，须臾无雨云难断，更堆堆，积叠层如聚。萦纡莽莽，暝暝薄雾黄昏，怛
然沉沉荆楚。
时蔬翠翠，电掣骎骎(13) ，幸八方协助。又各地、仁心医者，妙手岐黄，济世悬壶，救民安堵(14) 。
年高德劭，持心求是，餐车夤夜驰北逆，辟邪污、求索青囊布(15) 。神农仙草堪期，戮力寰球，共
流景祚(16) 。
作者信息
张超群

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钱 71 班学生。

叶宇辰

西安交通大学越杰 81 班学生。

张誉月

西安交通大学电气钱 81 班学生。

方鹤迪

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 93 班学生。

许禹睿

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 95 班学生。

(6) 词谱：
《唐宋词格律》韵：《词林正韵》
(7) 杳杳：昏暗渺远的样子。章台路：章台，台名。秦昭王曾于咸阳造章台，台前有街，故称章台街或章台路，其地繁华。此处指原本
繁华的大街。
(8) 微：无，没有。预：预先防备。
(9) 屈子：屈原。
《楚辞·渔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泽畔。」据考证，屈原曾行吟于武汉东湖、汤逊湖等地。
(10) 吞笔：含笔于口中，比喻构思为文。
(11) 圉圉：困而未舒的样子，语出《孟子·万章上》
。此句指季节流转，而人民仍然被困于家中。
(12) 只：单独的。鸣镝：古代一种射出后有响声的箭，在战斗中起指示前进方向的作用。此处指李文亮医生事件。
(13) 骎骎：形容马跑得很快的样子。此处形容各地医疗队驰援武汉风驰电掣。
(14) 安堵：安定、安居。语出《史记·田单列传》
。
(15) 布：布施、施行。
(16) 景祚：景福，洪福。语出《晋书·乐志上》
：
「超百代，扬休烈，流景祚，显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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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春天的诗
现代诗五首

念筌，宋轶群，王小龙，夏徵羽
献给逆行者

恐慌，恐惧

念筌

哭声抬高了
呢喃湮灭了

许是我们大都过惯了太平安康，

门开了，热浪咆哮着涌入屋内

于是乎，当疫情相往，

有的人拎着水出去了

生命失色伴有凄凉，

有的人喊着烫把门关上了。

神州大地饱经风霜，
我看不见外面怎么样了

一切，仿佛都如此猝不及防，

屋外的声音渐渐灭了，

——不禁地，四处迷惘感伤。

又突然翻涌上来，

然而，早已有人昂起胸膛，

我不知道外面怎么样了

将沉甸甸的责任扛在肩上，

只知道火光暗了。

红手印按下，他们担起民族的脊梁，
巍然出征，那是钢铁洪流般的力量。
武汉、医院、方舱，

知识是最好的免疫力

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宋轶群

他们紧握钢枪，许下担当，
术业专攻，救死扶伤，

知识是最好的免疫力

写就人定胜天的华章。

当亦真亦假的信息充斥感官。

都道岁月庸常，

在双黄连的热潮中惊醒

浮光掠影便游往他乡，

不管是假寐抑或熟眠

殊不知，正是这白衣如常，

一身冷汗

勇敢逆行带去希望，

谁被裹挟

许给华夏一世荣光！

谁能分辨。
知识是最好的免疫力
当 corona 病毒禁锢了城市。

火烧了起来

抗击新冠前线的医护人员

宋轶群

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
做赶走寒冬夺回春天的逆行者

火烧起来了

救民于水火

屋内被火光映的血红。

护国于危难

每个人的眼里反射着灼人的烈火
哭声和哀叹声交替着，融合了

知识是最好的免疫力

火蔓延着逼近了小屋

当民族成见遇人情温暖。

屋里的灼热仿佛舔舐着脸庞

来自日本的支援物资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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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妈妈妈妈，你别抹眼泪呀

跨越千年的偈语

要坚强不能做爱哭鬼

缔结唐朝的两国佛缘

我回头问爸爸

而今

妈妈去的地方怎么了

虽有国耻莫忘

她在那儿过的好吗

但也勿忽略当下的温暖。

爸爸爸爸，你别哭呀
你教我的

「知识是最好的免疫力」

男儿有泪不轻弹

大概就是
「停课不停学」的

妈妈，妈妈糖我不要了

最好的注脚

你把糖都分给身边的叔叔阿姨吧
过年有糖吃的人会幸福的
我想要他们都幸福

妈妈，我想吃糖了

妈妈也要好好的

王小龙

等你回来我要给你说句悄悄话

妈妈，我想吃糖了
每年过年的时候

一个杀手在街上走

妈妈的兜里都有吃不完的糖

夏徵羽

想吃的时候就去摸一块
那些糖好甜好暖

他买了一盏灯

我猜这日子里吃到糖的人都很幸福

坐在屋顶上听风声

今年，妈妈不在家

法官把他抓起来

她说她去了一个叫武汉的地方

问他为什么不杀人

我问那是哪里

杀手说

她只是笑笑说

怕你不信

你在家里要乖要听爸爸的话

我以前 是个医生

妈妈回来给你带好多好多的糖

作者信息

妈妈，我想吃糖了

宋轶群 西安交通大学宗濂 71 班学生。

你怎么不让我看你的脸呢

王小龙 西安交通大学崇实书院学生。

你这身是什么衣服呀

夏徵羽 西安交通大学越杰 81 班学生。

把给我的糖藏在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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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想过
曹璧麒

在无数个自以为无所不能，可以置身事外的夜晚
我想过灾难的降临，想过人类的脆弱，在大自然面前
我曾不惮于最狂野的想象。鲜血、死亡
但噩梦的唯一妙处，是我们可以醒来
想象的最大妙处，就是一切有如空中楼阁，与现实无干
我曾想过，远方潺潺的小溪，在森林里
阳光从叶缝中洒落，溅在水面上，散落出波光
我曾想过，一望无际的草原，像是天空的绿色倒影
朵朵白云，就是那象征希望的羊群
那是，那些是
我曾在梦中在全能的想象之中无数次抵达的地方
它们是我的桃源
你知道，窗外依旧有着阳光。很多个白天
天依旧是蓝色的
像是最最纯净的气凝胶，如同最美的、最和平的梦境
可是阳光下没有人，没有喧嚣，没有与阳光如影随形的欢乐
只有沉默在发酵
我的桃源，不知是否被病毒侵扰
当想象成为现实，伴随着的
是与现实脱节的迷茫之感，以及
彷徨。是梦吗，是我曾想过的、以为永远都不会发生的事啊
我曾想过灾难的降临。也许不是这样的形式
甚至比这现实更加冷酷，更加无情
我曾感慨历史的惊心动魄，以及现世的无趣
我曾有过很多很多，不谙世事的想法
我曾想过，只是那想法已不见
我只能在无数个夜晚，回忆起那些我曾想过的
我曾想过……
作者信息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电气钱 81 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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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124 岁生日快乐！
刘佩宁
庚子年四月八日，母校交大即将迎来她的 124 岁

饮水思源，固本培新。交大并不因我们对初心坚

生日。不同于往年校庆时活跃熙攘，此时少有人迹的

守而趋于迂腐陈旧，而是紧跟时代的变化，不断创

交大正用她阅过无数风雨的双眸，
见证着这次亦会载

新。
「古朴」
与
「朝气」
竟都是交大的名片。
如今疫情时期，

入史册的新冠疫情。诞辰之际，学子们尚未返校的安

即便交大很多教授已年过半百，
教授仍然快速掌握了

静，
也许会让此时裹着淡香的长安风与春意初绽的樱

网络授课的方法，制定了对应计划，使教学有条不紊

花道感到些许寂寞。但交大依然安静地守候着——安

地进行。此外，交大每年的「樱花祭」时节，也有大量

然度过无数困难的她知道，
我们不久就可以战胜这次

的二次元爱好者扮成他们喜爱的动漫角色赏樱拍照。

疫情，重返她的怀抱。

在古老的梧桐树阴下，
看着穿着各异服饰少男少女们
嬉戏，你便能感受到交大的活泼与朝气。

三世纪的沧海桑田，
从未改变交大的初心与创立
的使命。「实学培国本，民族得中兴。」悠然传唱两
甲子的校歌，
仍然在今日提醒着每一个交大人在百年

如今是我在交大读书的第三年。三年的时光，便

的风雨坎坷中我们的精神积淀。百年来，交大一直秉

让我对交大产生了不可割舍的感情，
因为这里有对我

承初心，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我们自豪于交大稳重

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老师与同学，
有希望一生结

踏实的学风、谦逊努力的性格。尽管时代洪流涛危浪

交的挚友，
有我的迷茫、努力与梦想。在图书馆和朋友

急，尽管有声音指责有些坚持毫无意义，但从前在坚

刷夜，分享室友回来时带来的零食，了解到不同地域

守的，交大如今依然在坚守。看着夜晚的图书馆或是

有趣的文化，第一次用程序操控小机器人行走……那

答疑教室中勤学好问的同学与耐心和善的老师，
你便

样多难忘经历的承载，都是这片美丽的交大校园。同

能感受到交大的朴实与沉稳。

样地，
交大也承载了如同我一样数万的莘莘学子人生
中最珍贵和美好的回忆，
培养塑造了我们的习惯与性
格——不仅仅我们是交大的一部分，交大更是我们每
个人心里的一部分。因此，就让我们把疫情时期每个
人心底对交大的思念，当作母校 124 岁的华诞礼——
交大，祝您生日快乐！我们期盼着能
够早日回到您的身边！
作者信息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 93 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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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思源，忠恕任事
献给永远奋斗的、最可爱的人

严佳星

一转眼，到了我进校以来的第二个校庆日——4

己，这在上世纪的交大人的身上尤为体现。他们响应

月 8 日，每个交大人都应记住的日子。124 年前，南

国家的号召，
放弃了繁华的大上海，
来到别人眼中「荒

洋公学成立；64 年前，一代交大师生西迁，投身建

凉落后的大西北」
，一扎根，就是一辈子。新中国刚

设大西北，为中国的国防、教育需求而奋斗，为实现

成立时，条件是多么艰苦啊。可条件它再艰苦，绝大

中国梦而奋斗。

部分的交大师生还是来到了更为落后的西部地区；中

今年是 2020 年，是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国它再落后，
钱学森学长等优秀科学家还是放弃了异

的一年，是 21 世纪 20 年代的第一年。大概万事开

国他乡优渥的生活，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中。是无数

头难，我们遇上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场仗没有硝

奋斗者的奉献、甚至是牺牲，换来了中国以令人惊叹

烟，却非常残酷。从农历年前开始，全国人民严阵以

的速度发展，这才有了我们如今的生活，我们才能在

待：医生护士加班加点地收治病人；公职人员严格排

交大的校园里共同学习成长。

查各家各户，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热心市民充当防

北门旁的那块碑，学校南面的活动中心……交大

疫志愿者，五花八门地宣传防疫知识；其余人居家隔

时刻叮嘱我们要饮水思源，要懂得感恩。我们要感恩

离，做到「只要家里还有一粒米就不出门」……交大

那些最可爱的人，感恩自己能生活在一个和平、美好

人也不甘落后，交大一附院、二附院的数百名白衣天

的年代。还有「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

使援鄂，他们是这场「战疫」中最美的逆行者，众多

任事」的校训，它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培养我们的

交大学子在家乡当志愿者助力抗疫、
在网络上为高考

品质和精神。过去已然过去，无法再做些什么。但现

学生答疑解惑……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中国的情况大

在和未来，身为一个交大人，必然要争为青年模楷，

大好转，很多省份确诊患者清零、多天零新增，复工

为世界之光！

复产也在稳步进行，现在的重点就是外防输入。

作者信息

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交大西迁。
中国人民都是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 81 班学生。

那么的勇敢无畏，愿意为了自己的祖国母亲奉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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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for SARS-CoV-2 Toxicology and Probable
Medicine Design
冯廷龙
Abstract
This article synthesizes the newest EM study, the research on SARS-CoV and some medicine-design
achievement, trying to show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ARS-CoV-2 and some probable ways to treat
COVID-19 caused by it.

human ACE2 show how the spike receptor-binding
domain bind with the ACE2 receptor. When the
spike binds with ACE2, S1 is dissociated from ACE2
enable S2 to transition from a metastable prefusion
to a more stable postfusion state that is essential for
membrane fusion[4-6].
For the structure of SARS-CoV-2’s spike protein is like SARS-CoV’s, we have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they have the similar ways to infect cells. As
for SARS-CoV, after its S1 is separated from ACE2,
the virus envelope is going to fuse together with
the cell’s membrane like membrane fusion guided
by SNARE and SM proteins[7]. The S2 is just like
v-SNARE and t-SNARE, twisting itself together to
make the water between envelope and membrane
to help the fusion[8], as shown in Figure 1.

1 Introduction
Since 31th Dec, 2019,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has been reported broken out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and then was spread across
other main cities in China. The pathogen of this disease has been named as SARS-CoV-2 which has similar spike protein with SARS-CoV.
According to latest bioinformatic analysis,
SARS-CoV-2 and SARS-CoV share over 79% sequence similarity on average[1] and their S proteins share 76.47% identity[2]. According to modeling structures, they have highly similar structure[3],
and that is maybe why COVID-19 has so strong infectiousness.

2 Structure
Latest cryo-electro microscopy studies in Structural basis for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ARS-CoV-2 by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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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nother significant question that how
strong the spike’s affinity for ACE2 is. A latest research show that the ACE2 binding to SARS-CoV2 S is approximately 10- to 20-fold higher affinity

than ACE2 binding to SARS-CoV S[6] (in Figure 2
and 3). However, Other research shows the opposite conclusion that their affinities are similar[5], so
the question is still controversial.

Figure 2

Figure 3
First, we can find a matter which can stop the
membrane fusion. Actually, a team from Fudan University has found this thing. This polypeptide called
EK1 can bind with virus’s HR1 and HR2 of S2 to prevent membrane fusion[13].
And the second way is to find a nucleoside analog which can stop virus replication just like Figure
5 and 6. The medicine can have effect because their
have on -OH in 3’C so that they cannot continue
the DNA/RNA replication if they are recognized as
real nucleoside and are put into DNA/RNA. In fact,
a medicine called Remdesivir(shown in Figure 7) has
been invented to treat other coronavirus disease by
Gilead Sciences. We can try to use it to treat COVID19.

3 Toxicology
After the virus infecting the cell, it will activate ADAM17[9], a protein which can mediate
ACE2 shedding[10]. As a significant enzyme, ACE2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renin–angiotensin–
aldosterone system. It helps ANG II translate to
ANG 1-7, which is ANG II’s antagonist and can prevent cell from fibrosis (in Figure 4).
As a result of ACE2 shedd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ANG II is increasing and lead to the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s[11] and other illnesses[12].

4 Probable Medicine Design
Obviously, there are at least two ways to design
medicin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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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Figure 5
Figure 6

Figu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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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ong, W., et al., Cryo-EM structure of the SARS
coronavirus spike glycoprotein in complex with
its host cell receptor ACE2. PLoS Pathog, 2018.
14(8): p. e1007236.

5 Conclusion
We have analysed SARS-CoV-2 structure and
find it is very similar to SARS-CoV. The novel virus
has strong infectiousness because of its unique S
protein whose affinity for ACE2 is very high. From
ACE2 shedding, we discuss the virus toxicology and
know it will cause fibrosis. In the basis of the
virus structure and toxicology, we find two probable
medicine design ways and find out the ready-made
medicine/matter which may be useful.

[8] Südhof, T.C. and J.E. Rothman, Membrane Fusion: Grappling with SNARE and SM Proteins.
2009. 323(5913): p. 474-477.
[9] Heurich, A., et al., TMPRSS2 and ADAM17
Cleave ACE2 Differentially and Only Proteolysis by TMPRSS2 Augments Entry Driven by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Spike Protein. Journal of Virology, 2014. 88(2):
p. 1293-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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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roplet and Related
Models
谢宗霖，许恒瑞
Abstract
The breakout of 2019-nCoV in China has triggered global concern, and it is vital to know how to stop
infection. We first describ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roplets and the optimized choice of ventilation in a certain space with more than one people. We then build two models to simulate the spread
and diffusion process in the room with diffenrent ventilation conditions. The simulation shows that
oral droplet, not the droplets produced by coughing or sneezing, can be effectively weaken by normal
ventilation. We also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mixing ventilation, and find that it is easy to avoid the
spread of aerosols in the same side (up-supply and the same side up-return). Moving further on the
epidemiology about 2019-nCoV, we estabilsh the SEIJR model to predict the likely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ease. In the model, we categorize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and find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s to describe the fluctuation of their populations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which serves
as a reflection of reality.

but also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people’s exposure
to it. In the following, we will use the method of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propagation process of the possible coronavirus carrier in other word the oral spray in several
different situations.

1 Somethings about
coronaviru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s an epidemic
disease. At present,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the prevalence of 2019-nCoV is
a serious threat to people’s health and disrupts people’s normal life. Because this virus can be transmitted through respiratory trac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contact and infect the virus in indoor and other
densely populated enclosed spaces (such as hospitals, public transport vehicles, etc.).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spread of oral droplets,
the carrier of the virus, in the room.

2 Two previous models
2.1 Model One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used in this
paper is introduced in detail in [1], which will not
be discussed here. In the following, the results are
from [2], which are shown in Table 1.

People usually exhale, cough, sneeze and so on.
However, the number of droplets produced in different ways is different significantly. Consequently,
the amount, intensity and duration (how durable it
is in the air) of the droplets are different, so its impact on the indoor environment is quite not same.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would like to convey that
indoor ventilation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dilute
the concentration of pollutants. Ventilation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pollutants,

The geometric dimension of the room is: length
(𝑥) × height (𝑦) × width (𝑧) = 3m × 2.5m × 3m, as
shown in Figure 1a. In order to compare different
ventilation volumes[2], we have already cited some
initial parameters and some pictures of experiment.
For clarification (the importance and more original
things will be given below in the part of our models),
we emit the specific calculations and some image of
the st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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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ome parameters[2]
Formation of the droplet
production

Ventilation Frequency/ℎ

Influx
wind
speed/(m/s)

Concentration
Spray
of
air
supply /(m/s)
droplets/𝐶 /(𝜇𝑔/𝑘𝑔)

Normal breathing
Normal breathing
Mild cough or sneeze
Wild cough or sneeze

0.8
8
5
5

0.2
2
1
1

0
0
0
0

velocity

0.3
0.3
20
100

tim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personal
hygiene and form good hygiene habits[2].

2.2 Model Two

(a) Schematic diagram
of simulated breathing
room

Simplify a complex room into a simple hexahedron geometry can speed up the calculation. K. W.
Mui[4] and S. Seepana[5] through the established
geometry room,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relative position and ventilation mode of human
body on aerosol.

(b) Schematic diagram of
simulated sneezing room

Figure 1: Two kinds of schematic diagram

Figure 2
Now we cite the conclusion of the one-person’s
model:
1. Sufficient indoor ventilation volume can discharge most of the droplets and maintain a relatively healthy indoor air environment.
2. Coughing and sneezing can form strong in a
short time. The droplets with high degree
spread over a long distance in a short time.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general air-conditioning
environment to effectively weaken this process.
3. This study shows that sneezing and coughing are the main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and
spread of droplets. Moreover, it is difficult to
discharge the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alone.
Therefore, people who work indoors for a long

1. Table; 2. Window; 3. Mixed ventilation air supply
outlet; 4. Upper air return outlet on the same side;
5. Upper air return outlet on the same side; 6. Upper air
return outlet on the opposite side; 7. Replacement
ventilation air supply outlet; 8. Replacement ventilation
air return outlet; 9. Manikin.

Figure 3: Geometric model of conference room[6]
Based on Figure 4 (d),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average wind speed of displacement ventilation area
is the small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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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Velocity vector of plane x=0[6]
virus.

3 Macro-epidemic SEIJR
Model

3.2 Establishment of the SEIJR Model
Considering there are numerous people living
in the big cities and let us take Wuhan for example, we have ample reasons to process the change
of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by means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Therefore,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s describing the issue have the following form:

3.1 Introduction of the Model and Assumptions
During an epidemic outbreak, residents are categoriz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There are susceptible people, infectious people and recovered people.
Within infectious people, more detailed classification can range from people during incubation period, diagnosed infectious people and undiagnosed
infectious people. Besid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people, we also consider transmission rate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and death rates.
In order to make our model more practical, we
make these following assumptions:

dS

⎧ dt = −(𝑘 𝐼 + 𝑘 𝐽 + 𝑘 𝐸)𝑆
⎪ dE
⎪ dt = (𝑘 𝐼 + 𝑘 𝐽 + 𝑘 𝐸)𝑆 − 𝛽𝐸
dI
= 𝛽𝐸 − (𝛼 + ℎ + 𝛿 )𝐼
dt
⎨
dJ
⎪ = 𝛼𝐼 − (ℎ + 𝛿 )𝐽
dt
⎪ dR
⎩ dt = (ℎ 𝐼 + ℎ 𝐽)

1. Infectious people who are during the incubation period cannot self-recover from the
2019-nCoV, because it is fairly rare for people
to carry the virus without displaying related
symptoms. Consequently, these people can be
omitted.
2. Recovered people can’t be attacked by the
2019-nCoV again for they have already generated abundant antibodies to defend against the

For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bove, 𝑆, 𝐸 , 𝐼, 𝐽,
𝑅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he number of susceptible
people, infectious people during incubation period,
undiagnosed infectious people, diagnosed infectious
people and recovered people. 𝑘 , 𝑘 , 𝑘 , 𝛿 , 𝛿 , ℎ ,
ℎ individually represents infectious rate of 𝐼 ,𝐽,𝐸 and
death rates of 𝐼,𝐽 and recovered rates of 𝐼, 𝐽. 𝛼,𝛽 respectively represents transmission rates from 𝐸 to 𝐼
and from 𝐼 to 𝐽.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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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establishing the SEIJR model, the first task
is to determine the value of included coefficients.
Naturally the first thing we want to figure out is how
many susceptible people can be infected by an infectious person.

to the statistics we can find the result 𝑅 ranges from
3 to 4[7].

3.4 Implementation of SEIJR Model
Based on the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we
can apply our SEIJR model to specific city like
Wuhan. During the emergence period of the 2019nCoV there are a limited number of infectious people and enormous healthy people. However, due
to the powerful communicable ability of the 2019nCoV and intimate contact between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there must be a steep surge of 𝐸 ,𝐼,𝐽. Considering the vast area of Wuhan, we assume that
the effect of inter-district transportation is not obvious. We presume that around 20000 people from
Han Yang District consist of the first stage of outbreak of 2019-nCoV and we skip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outbreak and start from where there are a certain number of infectious people during incubation
period. As we don’t know the exact number of E, so
we pick a series of values of E ranging from 2000 to
10000. And we get the beneath graphs, as shown in
Figure 5.

3.3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𝑅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is to estimate how
many normal people an infectious person can infect
and serves as the infectious ability of an epidemic.
We need to estimate the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in the first place. In determining 𝑅 we need to look
at the daily amount of infectious people and use the
formula below to calculate the value of 𝑅 .
𝑅 = 1+

𝜆
ℎ

1+

𝜆
ℎ

1+

𝜆
𝛽

𝜆 = ln 𝑌 (𝑡) /𝑡 represents the initial exponential

increasing rate. 𝑌 (𝑡) is the accumulated number of
infectious people before t. In fact,
and
separately stand for the average infectious period and
stands for the average incubation period. According

Figure 5: Initial non-isolation out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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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graph shows above, there are no distinct differences among the four graphs at first sight.
Consequently,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number of
initial number of E has a weak influence on the general shape of 𝑆,𝐸 ,𝐼,𝐽,𝑅 curves. Once there a certain
amount of infectious people, the government will
take isolation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no further infection will happen in a large scale. And this kind
of isolation is a must, for we can see clearly that
with current medical capability if the daily circulation of people isn’t constrained, approximately all
people will at last captured by the formidable jaw
of the virus. During isolation period, healthy people will be restricted with the community and only a
small-area scale movement can be permitted. On top
of that people who show symptoms will be sent to
nearby hospitals and receive medical isolation and
medical treatment. In this case, we can assume that
the number of susceptible people is zero as people
are forbidden to randomly go out. First, we have a
neutral medical expectation which means the stock
of medical items such as N95 masks and medical
protective clothing is of middle level, which means
the diagnosing process will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hardship due to slight shortage of necessary medical
materials. We reckon that the diagnosis factor 𝛼 is
0.5 and the political isolation measures will be taken
around 4 days after the initial infection where there
are 30300 infectious people during incubation period and 300 undiagnosed infectious people and 100
diagnosed infectious people (Total:30700) and plot
the following graph.

As long as everyone keep to the government’s isolation regulation the epidemic infection will be ultimately controlled around a month later.
Besides we also consider the sensitivity of the
diagnosis factor 𝛼, and we assume it to be 0.2 and 0.8
to represent inadequate medical materials condition
and adequate medical materials condition. We plot
the following graphs.

Figure 7: Weak Medical Ability Tendency

Figure 8: Strong Medical Ability Tendency
Analyzing the three pictures above, we can find
that the value of diagnosis factor 𝛼 has an obvious
effect on the initial change pattern of three types
of infectious people but has a limited effect on the
long-run number of total infectious people. We
can give an explanation that the long-run number
of infectious people is primarily determined by the
medical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ness of medical
treatment which entails the 2019-nCoV virus itself
and the validation of curing medicine and medical
means. However, early diagnosing the infectious
peopl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guarantee a timely
isolation and prevent the epidemic from expanding
and deteriorating.

Figure 6: Middle Medical Ability Tendency
As we can see apparently, the number of infectious people (all three types) will eventually start to
decline about 10 days from the policy-validated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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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Conclusions of SEIJR Model

[4] MUI K W, WONG L T, WU C L, et al. Numerical
modeling of exhaled droplet nuclei dispersion
and mixing in indoor environments[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09, 167 ( 1) :736 – 744.

Based on the SEIJR model and analysis of 𝛼 sensitivity, we draw a series of conclusions and advice:
(1) Earlier the isolation, better the condition.
(2) Adequate diagnosis doses will help to control
the spreading of the epidemic more effectively.
Hence, government should assure that normal
transportation is functioning and factories is
running as usual.
(3) Based on the small-scale analysis of Han Yang
District, we can speculate that if the epidemic
spread across the whole city, it will spawn a
catastrophic result, not to mention the overall country. Consequently, strict regulation of
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prevent further damage.
(4) The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is larger than
1 which means the epidemic will eventually
break out, warning that the epidemic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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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打车出行决策研究
以出租车和网约车的比较研究为例

曹春朴，卢元博，李儒欢，魏泽霖
摘要
本文以传统出租车和网约车为研究对象，对两者进行比较，探讨对于乘客打车出行常考虑的因素，两
种打车方式间存在哪些差异；并对网约车与出租车市场前景做以展望。首先对国内打车市场做总体概
括，对近几年出租车和网约车的发展状况进行总结，从中发现出租车和网约车的发展都面临一定的阻
碍。其次，通过将网约车和出租车在乘车安全、用户口碑、审核标准、乘车价格方面进行深入比较，并
通过网上问卷调查得到用户对两种出行方式的不同态度。最后，通过对整体内容的总结归纳，结合行
业已暴露出的问题，对网约车和出租车行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网约车 出租车 安全 口碑 审核 价格

视，
「广汽」最先做出表率，向全国引入出租汽车计

1 绪论

价器，规定司机必须按表收费，从而维护了消费者的
利益。

1.1 研究背景
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
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庞大的经济体量催生了各种新兴产业。人均 GDP 的
逐年升高，使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也
随之升级，人民对出行方面的便捷程度、舒适度、安
全性等需求不断拔高。
与此同时，随着地铁等基础设施的大力建设、网
约车行业的兴起，人们的出行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
从原来的传统的公交车、出租车甚至自行车、摩托车
到近年来与新兴技术紧密结合的地铁、网约车，出行

图 1: 2010-2018 年全国出租车客运量及增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选择越来越丰富，
经济的充实感也让人们的选择更加
随心所欲。

在传统的出租车市场，
出租车司机需按月向出租

传统出租车行业受到冲击但依然稳健

车公司缴纳承包费，出租车一贯的巡游模式也导致

出租车行业其实很早就在中国出现，
但囿于整个

了获取乘客的随机性。运营成本高，供需不匹配等一

工业体系的落后，出租车行业一直不温不火。1979 年，

系列问题导致出租车行业积弊已深。近年来，随着更

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从广州的出租车行业开

多新的出行方式的出现，
传统出租车的客运量逐年走

始，出租汽车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租车数量激

低，但总体需求依旧旺盛。同时客运量的下降趋势逐

增了近 10 倍。到 1985 年，仅广州出租汽车企业就超

渐减缓，随着网约车进入市场逐渐稳定，出租车客运

过百家、拥有出租车辆近 7000 台，打破了出租汽车

量也将趋于稳态，形成与网约车并行的格局。另外，

业以往只有「广汽」一家的格局，形成「百家争鸣」

随着居民私家车拥有量的增加，
造成城市拥堵现象加

的局面。

剧，城市不断加大对私家车的管理，采取了诸如限号

然而，行业迅猛发展也产生了很多问题，经营管

出行等举措。这又将增大居民对公共交通的需求，出

理有漏洞、司机服务不规范、向乘客漫天要价的现

租车作为私家车限行下的替代措施，
市场需求也将有

象屡禁不止。这种现象引起了国家和众多企业的重

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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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根据数据统计显示，2016 年我国网约出租车

网约车行业发展迅速却问题频出
2010 年 5 月，易到用车横空出世，率先推出「专

的用户规模为 3.83 亿人，2018 年上升到 6.76 亿人，

车」服务，一跃成为中国网约车行业鼻祖，正式宣告

同比增长 19.78%。2019 下半年用户规模为 3.36 亿人，

了网约车行业的成立。之后，快的打车，滴滴打车等

同比 2018 下半年下降 2.78%，使用率为 39.4%。

打车软件陆续上线，使「网约车」这个新名词收到全

1.2 研究目的

社会的关注。

在这个网约车横空出世的背景下，我们小组发

然而好景不长，2013 年 5 月开始，随着各路资金
的注入，各大打车软件企业为争夺市场大打价格战，
行业内的恶性竞争、价格泛滥、监管缺失等恶劣现象

现，网约车渐渐站稳脚跟却状况频出，传统出租车行
业受到冲击但依然稳健。于是，我们小组提出了两个
问题：

层出不穷。
缺少管控的网约车行业严重破坏了市场发
展的平衡，于是，从 2013 年开始，先有深圳交委下

• 面对出租车和网约车两种主流出行方式，人们

发关于强制要求司机卸载手机打车应用的通知，
后有

会如何选择？为什么人们会做出这种选择？

苏州政府下发文件明令禁止使用打车软件，
网约车行

• 网约车和出租车互相又有怎样的优势与劣势？

业受到严重打击，占据的市场份额也严重缩水。
直到 2014 年 5 月，交通部发布《关于促进手机

针对以上这两个问题，
我们小组进行了一系列的

软件召车等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通知》
，要

调研活动。

求「着力营造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
，
使得网约车行业得到国家政策的引导。2015 年 10 月

1.3 调查过程与研究方法
本次调研我们主要采用文献查询，
问卷调查以及

10 日，交通部对外发布《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
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访谈调查三种方法进行资料收集。
调研结果来自全国

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

各地，样本的基本情况如图:
表 1: 样本的基本情况

意见稿）
》
，并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2016
年 7 月 28 日，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出台，
「网约车合法化」终被认可。这项新兴的
互联网产业终于站稳了脚跟，
也找到了行之有效的发

样本特征

分类

个数统计

性别

男
女

56
21

72.73
27.27

年龄

20 岁以下
20-29 岁
30-39 岁
40-49 岁
50 岁及以上

39
29
1
6
2

50.65
37.66
1.3
7.79
2.6

职业

党政机关
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无单位/自雇
学生

0
9
7
1
4
56

0
11.69
9.09
1.3
4.2
72.73

地区

省会城市
地级市
县级市
其他

32
19
22
4

41.56
24.68
28.57
5.19

77

100

展路径，网约车行业在政府的指导下慢慢成熟起来。

图 2: 2016-2019 年上半年网约出租车用户规模及使
用率情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总计

百分比（％）

然而 2018 年对于网约车行业来说注定是不平凡
的一年，
2018 年 5 月 6 日，郑州空姐打车遇害；2018 年

调查前期以文献查询为主，
对全国范围内网约车

8 月 24 日，乐清女孩乘车遇害。这两起顺风车司机残

和出租车的发展情况进行集中搜集。对打车出行的

害女乘客的社会案件发生后，
国家多个部门对滴滴进

市场走向、相关的政策要求、主要用户群体等等信息

行入驻调查，各方开始高度关注网约车的安全问题。

有了一个全方面的把控，
为中期制定问卷内容奠定基

各大网约车平台相继整改并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础。

群众的安全感依旧有待提升。

中期，我们针对群众制定了相应的问卷，共收集
到 77 份针对群众的问卷反馈，从群众的问卷回馈中，

总的来说，近年来网约车发展迅速，凭借其便捷
性迅速站稳脚跟，但随着安全问题的不断发生，增长

我们了解到了群众对不同出行方式的态度，
并对各种

速度明显减缓，甚至在 2019 年还有轻微减少的情况

客观因素进行了分析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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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我们希望丰富样本的内容，使调查结果更

司机储备不足的现象。从而为了弥补缺口，部分出租

翔实，于是对数名乘客进行了访谈，收集到了第一手

公司出现了聘请非编司机现象。这些“非法“司机未

资料，了解了生动鲜活的乘车经历，加深了我们对两

经过严格的上岗培训，或者未具备完善的上岗证件，

种出行方式存在问题的理解。

往往服务态度较差，法律意识淡薄，更容易发生违法
事件。

2 调研内容

网约车行业
作为共享经济理念的践行者，
网约车行业的发展

2.1 安全问题

势头迅猛。至 2018 年，中国网约车用户规模已经突

出租车行业

破至 2.85 亿，其中，滴滴出行更以其红包补贴、奖励

出租车作为现代城市文明形象的代表，
是城市客

等诸多优惠政策在网约车行业独占鳌头。
数量激增网

运交通网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给人留下以便捷、

约车填补了公共交通运输的缺口，
为城市居民提供了

规范、整洁的行业形象。在出租车行业发展的数十年

切实的便利。但快速发展的背后，也往往隐含着根基

来，相关的制度管理也已趋于完善，为人们的生活提

不稳健、相关政策制度的不完善等一系列严峻问题，

供了很大的便捷。
但近年来，
出租车行业乱象频发，
「黑

在平台建设、用户规模逐渐稳定的情况下，就必须开

车」
、拒载、乱收费等现象死灰复燃，这无疑表明出

始重视社会对平台安全问题的看法，填补监管漏洞，

租车行业的管理依旧存在着不完善之处。
出租车也并

整治平台乱象，以促进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

不像乘客想象的那么安全。
管理制度存在不足

在平台的运营初期，
以滴滴出行为代表的网约车

目前，我国出租车行业主要存承

平台曾积累了诸多问题。根据调查问卷内容，在对网

包、挂靠、个体、公车公营四种管理模式。承包经营

约车存在的安全隐患的调查中，
多数人对于司机的素

主要是由出租车公司统一运营维护，
出租司机从公司

质问题提出质疑，
半数人对司机的驾驶技术持怀疑态

处承包车辆自主经营，并向公司缴纳承包费。这种经

度。其次，对于平台监管政策也存在一定不信任。

营方式容易导致公司对经营权的垄断，
不利于直接管
理。出租车企业凭借稀缺的特许经营权，常常向名下
司机收取巨额的管理费用。在出行淡季，出租车司机
常常面临未揽到乘客提供收入，
反而要缴纳高额租金
的现象。收支的不平衡容易激起司机心中的不满，也
为部分出租车司机服务态度差埋下了种子；也容易导
致司机选择提高收费标准或额外收费，
以弥补自身损
失。而出租车管理部门为了缓和司机情绪，只能选择
采用放松管控的管理模式，面对消费者的投诉，多半
图 3: 网约车可能存在的风险

不予理睬，或采取模糊态度对待，进而导致出租车行
业备受诟病。
存在职业缺口

平台司机良莠不齐

用户对司机的综合素质的质疑

随着进入网络时代，网约车的异军突

严重影响着对平台的信任。
网约车平台最初为了自身

起也对出租车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一方面网约车

的快速发展，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必须解决平台司

较之出租车揽客更为稳定，
一方面基于平台初期补贴

机基数问题，
一方面通过高额的打车补贴吸引司机加

政策丰厚，网约车司机收入往往远高于出租车司机。

入，另一方面则容易降低对于司机群体的考核标准，

在国家对出租车的严格管制下出租车行业司机数量

以容纳更大群体加入平台。同时，网上注册的方式本

本就难以满足需求，部分原来的出租车司机又选择

身具有局限性，
对于注册司机的限制只能参考已有的

转职成为网约车司机，
导致出租车行业缺口进一步增

证件是否完善、驾龄是否满足三年，而关于私家车行

大，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市出租汽车协会

程、车况的实时考察就难以切实执行。目前，滴滴司

曾提出：
「出租车行业乱象重要根源在于司机收入太

机数量已经超过 1500 万，巨大的基数加上不够严苛

低，2014 年一名司机月收入有 6000-7000 元，如今降

的注册司机要求，导致滴滴司机群体良莠不齐，阻碍

到只有 5000 元。收入降低导致全市 2.2 万辆出租车

平台的规范发展。

配备的正规司机不足，至少有 1 万名司机的缺口，全

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市有 5000 辆出租车长期只有一名司机开。」这其中

难以保障，也是网约车平台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网

或许存在部分虚假信息，
但足见出租车行业已经存在

约车作为新兴事物，没有完善的法令条例与之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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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条件现状

政府对于网约车平台缺乏实时监督。而在行车过程
中，乘客实际处于与司机独处的封闭环境，在车辆的

最高法数据显示，在 2017 年，全国各级人民法

狭小空间下，难免会产生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在车窗

院一审结案的刑事案件中，
网约车司机案件数量不足

关闭的条件下，
自身的呼叫也可能被嘈杂的道路噪音

20 件，而传统出租车司机犯罪高达 170 余件；据 2019
年 6 月 25 日滴滴公布第一期《安全透明度报告》显
示，19 年一季度滴滴平均每百万单刑事案件发生率
0.005，总体而言乘客安全可以得到保障 [2] 。且详细
数据表明，在公安机关立案的 10 起刑事案件中，司
机侵犯乘客 4 起；在公安机关受理调查的 111 起治
安案件中，司机侵犯乘客的案件 7 起，乘客侵犯司机
的案件则高达 92 起，相对弱势群体从乘客转变为网

淹没。且司机掌握着行驶方向的主动权，掌握着一定
的犯罪实施能力。同时，乘客打车常常因为在深夜其
他公共交通工具停止运营，或是目的地较为偏僻，城
市交通运输网难以覆盖，
这些时空条件更增加了用户
打车时的安全隐患。
当然政府也在积极立法应对可能产生的风险，
中
央层面 2016 年 7 月颁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各个城市相继出台的实施

约车司机。

细则，标志着平台正式被纳入监管的轨道上，变得合
法化。但初期效果显然并不理想。2018 年 1 月 25 日

由以上数据，在网约车行业制度逐步完善后，网

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2018 年十大消费侵权

约车对乘客提供的实际保障已经逼近甚至多数情况

事件」[1] ，滴滴顺风车因安全问题上榜。继 2018 年 5

下超过出租车，在司机专业度、车辆审核也已有相应

月份郑州空姐遇害后，当年 8 月，浙江乐清女孩赵某

的监督管理制度。

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两起命案相继发生，把滴滴出
行及旗下的顺风车业务推上风口浪尖，
其运营理念与
管理方式遭到舆论诟病。滴滴出行在其发展的 6 年
多时间里，一共收到过 2500 多份刑事案由裁决书。这
也暴露了滴滴平台在监管上的依旧不利。
反映在问卷
中对于无证司机接单和人车不匹配问题表示忧虑的
比例也有三分之一。

安全条件的动态变化
出租车安全保障主要依靠车内摄像头进行全程
录像，可以从出租车公司直接调取，但出于硬盘储存
内存限制，新视频会覆盖之前内容，导致实际记录信
息有限；车载 GPS 可以在压表后即时生成行车轨迹，
每一个乘客的路程起终点都会上传至交通委；城市的
路口都有电子感应识别技术，
一定程度上把握行车轨
迹；在驾驶舱与后座件有铁栏杆进行隔离，避免司机

图 4: 2019 年第一季度滴滴出行车内冲突数据
（数据来源：滴滴《安全透明度报告》）

与乘客发生肢体冲突。
网约车初始安全保障较为落后，但在 2018 年多

乘客对安全问题反馈

起网约车安全事件爆发后，
网约车安全被推向舆论的
风口浪尖，迫使各平台加大了对内部的整治力度。以

群众对于外部事物看法常受自身经历和价值观

滴滴出行为例，在 2018 年后，其在自身监督、用户

影响，做出自以为正确的判断，并倾向于选择性接受

安全保障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改变。滴滴出行在 APP

和强调能证实自身推断的信息 [3] 。大众往往认为滴

内部提供一键报警功能，
在简单的数步操作下便能迅

滴所代表的网约车行业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并容易将

速报警；同时平台对乘客与司机接触中的录音文件进

其原因归于在相关政策法规未能及时覆盖的情况下，

行采集加密，也会在全程提供用户的位置信息；一旦

相关企业出于追求利益的目的，
而对平台下司机的庇

发生安全事故，通过滴滴平台后台数据，可以获取司

护和不作为。在选择性接收到网约车负面新闻后，内

机完整的证件信息及采集的行程录像，
为案件提供线

心对网约车的不信任进一步加强，
从而更容易形成固

索。

化认识。根据调查问卷，在题干提及网约车安全事故
可见在乘客安全保障方面，
双方都已经有了较为

频发的情况下，
有三分之二乘客对是否继续使用网约

完整、合理的制度。

车持拒绝或迟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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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用户口碑
乘车服务满意度
出租车作为公共交通运输的老牌产业，
有着完善
的运营、管理制度，司机群体也有严格的上岗标准。
在不考虑黑车、无证驾驶现象下，可认为出租车司机
群体有较高的职业素质，并对城市路线、环境都相对
熟悉。但由于出租车行业整体规模有所下降，其现有
的出租车数量不足以满足居民的出行需求，
采用巡游
式的揽客方式更使得乘客打车成功率大大降低；打车
图 5: 在网约车事故频发下，是否会继续选择网约车

难的前提下，还往往出现司机因路途近等因素拒载、
打表额外收费的情况，
使群众对出租车的满意度大大

而传统出租车行业作为网约车的主要竞争者与

降低。

「前辈」，在居民的眼中属于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而网约车采用网上呼叫预约，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

的组成部分，是城市公共交通的补充，认为其完全处

展、智能手机普及的当下，允许用户随时发布需求、

于政府的监督下，
因而潜意识中更倾向于相信其安全

并将信息通过网络迅速准确地传递给平台司机，
极大

性，从而选择性忽略其负面新闻，形成了出租车一定

的提高了配对成功的概率，
有效的化解了传统出租车

更为安全的固化印象。尤其在网约车出现后，网约车

巡游式难以随时随地呼叫的不便，
为居民的生活提供

作为新生事物容易给人以行业规则不够成熟、
难以保

了便利，从而引起了人们的积极参与。顺应了时代趋

证安全的第一印象，
二者对比之下使人更容易形成对

势，可以在新时代中迅速发展，并占据了较大的出行

出租车的盲目信任。因而在出行方面，较之网约车，

市场。在用户评论整理中也可以发现，好评主要集中

乘客对乘坐出租车表现出更大的倾向。

在能在满足用户随时打车需求方面。同时，由于网约
车允许用户对乘坐体验进行打分评级，
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司机对乘客不良言行。
但出于与出租车公司相似
的局面，为了安慰名下的网约车司机，客服对于用户
反馈的态度有所差异，但已有好转。
就乘车体验而言，使用网约车在打车速度、打车
时空限制方面都具有优势，用户满意度更高，有更好
的口碑。

图 6: 出行更倾向于选择网约车或出租车

打车软件满意度
由于网约车需要通过手机软件进行打车，
用户对
软件的满意度也会影响网约车行业的口碑。
因市面上
打车软件大同小异，依旧以滴滴出行软件为主。通过
分析用户在应用市场下的评价。
在软件运行速度和运
行界面简介程度方面，用户评价较高。但对于个人信
息安全和支付安全存在不信任的情况，
部分用户提到
软件出现不明打车记录并要求付费。
对于反馈机制则
存在较大不满，用户认为客服对于问题反应不积极，

图 7: 新管理办法发布后，是否认为网约车提供与出
租车相同的保障

存在回避问题的现象。整体而言，滴滴打车在苹果应
用市场中综合打分为 4.1 分，排除受春节假期期间乘
车价格增长的负面影响。
可认为用户对软件整体较为

在安全形式发生改变后，
群众对于网约车安全保

满意。

障政策及安全现状的了解不够充分，
仍有四成群众对

行业口碑

网约车安全持有抵触情绪。
这不利于网约车行业的持
续健康发展，需要相关平台进一步推进内部建设，并

滴滴出行作为网约车平台的领军者，
用户对滴滴

对外做好宣传工作，及时通知安全新举措，以营造健

的看法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对网约车行业的态度。因

康的企业形象。

此，
我们选择通过收集滴滴出行微博公众号下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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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并进行分类，以获取用户对滴滴平台的情感倾向。目
前正处于春节假期，同时受肺炎影响，打车环境有所

2016 年 8 月 26 日，交通部颁布了《交通运输部

变化，容易对舆论产生其他影响，为了尽可能减少相

关于修改〈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的决

关影响，我们选择了滴滴出行微博 1 月 3 号的一条

定》修正。修订后的《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

动态，动态内容关于「滴滴出行」内部审查计划。该

规定》对适用范围进行了明确，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

动态下评论总数为 412，按热度排名后，对于前 100

资格包括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和网络预约

条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如下：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等，
并结合网约车新业态的
特点，对驾驶员条件、考试内容、证件类别、注册管
理、
继续教育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相应适应性调
整。根据修订后的《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
定》
，申请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应
当满足以下条件：

• 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 3 年以
上驾驶经历；

影响了用户对于滴滴出行的信任，
虽然经过制度的不

• 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
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 3 个记分
周期内没有记满 12 分记录；
• 无暴力犯罪记录；
• 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断完善，安全措施的升级使总体声誉有所好转，但仍

从以上条例看出，作为出租汽车驾驶员，无论是

不能彻底改变其在用户心中的负面形象。而同时，滴

从事巡游还是网络预约服务，
在申请条件上并无太大

滴公众号对于指出的问题能做出回复，
说明其开始注

区别。

意利益相关者的感受。通过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申请出租车司机具体流程

把握企业「让出行更美好」的发展战略，从而可以有

机，需要的证件有驾驶证，客运从业资格证，内部上

效控制消除可能产生的声誉危机，
逐步挽回用户的口

岗证。驾驶证无需多说，至于客运从业资格证，申请

碑 [4] 。

人首先要满足《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

2.3 司机车辆审核

中的四项条件，
然后就是在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培训处

图 8: 滴滴出行微博评论区留言分类
从统计结果观察，
多数用户对平台审查举动持不
看好态度，从中可见，前期滴滴平台的监管不利严重

参加学习培训并考试合格，
由培训学校统一到办证窗

司机审核
国家政策

申请成为一名出租车司

口办理《从业资格证》后，发放给申办人。至于当地
随着国家对出租车行业尤其是网约车方

出租车公司的内部上岗证，有些公司要求，有些不要

面的关注度越来越大，
国家交通部正在建立网约车行

求。

业正规的运营体系。其中于 2016 年 7 月 27 日，交通

申请成为网约车司机具体流程

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市场监管

申请成为一名网约

车司机，需要的证件有《网约车经营许可证》
《网约车

总局、国家网信办共同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网

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网约车车辆运输证》
。
《网约车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进而确立

经营许可证》是网约车平台需要提供的证件，司机只

了网约车的合法地位。2019 年 12 月 28 日，六部门

要注册正规平台即可，《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颁布了修改后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这个资格证是需要到平台指定的机构考试通过才能

暂行办法》
。其中第十四条是针对从事网约车服务的

取得的证书，
《网约车车辆运输证》这个是需要到当

驾驶员的规定：

地运输管理部门申请才能办理取得的，
而且只能在平

• 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 3 年以

台预约。

上驾驶经历；

司机审核对比

• 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
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 3 个记分
周期内没有记满 12 分记录；
• 无暴力犯罪记录；

总的来说，关于司机审核方面，在国

家出台新政策后，
出租车司机的审核与网约车司机的
审核力度相差无几。
有些网约车平台比如滴滴为了走
上正规化的道路推行出三证合一的制度，
要求网约车
司机必须三证上路，
这就意味着网约车司机会丧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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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许多兼职的司机也得每天处在一个运营状态，因

术检验和环保检验，自注册登记之日起，5 年内每年

此许多司机并不买账，拥有三证的司机少之又少，而

检验 1 次，超过 5 年的，每 6 个月检验 1 次。网约车

那些证件不齐全的司机依旧上路接单。
但是证件不齐

车辆投保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等相关保险时，适用

全就上路接单属于非法运营，
一旦被发现就面临巨额

于营运客车类保险费率。

罚款。滴滴为留住司机，承诺愿意报销罚款，这样一

车辆审核对比

来网约车平台的发展就陷入了恶性循环。

体现出其出租汽车的性质，
这点与传统的巡游出租车

网约车的性质是「预约出租客运」，

现在的出租车市场中，充斥着传统出租车，网约

并无区别，在年检标准和保险情况上，两者的审核标

车还有黑车。在网约车面世之前，为什么很多司机愿

准都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便是网约车要求计税价格

意跑黑车而不愿加入正规的出租车，
是因为黑车司机

不低于 10 万元，因此网约车较于巡游出租车更加高

可以自己管理时间，不受出租车公司的限制，相当于

端。
这一点就意味着网约车起码在物质层面会为乘客

兼职司机。在网约车面世之后，许多兼职司机似乎找

带来更好的体验。
乘客普遍的观点都是网约车的车辆

到了合法化的道路，从而纷纷加入网约车，然而目前

显然是更高端的，在经济允许的条件下，乘客普遍更

网约车发展陷入困境，
平台资金周转艰涩而不得不提

愿意乘坐网约车。

高对网约车司机的抽成，
再加上网约车合法化道路上
与司机的种种不兼容，导致网约车风评再度被害，不

2.4 收费

仅群众对司机审核制度充满质疑，
司机也对所谓三证

出租车收费标准

上路的合法化道路存在抵触，
网约车行业的发展仍充

出租车收费属于阶梯收费，首先是公里起步价，

满未知数。

然后超过某公里数进行公里收费，
再达到一定行驶里

就乘客角度而言，在我们调查问卷的收集结果

程后，公里收费会再次提高。拿北京举例，如表 2 所

中，仅有 57.14％的乘客认为网约车新办法实施后，网

示。

约车的保障与出租车一致。从这里显示出，群众对于

表 2: 北京出租车费用标准

网约车行业新政策的不了解，
而且自从网约车几例司
机恶性杀人案件发生后，
群众对网约车行业的好感度
大大下降，
部分人先入为主的观念都是网约车安全漏
白天

洞极大，司机审核问题严重，上路风险高。

5:00-22:59
夜间

车辆审核
出租车审核

23:00-4:59

超过（含）三公里
至十五公里以内

超过（含）十五公
里以外的公里数

10 元

2 元/公里

3 元/公里

11 元

2 元/公里

3.4 元/公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营运载客汽车 5 年以内每年检验 1 次；
超过 5 年的，每 6 个月检验 1 次，出租车年检内容

网约车收费标准
据文献显示，优步、滴滴快车、神州专车等网约

包括：车容车貌、车辆设施设备、营运规范等。
网约车审核

三公里以内

车都采用「动态调价机制」
。所谓的动态调价机制，是

无论是用私家车还是用平台提供的车

根据天气情况，道路情况，地区供求关系等对打车价

辆注册，网约车车辆的审核需满足以下条件：

格进行调整的一个机制。
以部分网约车平台收费标准

• 具有本市号牌，使用性质登记为「预约出租客

为例，如表 3 所示。

运」
。

据了解，优步、滴滴快车的溢价都是以 1 倍为基

• 7 座及以下乘用车，车辆已使用年限不超过 4

数，也是最低价格，而神州专车的溢价最低是日常费

年。

• 燃油、燃气车辆轴距不小于 2650 毫米，计税价
格不低于 10 万元，
车辆计税价格在 15 万元以上
的不受限。新能源车辆轴距不小于 2600 毫米。
• 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
应急报警装置。

率的 0.8 倍。在非早晚高峰期，0.8 倍至 1.0 倍的动态
定价是神州专车的主流定价标准。如果运力充足，且
路线热门，乘客有可能在神州专车打到「打折专车」
。
对于最高溢价，神州专车称目前最高为 1.6 倍；
滴滴北京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最高不会超过 4.1 倍」
；
优步方面并未给出最高倍数，
但从乘客反映的情况来

• 车辆技术性能符合环保和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
求。需要提醒的是，网约车行驶里程达到 60 万

看，不会低于 4.2 倍。当然，最高倍数一般仅出现在
极端恶劣天气、重大集会等特殊情况，一般的早晚高

公里会强制报废。

峰或位置较偏僻时，滴滴和优步的溢价均在 2 倍左
右，神州为 1 倍多。

至于年检标准和保险情况，
网约车车辆的安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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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部分网约车平台收费标准

3 结论

网约车平台

收费标准

溢价标准

滴滴

1.8 元/ 公里
+0.5 元/ 分钟

以 1.0 为基数；
最高不会超过 4.1 倍；
一般的早晚高峰或
位置较偏僻时，两倍左右

3.1 总结

1.5 元/公里
+0.25 元/分钟

都是提供服务与满足需求（对一种实时响应，客户自

人民优步

以 1.0 为基数；
最高不会超过 4.2 倍；
一般的早晚高峰或
位置较偏僻时，两倍左右

神州专车

起租价 15 元（含
20 分钟 8 公里）
+ 超过部分 4.3 元
/公里
+0.5 元/分钟

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
网约出租车与巡游出租车
主，快速便捷出行的需求）
，并且都是城市综合交通服
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巡游出租车作为传统行业，

一般而言，0.8-1.0 倍的
动态溢价；最高溢价 1.6 倍；
一般的早晚高峰或
位置较偏僻时，一倍多

市场根基稳定，有充分的运营经验，并且在政府与社
会各界的长期努力下积累了较为良好的口碑。
从规模
上来看，
虽然网约车对巡游出租车行业造成了一定的
冲击，巡游出租车依然保持稳健。而网约车作为新兴

收费对比

产业，在经历了短期内爆发式增长，恶性安全事件风

以北京地区的滴滴快车与出租车收费为例，
在不

波后的整改，以及不断完善的管理体系改革后，行业

考虑溢价并且认为网约车三分钟一公里的情况下，
滴

结构得到调整，目前已经进入了平稳运行期。总体上

滴与出租车的收费如图 10。

我国已经形成了网约车与出租车并驾齐驱的局面。
通过对二者多个方面的对比，我们发现：

从图中可见，在多数情况下，滴滴收费远高于出
租车收费。再加上有溢价、堵车的情况，可以说，目

安全方面

经过各平台一段时期的整改，
在网约车行

前网约车收费是普遍高于出租车的。

业制度逐步完善后，
网约车对乘客提供的实际保障已
经逼近甚至多数情况下超过出租车，在司机专业度、
车辆审核方面也已有相应的监督管理制度。
另外数据
显示，网约车行业刑事犯罪发生率也远低于出租车，
出租车并不像乘客想象的那么安全。
行业口碑方面

虽然网约车有效的化解了传统出租

车巡游式难以随时随地呼叫的不便，
为居民的生活提
供了便利；然而前期平台的监管不利严重影响了用户
对于行业的信任，虽然经过制度的不断完善，安全措
施的升级使总体声誉有所好转，
但仍不能彻底改变其
在用户心中的形象。用户对司机的综合素质的质疑，
平台资金周转艰涩而不得不提高对网约车司机的抽

图 9: 出租车与网约车的乘车价格对比

成，再加上有时过于高的溢价，还有网约车合法化道
在网约车刚刚面世的时候，
网约车的收费是要低

路上与司机的种种不兼容，
导致对网约车的评价更趋

于出租车的，
那时候的低价政策帮助网约车在市场站

负面。在大众眼中，滴滴所代表的网约车行业存在着

稳脚跟，在网约车涨价以后，乘客的意见明显增多。

巨大的风险，
并容易将其原因归于在相关政策法规未

而网约车平台推出动态调价机制是为了更好地结合

能及时覆盖的情况下，
相关企业出于追求利益而对平

供求关系，让愿意多出钱的人更早地坐上车，同时也

台下司机的庇护和不作为，
进而加大对网约车平台的

为了调动司机的积极性，让司机愿意去冷门的地区

不信任。
而传统出租车行业作为网约车的主要竞争者

接客，但是有时过于高的溢价也为网约车平台积累

与「前辈」
，在居民的眼中是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了不少的差评。从大多数乘客的角度而言，在恶劣天

的组成部分，是城市公共交通的补充，认为其完全处

气情况下，传统出租车本就一车难求，半小时等不来

于政府的监督下，
因而潜意识中更倾向于相信其安全

一辆空车是常有的事，因此网约车无疑是救命稻草，

性。相较而言，网约车作为企业经营则不利于获取用

尽管溢价制度会导致网约车收费高得离谱，
乘客也不

户的信任。

得不乘，
这一方面也导致部分乘客抱怨网约车的收费

在市场准入方面

制度。有趣的是，普遍群众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乘坐

后，
出租车司机的审核与网约车司机的审核力度相差

网约车，
还依然存在网约车仍旧要比出租车优惠的误

无几，而关于车辆审核，网约车较于巡游出租车更加

区。

高端。
这一点就意味着网约车起码在物质层面会为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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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带来更好的体验。

品功能丰富也需要一定时间。
而三四线城市在出行消

收费方面

费升级趋势下，需求量较充足，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

网约车收费普遍高于出租车。但普遍群众

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乘坐网约车，
导致存在认为网约

因此未来各平台应当扩大在三四线城市的发展。

车仍旧要比出租车优惠的误区，实则不然。

再次，个性服务需求升温。大众化服务只是市场

长远来看，在网约车的推动下，传统巡游出租车

成长初始阶段，个性化高质量服务才是行业发展趋

行业正加速变革，
网约车与巡游出租车的融合正在加

势。各网约车企业应努力提供更高质量服务设备，人

速，成为新型的出租车形态。未来出租车市场将进一

才储备和更专业的经营管理，使个性服务成为可能。

步破除以牌照为核心的监管模式，
网约车平台公司将

最后，多维度二次开发将成大趋势。网约车用户

取代政府履行部分监管职能，
政府与平台的合作治理

已养成使用习惯，
企业应当通过跨界资源整合和多元

正在形成。
而出租车行业整体将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

业务拓展对用户资源进行多维度二次开发。
例如在资

速度，行业发展仍将在政府的管制下稳步推进。

源整合方面，
网约车平台接入铁路订票系统，
打造「一

3.2 对当前问题的建议

站式」出行服务模式；网约车企业与旅行、招聘等企
业合作，分享客户资源进行跨界营销推广等。

公众舆论困扰网约车口碑
在整理网约车与出租车平台法律法规的过程中，

出租车
首先，未来出租车数量增长速度有可能会加大。

我们很直观的感受到，
网约车平台近年来对于司机及
其车辆的管控愈发严格。但是，来自网络与我们的问

近年来，各地城市拥堵日益严峻，目前出租车数量增

卷的数据显示，
网约车遭受的负面舆论却没有显著下

长缓慢，难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公交

降，群众对于网约车安全的担忧程度依旧较高。网约

优先已成为各城市的投资策略，
作为准公交的出租车

车尚未摆脱消极舆论的漩涡。

也将从中受益。因此，出租车行业发展前景趋于乐观。

网约车要想触底反弹，
首先是维护网约车市场秩

其次，
共享经济为城市出租车行业的发展提供了

序，塑造合法合规的网约车形象，建设健康向上的企

新的机遇。通过行业不同层次的共享，可以产生巨大

业形象。在建立起过硬的行业标准的同时，网约车平

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使行业共享经济得以健康

台也应当从大众媒体上宣传自己的安全制度，树立

发展，需要政府和社会各部门积极参与和配合。如加

先进的安全典型，
让群众了解到网约车平台做出的改

快传统出租车改革，通过采取运营规模动态调控、出

变，从而改变群众对网约车的负面印象。

租车经营权期限制和无偿使用、
降低出租车租赁承包
费等。

出租车平台亟待跟上时代步伐
目前的问题有：
出租汽车司机的相对收入水平下

参考文献

降，职业的荣誉感、获得感有所减退以及司机的劳动
[1] 陈 合 群.

时间和强度由此增加导致从业者规模萎缩。
同时随着

2018

年 十 大 消 费 侵 权 事 件： 滴 滴

[N/OL].

新浪财经.

网约车，顺风车等新业务模式进入市场，行业的竞争

顺风车因安全问题上榜

加剧。出租车急需革新，跟上时代步伐，才不至于被

https://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

排挤、边缘化，退出历史舞台。

2019-01-25/doc-ihqfskcp0359079.shtml

[2] 2019 年滴滴公布第一季度《车内冲突安全透明度报
告》[N/OL]. 中研网. http://www.chinairn.com/

因此我们小组提出的建议有：
一是实行由政府引
导的企业规模化改建，提高服务的质量，以公司的角

hyzx/20190628/172046751.shtml

度为司机提供更多的服务和良好的从业环境。二是
成立代表司机利益的行业协会，
与政府和企业进行沟
通，协调处理司机问题。三是满足乘客个性化需求。

3.3 前景分析与建议

[3] 闵俊燕. 传统出租车与经济型网约车成本效益与满意
度分析研究 [C].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7.
[4] 陆一佳. 网约车平台声誉风险浅析 [J]. 合作经济与科
技,2020,No.624,146-147.

网约车
首先，服务质量将成为行业新的驱动力。目前，

作者信息

网约车行业已过高速增长阶段，
未来平台之间的竞争

曹春朴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电气钱 81 班学生。

将步入拼服务时期。
各网约车平台需在原有基础上强

卢元博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电气钱 81 班学生。

化服务质量，以优质的服务保证用户数稳定增长。

李儒欢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电气钱 81 班学生。
魏泽霖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能动钱 A81 班学生。

其次，三四线城市存在较大发展空间。网约车在
发达地区的用户增量难有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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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垃圾分类制度经验及其对中国城市的启示
蔡昱川，何家兴，龚彦豪，任景浩
摘要
处理城市垃圾已经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虽然我国已经设立上海等大城市为试点城市，
但「后」垃圾分类阶段仍存在不少问题，仍需改革和完善。日本，瑞士和新加坡开展垃圾分类的时间
较早，垃圾回收处理体系较成熟，有很高参考价值。文章以垃圾回收处理体系的三个关键步骤——源
头垃圾减量，垃圾回收分类以及垃圾末端处理——为研究对象，对这三个国家的垃圾回收处理体系进
行研究与分析，分别提炼出各国在这三个步骤中最为精髓和独特的制度和方法。然后，再用横向视角
对三个国家的垃圾回收制度和处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其优缺点以及适用条件。最后在此基础上，依
照我国现状，对我国现有的垃圾回收处理体系进行建议和完善，同时对我国垃圾处理体系的三个步骤
分别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具体改革方法。
关键词：比较研究 回收分类 垃圾处理 经验借鉴

为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2017 年 3 月，国务

1 引言

院办公厅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提出
「部分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标志着

在全世界的工业化和科技都在大踏步前进时，
人

中国生活垃圾分类正式进入到「强制分类」时代。在

们的生活也日新月异。
但不可忽略的是工业和人类生

实践中，上海、北京等城市开始在公共机构和企事业

活所产生的大量垃圾正在以几乎肉眼可见的可怕速

单位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试点 (2) 。2020 年 1 月 1

度吞噬着人类的领土，危害着人们的健康。
「垃圾围

日，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公布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城」的问题同样困扰了我国许久。长期以来，
我国各大

条例》实施半年以来的垃圾分类执法工作进展情况。

城市都是采用混合制的垃圾收集模式，
大部分生活垃

截至 2019 年 11 月，上海市日均可回收物回收量较

圾未经分类就被直接丢弃，
这不仅增加了垃圾无害化

状态，造成大量有用资源的浪费。长期混合投放的丢

2018 年 12 月增长 3.7 倍，湿垃圾分出量增长 1 倍，
干垃圾处置量减少 38%，有害垃圾分出量同步增长
13 倍多。此外，全市范围内，以居民主动参与为主
要评价标准的居住区垃圾分类达标率由 2018 年年底
的 15% 提升至 90%。2019 年 11 月 14 日，上海《关

弃方式下，居民尚未建立垃圾分类投放的意识，也未

于推进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管理情况的报告》公布「整

养成「拾起垃圾，分好垃圾」的习惯。因为我国的环

体分类成效好于预期」。

的处理难度，也造成了多数有用资源的损失。大量拾
荒者受垃圾回收本身的经济利益驱动而开展「拾荒」
，
导致生活垃圾收集处于选择性和随意性的无序回收

境工作都是由政府主导，
所以绝大部分居民仍认为垃
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置都只是政府的职责。此外，

但在上海的「后」垃圾分类阶段，依然有许多问

分类投放在实际操作中的客观不便，
也导致公众参与

题亟待解决。
一是垃圾分类在不同领域推进程度参差

分类的积极性和动力不足。作为生活垃圾生产者，仍

不齐。目前全市垃圾分类的总体状况可以归纳为「社

有少数居民对于公共物品的垃圾分类存在「搭便车」

区强于楼宇，外企强于国企」(3) 。二是居民主观意愿

的侥幸心理，过分依赖政府而不约束自己的行为；同

高，但实际参与率低，垃圾分类习惯有待提升。上海居

时也有部分居民虽然也意识到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民分类意愿高、具备一定分类能力，推进居民垃圾分

但不够充分的垃圾分类知识和习惯作用使得人们仍

类有良好基础。在分类意愿方面，91% 的受访者表示

然摆脱不了原来垃圾混合投放的习惯

(1)

愿意参与垃圾分类。在分类能力方面，78% 的受访居

。

(1) 孔竞:《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历程中的问题及其治理之道》
，载《辽宁经济》，2020（01）
。
(2) 范文宇,

薛立强:《历次生活垃圾分类为何收效甚微——兼论强制分类时代下的制度构建》，载《探索与争鸣》，2019（08）。

(3) 张军，范传伟，卫华：
《上海生活垃圾全域分析及资源化体系建设调研报告》，载《党政论坛》，2019（03）
。
(4) 罗楠：
《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探索》，载《城乡建设》，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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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生活垃圾的分类运输和末端处理仍存问题。尽

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其中
Reduce 代表：只购买需要的东西，不残留食物，自备
购物袋，物品相同时购买简易包装的商品；Reuse 代

管全市已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运，
在实践中仍有部分

表：洗发水，
护发素和洗涤剂选用可替换装的商品，
集

小区存在「混装混运」
，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居民垃圾分

会活动时用可重复使用餐具代替纸碟等，
不需要的衣

类的积极性。目前上海市干垃圾末端处理量达到 2.14

物等请转送给需要的人或送至区内回收据点；Recy-

万吨/日，
湿垃圾分类处理量达到 0.34 万吨/日，
而全市

cle 代表：遵守规定，将资源和垃圾正确分类，残留污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设计能力约为 1.11 万吨/日，实

渍的塑料容器等用旧布或用水除去污渍，
除去污渍后

际处理量已远超设计处置能力，
许多垃圾处理设施已

在资源塑料制品收集日丢弃以及积极使用再生品 (6)

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 (5) 。

。
「3R」理念帮助人们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有助

民在垃圾分类测试中及格；但分类知识的准确性有待
提高，仅有 3.1% 的受访者在分类测试中取得满分 (4)

因此，
我们仍需对目前的垃圾分类体系进行改革

于社区借此展开一些环保活动。例如，东京港区设定

与完善。在 2018 年的人口调查报告中，我国人口最

了每月的 30 号为「冰箱清理日」
，
每月的 10 号为「减少

密集也是垃圾问题最为严重的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密

浪费烹饪日」
，还制定了光盘合作店铺注册制度（粘贴

度超过了 400 人口/平方公里，与全球排名第 25 位的

有关光盘的海报，吃完所有菜肴时赠送打折优惠券）
。
养成良好习惯需从小做起。
日本儿童从小就受到

日本很接近。另一方面，我国人均日垃圾产生量低水
平已接近发达国家。
因此向部分同样有着高人口密度

正确分类垃圾的教育，如果不按规定整理分类垃圾，

情况的垃圾治理强国学习是个明智之举。而新加坡、

不仅会受到政府人员的劝说，还会受到舆论压力。而

日本和瑞士三国在垃圾治理方面较为成熟，
践行时间

且日本人民对垃圾分类处理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从

也较长，具有较完善的垃圾处理体系。因此我们选择

来不是简单的将对应种类的垃圾扔到对应的回收处

了这三个国家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对他们的垃圾处

就行了。他们需要将废纸和废报纸捆成整齐的一堆，

理体系进行剖析和研究。

将含水的垃圾先挤干水分，
锋利的垃圾要用纸或布包
住，用完的喷雾罐则需要扎一个孔以防爆炸。

2 日本、新加坡和瑞士的垃圾

此外，
日本采用的「随袋征收」的垃圾收费制度在
减量化上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丢垃圾者付费」

分类处理体系

的理念在很早以前就在日本贯彻。东京的《污物扫除
法》从 1930 就开始要求垃圾排量较多的单位（如工

2.1 各国的垃圾减量减产方法

厂学校等）要付垃圾费。1935 年后东京的一般家庭

日本：3R 理念及「随袋征收」制度

垃圾也被要求收费。而在 1989 年后日本全国都开始
进行垃圾普遍收费。有数据表明，在该制度实行的那

日本作为曾经的位居世界前列的塑料生产大国，
一直被废弃塑料造成的「白色污染」所困扰，但如今

一年起，全市一整年的生活垃圾总量下降了 3000 吨，

垃圾治理局面的大为改善。这种现象必然与「3R」理

第二年也下降了 2000 吨。此后，全市垃圾总量都有稳

念的提倡密切有关。「3R」理念指的是减量化（Re-

步的下降。从下表日本的人均垃圾产量就可见一斑。

表 1: 2009-2017 年日本人均垃圾产量数据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人均日生产量（kg)

0.994

0.976

0.976

0.964

0.958

0.947

0.939

0.925

0.920

新加坡：SPA 协议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坡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工商业组织联合发起「自愿包
装协议」（SPA：The Singapore Packaging Agree-

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只有 713 平方公里，人口却
高达五百多万人的「小国」
，新加坡对于环保以及垃

ment），包装垃圾大约占到了新加坡生活垃圾总重
的 1/3，协议的目的就是通过重新设计包装和再循环

圾分类的需求也非常迫切。
新加坡垃圾总量减量化的

更多包装垃圾，从源头减少产品包装所造成的垃圾。

重要方法就是国家与工商业合作。在 2007 年，新加
(5) 张军，范传伟，卫华：
《上海生活垃圾全域分析及资源化体系建设调研报告》，载《党政论坛》，2019（03）
。
(6) 港区环境回收支援部,

港区回收再利用清扫事务所：《资源与垃圾分类指南》。

(7) 《源头治理与回收利用并举》
，载《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27)，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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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协议，签署协议的产品制作商，零售商，批发

2.2 各国的垃圾回收和分类制度

商等要自发制定减少包装数量的标准 (7)

日本：「沼津」模式

。据统计，截

至 2017 年，全国共减少包装垃圾 39000 吨，节约了

日本垃圾分类的「沼津模式」源自公私合作的规

9300 万新元（约 3.7 亿元人民币）的支出 (8) 。

制转型理念，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激励和民众参与

虽然新加坡的建筑垃圾总量位于新加坡垃圾总

的垃圾分类多元主体协作模式。
在强制性规定——
「规

量第一名，但它的回收率却高达惊人的 99%，在这

定的时间将规定的物品投放到规定的容器」的同时，

之中 2005 年推出的 Green Mark 绿色建筑评价标

在居民投放垃圾环节，为保证居民能够正确、细致地

准功不可没。环境友好，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通过

做好，当地居民自治会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居民

法律形式被要求贯彻到整个建筑的搭建周期中。考

自治会成员主动担任垃圾分类督导员，
在垃圾投放处

核的具体标准有该建筑物的资源损耗量、环保程度、
创新方面和室内环境质量等几个方面。颇负盛名的

进行督导，指导居民正确投放。对于未按分类规则正
确投放的垃圾，工作人员则不予回收，并在垃圾袋上

「Parkroyal on Pickering」皇家公园酒店就是满足此

贴上便利贴，告知垃圾主人将垃圾取回。此外，每个

项评价标准的代表性建筑。
该酒店的建造采用的是可

社区特别安排场地，
进行每月一次的资源垃圾和填埋

回收再生的建筑材料，还采用了太阳能系统，可以通

垃圾回收，志愿者会帮助居民进行分类，宣传垃圾分

过收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支持酒店的电力使用。

类的详细规则和方法 (10) 。长此以往，一种优秀的垃

瑞士：分类收费制度

圾分类文化便在沼津地区流传：公民不仅自己会将垃
圾分类做好还会主动引导新进社区的新人进行正确

建立在严密的垃圾分类的基础上的瑞士分类收

的垃圾分类。在公众场合，往往还能看到一排分别写

费制度按垃圾的不同类别征收不同回收费用。
对于难

着纸杯，可燃物和塑料类的垃圾，每个垃圾桶上都有

以分离出来的混合材料和厨余垃圾的收费均较高，
而

日文，英文，中文和韩文的标注。

对于回收利用价值高的生活垃圾则收费较低。
分类收

在法律层面上，
日本 2000 年制定的《推进循环型

费制度可约束生活垃圾尤其是不可回收垃圾的产生

社会形成基本法》对社会各阶层在促进建设循环型

量，实现减量化效果 (9) 。这样不仅能更高效地督促

社会和资源回收利用上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明确划

人们准确的完成好垃圾分类，
培养人们的垃圾分类意

分。政府负责制定基本政策并负责组织实施，同时主

识，同时也便于下一步的回收处理，大大提高了垃圾

动公开相关信息，向企业提供技术援助和财政支持；

的回收利用率。与此同时，瑞士公民亲历了「垃圾围

相关企业承担对垃圾再生利用和处理的义务，
并可向

城」的困扰并亲自投入其中，这使得他们对垃圾分类

政府申请补贴资金、低息贷款、免税优惠等用于建设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见解。
所以许多公民不仅自觉地

再利用生产系统；民间团体根据具体政策和相关的法

把垃圾分类做好，
还作为志愿者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人

律法规进行垃圾回收；公众对自身产生的垃圾做好密

分类垃圾。
政府推出的垃圾管理新方案也得到了人们

封、分类、装袋、付费，并积极监督政府和企业的行

的支持和认同。在高支持率和高认同感下，瑞士政府

为。

许多步骤的推行都会变得轻而易举。在瑞士，垃圾被

日本主要将垃圾分为三类：一般垃圾，有害垃圾

分为 10 类：玻璃，纸，铁，铝，油，电池，家具，轮

和产业垃圾。生活垃圾属于一般垃圾，并且生活垃圾

胎，砖瓦和化学药品。下表列举了一些常见的垃圾的

包括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大型垃圾以及资源垃圾。

回收费用：

按照政府规定，不同种类的垃圾的收运时间，收运地

表 2: 瑞士生活垃圾分类收费标准
费用（瑞士法郎/人年）

材料
混合材料
纸张纸板
厨余垃圾
玻璃

PET
铝罐
镀锡铁皮
织物

130
18
13
5
3
0.7
0.5
——

点以及收运垃圾袋都不相同。在东京港区，塑料垃圾
和资源垃圾每周有一次进行回收，可燃垃圾一周两

资金来源

次，不可燃垃圾两周一次。面对一些可能出现的垃圾

垃圾袋（地区）
按户（地区）
按户（地区）
瓶子价格（联邦政府）
瓶子价格（私人）
罐类价格（私人）
罐类价格（私人）
（自费私人）

回收问题以及各种垃圾的分类和回收时间，
各社区都
很贴心地制作了一份指南并且相应的 app 在应用商
店中也能下载。基本上只要是生活中出现的常见垃
圾，上面都有对应的分类和处理方式。而在这份指南
中，我们还能看出各社区对垃圾的分类的细致。例如：

(8) 英震：
《城市垃圾管理模式比较研究——以香港和新加坡为例》，载《ECONOMIC

& TRADE UPDATE》。

(9) 吕君，翟晓颖：
《基于横向视角的垃圾回收处理体系的国际比较》，载《生态经济》，2015(12)。
(10) 邹雄,

许成阳：《日本“沼津模式”借鉴: 我国垃圾分类的实现路径》，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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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规定将可以去除污渍的塑料制品算作塑料垃圾，

——惰性物质填埋。在收集垃圾过程中先进行一次分

污渍无法去除的塑料制品则归为可燃垃圾。

类，
然后送到分拣工厂的垃圾再进行更细致的二次分

新加坡：垃圾回收全面私有化

类，最后被送到对应的加工处理工厂中。随着多次分
拣步骤的完善和细致，
回收产品的质量也得到了明显

新加坡的分类回收是由垃圾收集商和回收商完
成。从 2001 年起，
新加坡的垃圾回收开始全面私有化，
整个垃圾的回收过程被承包给私人公司进行运作，
而

的提升。玻璃的回收比例甚至高达 95%，铝罐达到
了 90%，塑料饮料瓶也有 75%。瑞士居民自觉地回
收放置废弃物，
大大降低了政府为垃圾的回收和分拣

产生垃圾的企业和居民需向垃圾收集公司定时提供

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相应的费用。
垃圾回收费用分为固定费用及定期核定
费用，普通居民缴纳每月约 6 新币的固定费用，且特

2.3 各国的垃圾处理技术与相关制度

殊人群可申请政府补贴，费用价格较低；工商业则缴

日本：先进焚烧技术

纳定期核定费，垃圾产生量每半年核定一次，实行阶

在 1955 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日本还是采取

梯收费制以鼓励垃圾减量。
企业与私人公司进行的垃

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厨余垃圾作为化肥，其余垃

圾收集过程与政府无关，
私人垃圾收集公司的收入或

圾直接填埋。
然而目前日本已是生活垃圾焚烧技术最

亏损完全由自己承担。
因此公司会想尽办法减少最终

先进，焚烧厂数量最多的国家。近年来，日本通过焚烧

流向垃圾处理终端的垃圾量以减少交付的垃圾处理

处理的垃圾量持续下降，资源化比率稳步提高，直接

费用，这大大刺激了新加坡垃圾回收的动力。在垃圾

填埋的垃圾量被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仅以 2016

回收与处理的流程中，
政府主要负责填埋场和垃圾焚

年为例，
全日本共产生生活垃圾 4.317×10 吨，
其中焚

化厂等垃圾处理的终端流程，
而焚化厂带来的发电收

烧处理占 80.3%，日均焚烧量 9.49×10 吨；资源化处

入也将作为政府的利润，
从而提高了新加坡政府参与

理占 18.7%，日均资源化量 2.21×10 吨；直接填埋占

垃圾处理的积极性。由此，新加坡的垃圾回收与处理

1%，日均填埋量 0.12×10 吨 (12) 。日本初期的焚烧技

不再是公益性事件 (11) 。

术发展也遇到了很多困难。由于日本是环海国家，生

从 2011 年到 2016 年的新加坡固体垃圾产生量

活垃圾往往含水量较高，焚烧总是不彻底不完全。日

及回收率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垃圾回收率能

本在大力发展本国的焚烧技术时吸取了国外先进的

稳定在 60% 左右，并且垃圾回收量在稳步提升。

技术和引进了相关装备设施，再结合本国技术基础，

表 3: 新加坡固体垃圾生产量及回收率统计表
年份

垃圾处理量

垃圾回收量

垃圾生产量

回收率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859500 吨
2933900 吨
3025600 吨
3043400 吨
3023800 吨
3045200 吨

4038800 吨
4335600 吨
4825900 吨
4471100 吨
4649700 吨
4769000 吨

6898300 吨
7269500 吨
7851500 吨
7514500 吨
7673500 吨
7814200 吨

59％
60％
61％
60％
61％
61％

最终融合发展出最适合日本的垃圾焚烧体系。
先进的
垃圾焚烧技术能有效处理生活垃圾的四分之三以上，
并能腾出大量土地空间，减少土地污染和水污染。此
外，垃圾焚烧形成的热量还可以供热和发电，进行二
次利用。由于焚烧技术的提升，日本焚烧体系拥有了
快速处理大量垃圾和产生较高价值的回收品的能力。

新加坡：电子垃圾回收计划
瑞士：两种垃圾回收方式及多次收拣

电子垃圾由于它的难自然降解性，
其回收一直是

在瑞士，垃圾回收主要有两种方式：定点回收和

令各国头疼的问题。可新加坡能够变废为宝，成为了

上门回收。普通生活垃圾，厨余垃圾以及可回收的旧

东南亚最大的电子垃圾回收市场。
新加坡电信和邮政

衣物都需要放进从超市买来的特定的垃圾袋后再丢

推出了名为「回收再利用（Recycle）
」的电子垃圾回

至特定回收处。旧家电和旧家具这类体积较大，回收

收计划：人们可以把废弃的手机，平板和充电器放在

价值也较高的物品则需要打电话给专门的垃圾收运

特定门店的回收桶中或者用免费的特殊信封装好寄

员预约上门收运的时间以及讨论收运的价格。

到特定地点，
然后会有有关人员进行拆解分类然后再

瑞士生活垃圾处理的另一主要特征是多次收拣，

进行粉碎处理，
送进高度自动化的流水作业线和规范

提高了垃圾的有效利用率。2001 年瑞士政府颁布的

安全的操作间，最终得到铁，铜，塑料甚至金银类贵

《禁止填埋法》规定了城市垃圾「倒金字塔」的处理

金属。新加坡国家环境局估计，新加坡每年需处理 6

模式：源头垃圾减量——分类收集——资源充分回收

万吨电子垃圾，相当于 220 架空客 A-380 型客机的重

(11) 杨光婷，张成霞：
《新加坡环境保护及垃圾处理成功经验对上海实施垃圾分类的启示》，载《绿色科技》，2019(22)。
(12) 钱程：
《日本优化生活垃圾分类体系的路径探索》，载《他山之石
(13) 《新加坡推出回收电子垃圾再利用专项计划》
，载《投资北京》,

32

Advice from Others》, 2019(5)。
2017(7)。

Journal of Zhufeng
量 (13) 。据新加坡希世环保公司董事克里斯特介绍，

产生过量的问题刻不容缓。
以上三个国家为了减少垃

电子垃圾中的一些贵金属含量甚至高于一些矿石，
希

圾产量，基本上都采取了垃圾收费的办法，但在实施

世环保一般能从每吨废弃电路板中提取到 150g 左右

形式上又有所不同。

的金

(14)

。

日本采取的是「随袋征收」的垃圾收费制度，通
过居民使用的垃圾袋数量来评估居民个人的垃圾产

瑞士：环保焚烧厂

量并依此收费。在新加坡，从 2001 年起，垃圾回收全

以 2004 年建成的图恩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它
位于风景如画的瑞士中部阿尔卑斯山脉下图恩湖旁，
与周围军事基地和居民区仅一墙之隔。
该厂拥有一条

而工厂与民众在固定时间向垃圾回收公司缴纳费用。
在瑞士，
居民则是根据垃圾的类别来缴纳不同金额的

日处理规模达 312 吨的焚烧处理线，年焚烧 10 万吨

费用，此外大件垃圾还需要预约专员上门回收。

垃圾，服务了周围 150 个社区 31.5 万居民并为图恩
提供了三分之一的电力。图恩焚烧厂几个技术特点：
垃圾热量高，监管力度严以及烟气排放少。图恩垃圾

为了减少垃圾的产量，
垃圾收费的制度必然需要
进行改革。
因为将垃圾与经济利益挂钩能够大大提高
人们的重视程度。根据《环保局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

焚烧厂烟气净化系统包含静电除尘器、SCR 脱硝系

费管理办法》
，城市居民户的生活垃圾处理费按物价

统、烟气余热利用装置、湿式除尘器以及带式除尘器
(15)

面私有化，整个垃圾分类的过程都由私营企业承担，

部门核定的每户每月 6.5 元的标准缴费。但是这样的

。该厂的烟气净化控制能够使得排放的烟气质量

水平明显高于欧盟标准及瑞士的烟气控制质量标准。
除此之外，图恩焚烧厂还是满足生态，经济和美学标

收费方式并没有对垃圾的减量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容
易被人们忽视。
因此我们提议：
在北京上海这类进行强制分类的

准的建筑，它的南面采用全玻璃设计，让路人游客对

试点城市采用「分类鼓励」制度。首先设立定时定点

厂内的高端处理技术一目了然。
所以有句话是这样形

收运垃圾的分类回收处，
要求居民将垃圾装袋后按规

容图恩焚烧厂的：
「透明」源于「自信」
，
「美丽」而

定分类放置，并派专人进行监督和检查，对错误分类

不「简单」。

行为进行教育和记录，
对恶意混装垃圾和随意乱扔行

3 国外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带给

为进行批评和罚款。最后，一个月都能正确分类的居

我国的启示

可形成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相补充的制度规则。
一方

民将得到补贴，抵免下个月的部分垃圾回收费。这样
面，正向的表扬激励居民主动的参与垃圾分类；另一

综合分析以上三个国家，
可以发现它们无一例外

方面，
负向的惩罚可以让人们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与义

地从垃圾的产生、回收以及处理这三个主要环节入

务。

手，通过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垃圾的产生、提高垃

适当提高基础的垃圾固定收费以增加居民对垃

圾的回收率和完善垃圾处理的技术方法。
所以在考虑

圾分类的重视，并为困难家庭提供特殊补贴。增长的

如何健全我国的垃圾分类制度时，
我们应该借鉴国外

垃圾回收费一来可以满足垃圾督察员的薪资需要，
二

先进经验并结合实际国情，有的放矢，找准这三个环

来可以提升社区的垃圾回收设施和卫生条件。此外，

节对症下药。

这还增加了一定的工作岗位，满足了一定的工作需

3.1 源头减量

求。

根据我国生态环境部每年发布的《全国大中城

3.2 提高我国的垃圾回收利用率

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从 2014 年到 2018

根据日本的「3R」环保理念，即减量化（Reduce）
、

年的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量逐年增加，见表 4。

再利用（Reuse）
、再循环（Recycle）, 一般来说，可以

表 4: 2014–2018 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量（万吨）

认为垃圾回收利用率 𝑃 等于再利用率 𝑅 加上再循环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率 𝑅 。用数学公式表示为：𝑃 = 𝑅 + 𝑅 。而再利用率

产量

16816.1

18564.0

18850.5

20194.4

21147.3

𝑅1 直接取决于居民的再利用意识 𝑠，即 𝑅 = 𝑠；再
循环率 𝑅 主要取决于居民的分类意识 𝑓，另外还有

可以看到在我国的城市垃圾总量如此庞大的情

回收点的数目与回收渠道 𝑛 垃圾车的运输效率 𝑙 以

况下，生活垃圾的产量仍然逐年增加，因此解决垃圾

及回收企业的处理效率 𝑑，即 𝑅 = 𝑓(𝑙 + 𝑑 + 𝑛)。综

(14) 《新加坡大力发展电子垃圾回收产业》
，载《企业技术开发：中旬刊》(7

期)。

(15) 北极星固废网：
《” 透明” 源于” 自信” ” 美丽” 而不” 简单” ——瑞士图恩垃圾焚烧厂》: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71208/

866487.shtml，2017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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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

封，将电子垃圾装入信封后寄至回收公司。同样，大
件垃圾由于回收不便，也需要派专人来取。

𝑃 = 𝑠 + 𝑓(𝑙 + 𝑑 + 𝑛)

形成政府主导和社会合作相结合的治理格局

许多

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都早已建立起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也就是说，垃圾回收利用率跟居民的再利用意识、分

的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机制。
从国内上海的例子我们也

类意识、回收点的数目与回收渠道、垃圾车的运输效

不难看出，只有城市政府重视，严格执行相关政策，

率和回收企业的处理效率有关。

垃圾分类进程的发展才会快，效果才能好。因此地方

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提高居民的分类意识和生活

政府作为人们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者，
有义务制定政

习惯；其次，应该增加回收点的数目和完善回收渠道，

策方针引导人们进行垃圾分类，
有能力分配财政资金

做到覆盖面积广、垃圾回收种类全；最后，需要回收

以帮助分类进程的有序进行。
接下来就需要公民担负

企业积极做好垃圾循环利用工作，提高技术水平、完

起自身肩负着的垃圾分类的责任与义务。
光靠强制性

善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小组成员提出了几

的法律和引导性的政策是不可能解决这一难题的，
还

条具体的建议：

需要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与自律。
推行社会各主体协同

制作指南，
网络宣传

在保留原有的线下宣传的同时，

我们应该重视起网络的强大影响力。利用「互联网 +」
技术，扩大垃圾分类在网上的宣传。形成线上的横向

参与，共同响应政府号召。在这样的治理格局下，垃
圾善治将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3.3 优化末端处理

展开与线上线下的纵向补充的宣传体系。
由试点城市
环保局制作专业的详细的垃圾分类指南，
并发放给各

目前对垃圾处理的办法主要有综合利用、堆肥、

社区，再由社区准确发放给每家每户，确保每家都有

焚烧和填埋四种。一般情况下，可回收垃圾通过综合

一份可以查阅的分类指南。
环保局在应用商店提供与

利用得到回收；厨房垃圾通过技术手段变成肥料；而

线下指南对应的 app。其中设有搜索功能，使居民可

其它大部分垃圾被送去焚烧和填埋。
焚烧垃圾具有节

以随时随地的通过查阅 app 来获取手中垃圾的准确

省用地、产生能源和减量明显的优点，但却受制于技

类别；还提供社区垃圾回收站的各类垃圾收运时间以

术要求高、成本高额和易产生污染；垃圾填埋工艺简

及自己垃圾分类的历史记录（与「分类激励」制度对

单、处理费用低且技术成熟，但是却占用较多土地，并

应）
；再设有垃圾分类问答挑战，看图分类等趣味性功

且填埋的垃圾没有进行无害化处理，容易留下隐患。

能，居民可以通过答题来赢得积分，一定的积分还可

在新加坡、日本和瑞士，焚烧和填埋两种方法都有采

以换取奖品，
居民还可以在社区排行榜中查看自己的

用，进行优势互补。

排名，每月各地区都会展开社区答题正确率的比较，

在我国，
目前垃圾填埋还是我国垃圾处理的主要

优胜的社区会得到环保局的表彰和垃圾回收费的减

方式，
但是其衍生的垃圾围城问题似乎为垃圾填埋按

免。此外，政府也该积极地推行线上讲座和文章推送，

下了暂停键。
垃圾焚烧逐渐取代传统的填埋成为无害

将垃圾分类的宣传落实到各年龄段。

化处理的主流。

利用「管理 + 技术」形成长效机制

引进智能垃圾

因此，
目前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提升垃圾焚烧的

箱，只有在规定时间内，居民才能通过刷卡来打开垃

技术，降低成本和焚烧产生的污染。这就需要政府出

圾箱。
防止有居民在无垃圾督察员监督的时段进行垃

台政策，鼓励相关企业进行改革与创新。其实目前我

圾的随意抛置，而又无法记录和查处的情况。此外，在

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技术装备已达到国际先

回收站多安置摄像头可起到有效的警示和督查作用。

进水平，烟气污染物自动监测技术已与国际接轨，但

在垃圾中转站的泊位中安装摄像头，
连接图像识别系

是各地的垃圾焚烧厂处理水平参差不齐，
数据弄虚作

统，通过计算机来分析判断垃圾车中的垃圾纯度，再

假、焚烧不透明不公开的现象比较严重。好在我国日

联系垃圾车的信息就能很容易的追查到相应社区。
通

前已经颁布了相应的措施。在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态

过该法可以大幅的减少垃圾「混装混运」的情况，并

环境部公布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

能通过调查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

应用管理规定》开始施行。而自动检测将大大降低数

电子垃圾和大件垃圾上门回收

电子垃圾其中含有

据造假的可能性，
并且私自干扰自动检测设备将会被

的重金属和贵金属是价值很高的回收物，却长期因

追究法律责任。这一法令的施行，不仅能够促进垃圾

为人们的随意丢弃和混杂而失去了回收利用的可能。

焚烧行业优胜劣汰，淘汰个别工艺水平落后的企业，

因此居民丢弃电子垃圾时，需要联系相关公司，预约

还能够促使相关技术的发展，
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

回收时间，
让专员上门来取或是在社区领取特殊的信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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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网.

垃圾分类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环境问题，
而是一个
综合治理的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所有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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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都去哪了
大学生时间管理对学习生活的影响

侯泽胤，李浩天
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不同时间管理方式与策略对大学生学习生活状况的影响，以问卷调查为基本调查方式，
从被调查者的个人信息、客观行为和主观态度三个维度出发，调查其日常生活安排、时间管理策略及
能力、学习成绩以及生活满意程度等方面内容。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普遍存在课余时间充足、课余
时间安排不合理、网络侵占大量时间、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时间较少等九个总特点；成绩较好的同学往
往善于制定、执行计划，并有更加规律的作息安排；生活幸福度较高者，往往更频繁地制定、更好地
执行计划，作息更规律且投入较多时间学习新知。结合以上结果，对当代大学生提出了若干时间管理
建议。

时间约为 170 天，闲暇时间几乎占到了全年天数的

1 研究背景与过程

48%(1) 。不同学生个体，在管理课余时间的方式上，
出现了许多分化。而不同的时间管理策略，对大学生

1.1 调查背景与目的

的学习、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19 年 10 月 14 日

时间是一种无形资源，具有不可伸缩性，不可逆

清华大学官方微博发布了清华大学一名同学的学习

转性以及不可代替性，但是可以对其进行有效的使

时间计划表：这名同学清晨 6 点起床，6 点 40 开始学

用与管理，以提升对其利用效率。当今社会竞争越来

习，一直满满当当安排到凌晨 1 点才睡觉。2018 年

越激烈，
信息时代的来临也使得人们的时间愈加碎片

网上也曾曝出过一份浙大学霸的作息时间表：这位同

化，能否有效合理的运用时间管理策略，对人生发展

学晚上 10 点钟睡觉，凌晨 3 点钟起床学习，时间安

的至关重要。

排表更是精确到了分钟。如此精心安排、争分夺秒的
时间管理策略给他们带来了精彩纷呈的履历。
与之相

步入大学以来，学生脱离了高中老师的管控，获

反，我们也时常听闻大学生沉迷游戏，不能合理利用

得了大量自主支配的时间。有研究显示：当代我国大

时间导致辍学的事件。

学生在校期间平均每年授课时间约为 190 天，闲暇
(1) 刘宏宇，毛晋平，陈君.

大学新生时间管理倾向与闲暇活动的关系研究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6):106-108.

35

Journal of Zhufeng
通过平时的观察了解，
可以发现很多同学对自己
的时间管理现状很不满意，
也缺乏足够的自制力去合
理利用课余时间，
甚至很多同学缺乏主动管理实时间
的意识。因此，为了让更多的大学生能够看到自己在
时间管理上策略上的缺陷，
也能借鉴擅长自我时间管
理的同学的经验，本组开展了本次调研。希望该研究
能帮助大学生增强对时间管理重要性的认识，
提高自
我时间管理能力，养成更加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为
迈入社会、成为真正优秀卓越的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图 2: 年级分类

1.2 调查方式与内容

2 数据分析

本次关于大学生时间管理的调研采取问卷调查
的方式。调查问卷一共向大学生提出了 31 个问题，分

2.1 大学生时间管理总特征分析

别从个人基本信息，
客观行为和主观态度三个层面进
行问题设计，涉及大学生日常生活安排，时间管理策
略及能力，学习成绩以及生活满意程度等方面内容。

大学生课余时间较为充足
课余时间体现着一个人可以自主安排管理的时
间，充足的课余时间是良好的时间管理的基础与前

1.3 调查对象及样本情况

提。当代大学生课余时间分布情况如图 3 所示。

本次调研采取网上派发问卷的方式。在 2020 年

1 月 14 日问卷发布后的 5 天内，共收集到 145 份调
查问卷，有效填写率为 100%。样本构成情况如下：
性别方面，男生有 98 位，占比 67.59%，女生有

47 位，占比 32.41%，男女比基本为 2 比 1；专业方
面，绝大多数调查对象为理工科同学，占比 95.24%；
年级方面，大一的同学 43 位，占比 29.66%，大二的
同学 84 位，占比 57.93%，大三的同学 12 位，占比
8.28%，大四的同学 2 位，占比 1.38%，另外其他年级
的同学也有 4 位，占比 2.76%。具体情况如图 1 、图
2 所示。

图 3: 课余时间分类

分析样本构成情况可知，
本次调查对象以理工科

分析图 3 数据，超过 70% 的同学每天拥有 3 小时

学生为主，以大一大二学生为主，男女比例总体均衡，

以上的课余时间，有 30% 左右的同学每天有 5 小时以

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本次调研活动所获取的数

上的课余时间。可见，当代大学生课余时间总体而言

据总体而言可信度较高，调研结果与建议较为可靠。

是比较充足的，可以自主管理掌控的时间较为充裕。

课余时间安排存在不合理
课余时间的安排体现着一个学生的自我时间管
理能力，
本次调研分别统计了大学生周内与周末所从
事各项活动的人数比例以及占据大学生课余时间较
多各个项目情况，详细情况如表 1、表 2 及图 4 所

图 1: 男女比例及学课门类占比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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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周内从事活动及其比例
选项

比例

专业知识学习
体育锻炼
网络娱乐
社交聚会
勤工俭学
社团活动
谈恋爱
发展兴趣爱好
阅读
影视剧及综艺节目
睡懒觉
其他

52.41%
41.38%
68.97%
21.38%
10.34%
30.34%
15.86%
40.69%
39.31%
37.93%
47.59%
2.76%

网络娱乐侵占学生大量课余时间
表 1、表 2 与图 4 中，占比最高的项目均为网络
娱乐，
可见随着互联网发展与电子设备普及度逐步增
大，网络娱乐侵占大学生课余时间的问题愈发严重。
本次调研统计了大学生日均网络娱乐时间及人数比，
具体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日均网络娱乐时间长度及人数比
日均网络娱乐时间

人数比例

0-2h
2-4h
4-6h
6-8h
8h 以上

44.14%
37.93%
11.03%
2.07%
4.83%

分析两表中数据，
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周内还是周
末，都有 60% 的大学生会从事网络娱乐以及睡懒觉，

分析表 3 可见，超过半数的大学生日均在网络

而从事较为健康的娱乐休闲方式（如阅读，发展兴趣

娱乐上投入的时间超过 2 小时，有将近 20% 的同学

爱好）的同学则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投入了超过 4 小时。然而一个人一天所有可以利用

表 2: 周末从事活动及其比例
选项

比例

专业知识学习
体育锻炼
网络娱乐
社交聚会
勤工俭学
社团活动
谈恋爱
发展兴趣爱好
阅读
影视剧及综艺节目
睡懒觉
其他

49.66%
40%
56.55%
26.9%
5.52%
31.03%
16.55%
37.93%
34.48%
35.86%
57.24%
3.45%

的时间只有 12 小时左右，网络娱乐一项就占据了许
多大学生大量时间，这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时间投入普遍较小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一个人保
持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力就是在于不断地学习新知识、
新技能。
本次调研统计了大学生日均在课余时间主动
投入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时间及比例，
具体情况如图

5 所示。

从图 4 可以看出，占据大学生课余时间最多的三
个项目分别是网络娱乐，专业知识学习以及睡懒觉。
大学生的根本任务是学习，
所以专业知识学习理应占
据许多课余时间。
而有将近半数大学生表态网络娱乐
占据较多时间，
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大学生表示睡懒觉
占据其很多课余时间，
可见当前大学生的课余时间管
理是存在问题的，很多同学不能做到自律与自制。

图 5: 日均在课余时间主动投入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
时间及人数比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日均投入学习新知识新技
能时间为 0-1 小时与 1-2 小时的同学均占 40% 左右，
仅有极少数同学每天花费超过 3 小时时间学习新本
领。而正如表 3 所示，超过半数的大学生日均在网络
娱乐上投入的时间超过 2 小时，有五分之一的同学
每天网络娱乐时间甚至达到了 4 小时以上。相比较
而言，
当前的中国大学生网络娱乐时间是远远超过学

图 4: 占据课余时间较多的项目

习新本领的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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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既定计划的执行能力，具体数据如图 8 所示。执

零散时间利用不当，大量时间被耗损
在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中，有许多零星、片断的

行力非常好的同学占比不到 5%，可见大部分同学都

时间，如等车、排队买饭、走路、睡觉前、睡醒后的

存在惰性，
可能会因为种种因素放弃对既定计划的执

时间等等，这些时间没留心的话就会悄悄流逝，但如

行，这就导致了时间规划的功效被大打折扣。而大多

果能充分利用，使之充分为我们的学习、工作服务，

数大学生的执行力较好或者一般，
可见大多数人有一

便能使我们的学习工作事半功倍。
本次调研的到大学

定的执行力，但执行力不够好，可能需要一些外在激

生零碎时间利用情况，如图 6 所示。

励措施或者训练手段来提升执行力。

图 6: 零碎时间的利用情况
图 8: 既定计划的执行力情况

分析图 6 ，大学生在零碎时间做的最多的三件
事情分别是社交软件，发呆与电子游戏，这也与平时
观察的现象相符合，在餐厅排队等餐、课间休息时，

对既定计划的执行力不足、不能合理利用时间，

大部分同学确实都是在关注 QQ，打电子游戏或者发
呆打瞌睡。因此，当前大学生对于零散时间的利用情

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为了进一步寻找其可能的原

况不尽人意，利用零散时间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

因，对不能合理利用时间的因素进行了调研，具体情

如阅读、学习英语）的同学占比相对较少，很多同学

况如表 4 所示。

没有合理利用零碎时间的意识。
表 4: 不能合理利用时间的因素

时间规划的制定与执行的情况不尽人意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事先有了奋斗的目标
和方向，才能以此鞭策自己不断超目标努力。然而，
当代大学生在目标设立方面仍有待提高。
调查数据显
示，仅仅有 21% 左右的同学会经常为自己制定时间
规划，大部分同学偶尔或者从不制定时间规划，详细

不能合理利用时间的因素

比例

管理意识差，一拖再拖
网络的诱惑，打乱作息安排
同伴作息时间的影响
谈恋爱
其他

83.45%
77.93%
45.52%
7.59%
2.07%

数据见图 7 。
最为主要的两个原因是大学生管理意识差，
做事
情一拖再拖，以及来自网络的诱惑，打乱作息安排。
相比于其他因素，这两个因素影响范围更大，分别有

80% 人认为其导致他们不能合理利用时间。从深层次
来讲，缺乏自我管理意识、不能抵制诱惑，都是自制
力缺乏的表现。

存在较多作息不规律现象
图 7: 制定时间规划表的频率情况

科学合理的时间管理，
必须建立在规律作息的基

对既定计划的执行力是对于时间规划的另一个

础之上。规律的作息，让人的生活有更好的节奏感，

维度的考量，做好时间规划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

也是良好的时间管理的体现。
本次调研统计出的大学

将计划逐一落实，
对此本次调研针对性地考察了同学

生作息情况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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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制在 3 次以内，有将近 20% 的同学每节课要查
看手机 5 次以上，有 17% 左右的同学每节课查看手
机 10 次以上。整体上来看，大学生课堂上看手机的
现象比较严重。而课堂教学本身是连续的，反复查看
手机很可能让自己无法紧跟老师思路，
导致课堂时间
效率不高。

大学生普遍对时间管理教育缺乏认识
当下大学生对时间管理辅助工具及相关教育普
遍缺乏认识，
大部分学生也不善于利用辅助工具进行

图 9: 作息情况

自我时间管理。

仅有不到 5% 的同学完全可以规律作息，有三分
之一的同学基本做不到或者完全做不到规律作息。
说
明在当代大学生中普遍存在作息不规律的现象。
而舍
友共处一室，
一个同学的不规律作息很有可能又会干
扰其他同学的正常作息。
不仅如此，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着爱睡懒觉的习
惯，而睡懒觉往往是和熬夜娱乐相伴随的。有接近

80% 的学生会选择在没有事情的早晨睡懒觉，而严格
自制、从来不睡懒觉的同学仅有 2.07%，详细数据如
表 5 所示。
表 5: 睡懒觉情况统计
睡懒觉的频率

比例

经常
有时
偶尔
从不

37.93%
37.93%
22.07%
2.07%

图 11: 对时间管理辅助工具的看法
如图 11 所示，仅有 13% 的同学认为时间管理辅
助工具对自身合理利用时间帮助很大，
大部分学生认
为其作用不明显，甚至会降低自身效率。因此，当前
大学生普遍不善于利用时间管理工具提高自身时间

注意力分散现象较为严重

利用效率。

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社交软件的发展，加上大

如图 12 显示，超过 60% 的同学认为时间管理教

学生往往没有足够的自制力，
注意力分散现象较为严

育是有必要的，
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同学基本没有系统

重，难以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于一件事，导致时间被损

地接触过时间管理相关知识。而且，仍然有三分之一

耗。为此，本组调研了大学生平均每节课查看手机次

左右的同学认为没有什么必要去学习时间管理相关

数情况，具体情况如图 10 所示。

知识。可见，大部分同同学对时间管理的重要性以及
相关知识的认知是缺乏的。

图 10: 平均每节课查看手机次数情况
图 12: 对时间管理教育的看法

仅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可以将每节课查看手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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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时间管理与学习成绩相关性分析

理意识的培养，鼓励大学生制定时间规划，并尽力执
行。

以上信息是所有同学的平均数据，
那么对处于不
同成绩区间的同学来说，
他们的时间管理行为是否有

不同成绩分段的同学在课余时间的安排上出

所不同呢？本组经过调研，归纳出如下三个方面的差

现分化
时间的利用是否有规划性是时间管理能力的一

异。

方面，
课余时间用来做什么则是时间管理能力的相当

时间管理计划的制定与执行情况的分化

重要的另一方面。

将各个成绩分段同学的数据分开看待，
会发现各

如表 6 所示，观察不同成绩分层同学的课余时间

成绩段的同学在时间规划表的制定情况上有明显差

中花费时间最多的五项我们可以发现，从前 20% 到

异。
学习成绩较好的同学制定时间计划表的频率显然

前 80%，选择学习的同学比例逐渐下降，选择网络娱

高于学习成绩较为不好的同学。

乐和睡懒觉的同学比例逐步上升；再对比前 20% 的

如图 13 所示，可以看出同学中经常制定时间规

同学和其他同学占用课余时间最多的五项活动，
我们

划表的比例随学习成绩的提升而明显提升，
同学中偶

发现没有出现其他同学均有的影视节目一项，
取而代

尔制定时间规划表的比例成中间高两边低的趋势，
从

之的是阅读。

不制定时间规划表的同学也是在后半段比例上升明

综上，
我们发现成绩较好的同学拥有以下的良好

显。

习惯：重视学习，劳逸结合，多读好书，开阔视野。
表 6: 占用课余时间最多的前五项活动
成绩区段

网络娱乐

睡懒觉

阅读

兴趣爱好

53%

41%

25%

20%

16%

前 40%

网络娱乐

学习

睡懒觉

影视节目

社团活动

51%

46%

30%

27%

16%

前 60%

网络娱乐

睡懒觉

学习

影视节目

体育锻炼

54%

42%

35%

19%

15%

前 80%

网络娱乐

睡懒觉

兴趣爱好

影视节目

学习

56%

44%

19%

19%

13%

学习

网络娱乐

睡懒觉

影视节目

社团活动

53%

41%

29%

18%

12%

前 20%

图 13: 学习成绩与制定时间规划表频率的关系图

其他

不仅仅是制定时间规划，
处于不同成绩区间的同

课余时间的主要投入
学习

注：百分比为在该成绩区段有多少比例的同学选择此项

学在对既定计划的执行能力方面也有很大差异。

日常安排的规律性差异

从图 14 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完成情况较好的同

规律的生活和良好的作息对学习生活的影响不

学所占的比例随着成绩的下降也呈现下降的趋势，
完

言而喻。由图 15 可见，基本可以做到规律作息的同学

成情况一般的同学所占比例随着成绩的下降呈现上

在前 20% 和前 40% 的同学中占据大多数，而前 60%

升的趋势，
而完成情况较差的同学也多出现在成绩偏

及以后的同学中基本做不到规律作息的同学比例比

后的位置。

前 20% 和前 40% 的同学多出很多。

图 14: 学习成绩与既定计划的执行力关系图
图 15: 日常生活中能否做到规律作息与学习成绩的
关系图

综上所述，
区分不同成绩区间学生的重要影响因
素很可能就是时间规划的能力与对既定计划的执行

如图 16 所示，日常安排比较具有规律性的同学

能力。所以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应注重大学生时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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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 20% 和前 40% 的同学中占据大多数，而不太
有规律性的同学比例随着成绩的下降而不断上升，
前

20% 和前 80% 中不太有规律性的同学比例差距可超
过 40%。

图 17: 幸福度与执行力关系

能合理控制网娱时间
每天网娱时间与幸福度关系如表 8 所示。可以
看到，每天网娱时间和生活幸福度总体呈负相关。每
天网娱时间在 0-2h 之间的同学幸福或者较为幸福的

图 16: 日常安排具有规律性与学习成绩的关系图

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二左右，每天网娱时间在 2-4h 之
间的同学生活总体也较为幸福。
而每天网娱时间超过

2.3 时间管理与生活幸福度相关性分析

4h 的同学，生活幸福度显著下降，很幸福的比重极

一个人时间管理能力的高低，
不仅仅会影响学业

低，而较不幸福的比重迅速增加。因此，能够合理控

成绩，还会对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制网娱时间的同学往往生活幸福度更高。
表 8: 每天网娱时间与幸福度关系

在此，
本组对大学生时间管理情况与生活幸福度的关
系进行调研，
寻找出生活幸福度较高的人在时间管理
方面有何共性特征。

更频繁地制定时间规划表
制定时间规划表的频率与生活幸福度的关系如
表 7 所示。从中可以发现，经常制定时间规划表的同

网娱时间 \ 幸福度

很幸福

较为幸福

一般

较不幸福

0-2h
2-4h
4-6h
6-8h
8h 以上

14.06%
10.91%
6.25%
0%
0%

50%
47.27%
25%
0%
28.57%

32.81%
38.18%
43.75%
100%
28.57%

3.13%
3.64%
25%
0%
42.86%

作息更加规律

学占据幸福与较为幸福的比例，
相较偶尔或者从不制
定时间规划的人来说是最高的。此外，经常制定时间

作息规律情况与幸福度关系如表 9 所示。总体

规划的同学几乎没有生活较不幸福的。总体来看，制

来看，作息越有规律的同学，生活幸福水平越高。能

定时间规划表频率越高的同学，生活幸福度越高。

够完全规律作息的 7 名同学，有超过 40% 是很幸福
的，另有将近 30% 是较为幸福的，而且，他们当中

表 7: 制定时间规划频表率与生活幸福度的关系
频率 \ 幸福度

很幸福

较为幸福

一般

较不幸福

经常
偶尔
从不

19.35%
7.50%
11.76%

45.16%
45%
41.18%

32.26%
40%
35.29%

3.32%
7.50%
11.76%

较不幸福的比重是零。同时可以发现，随着作息规律
性的下降，较不幸福的人数显著增加，完全做不到规
律作息的人当中，竟有 40% 的同学生活是较不幸福
的。可见，保持规律的作息，真真切切地能够提升大
学生生活地幸福度。
表 9: 作息规律情况与幸福度关系

对于既定计划有较强的执行力

规律作息

执行力非常好的同学中，有将近 30% 同学是很

情况 \ 幸福度

幸福的，有将近 30% 是较为幸福的；在执行力较好的

完全可以
基本可以
基本做不到
完全做不到

同学中，
生活幸福与较为幸福同学总和达到了 70% 左
右。而且在执行力非常好与较好的两类同学中，生活

很幸福

较为幸福

一般

较不幸福

42.86%
9.30%
9.52%
10%

28.57%
54.65%
35.71%
0%

28.57%
33.72%
42.86%
50%

0%
2.33%
11.90%
40%

较不幸福的比重很小；反之在执行力较差的同学中，

每天能够投入大量时间学习新知识新技能

生活幸福的同学比重在下降，
而不甚幸福的同学比重

新知识新技能时间投入与幸福度的关系如图 18

显著上升。综合来看，执行力较强的同学生活总体而
言更加幸福。幸福度与执行力关系如图 17 所示。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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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方面会降低学习、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不规律
作息、熬夜工作或学习也会严重危害身体健康。
之后，我们将各项原始数据按照成绩分层，得到
了如下的结论：

1. 学习成绩与时间管理计划的制定与执行情况成
正相关关系，常常制定时间规划表并较好地执
行对学习有助益作用；

2. 学习成绩与作息与生活的规律性成正相关关

图 18: 新知识新技能时间投入与幸福度的关系

系，可以做到规律作息的同学在成绩较好的同
分析图 18 ，可以发现每天投入到新知识新技能

学中比重较大；

地学习超过 3h 的大学生，生活非常幸福的比例远远

3. 课余时间安排上学习成绩较好的同学体现出了

高于其他组别，高达将近 40%，而当中生活幸福度一

劳逸结合与坚持阅读的习惯。

般或者较不幸福的比率与其他组别相比，
总体也处于
较低水平。因此，每天能够投入大量时间学习新知识

学习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
时常感到开心幸福才

新技能的学生，更容易获得强烈的幸福感。这是因为

是最重要的，
于是我们分析了生活幸福度和时间管理

他们在学习中可以找到乐趣，
对于学到的本领会有强

的关系，得到了以下的结论：

烈的成就感。

1. 更频繁地制定时间规划表的同学在生活中也感
到更加幸福；

3 结论与建议

2. 对既定计划执行力越强的同学通常越幸福；
3. 合理控制网络娱乐的时间，保证规律的作息，每

3.1 总体结论

天花费一些时间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做到这三

首先，对于当代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有以下的特

点的同学在生活中感到更幸福。

点：

3.2 对当代大学生的一些建议

课余时间比较充足但安排不太合理

在调研全部完成后，
我们想向当代大学生群体提

对于大块的空闲时间，
同学们花费时间最多的两

出一些建议：

项分别是网络娱乐和专业知识学习，
但是除去课内的
学习任务外，
投入到学习新知识的时间却远远低于网

1. 养成制定时间规划表并尽力执行，对提高学习

络娱乐的时间。对于如排队的时间等零散时间，大多

成绩与生活幸福感大有帮助；

数同学会选择社交软件、
发呆与电子游戏的方式来度

2. 规律的作息与适度的锻炼带给你的不仅仅是好

过这几分钟。

身体，也有好成绩和好心情；

普遍不够自制并且注意力分散

3. 多投入时间学习新知识，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
不只学到了知识，更是一种休闲的方式；

时间规划的制定与执行情况不尽人意、
较多的作

4. 合理控制网络娱乐时间，养成爱阅读的习惯，可

息不规律现象、
常常睡懒觉和上课查看手机次数过多

以提升学习成绩与生活幸福感。

等现象，均体现了这一点。

对时间管理教育的认识不足

作者信息

通过调研，
我们发现大部分学生不善于利用工具

侯泽胤 西安交通大学电气钱 81 班学生。

进行自我管理，如时间计划表、番茄钟等，而且也缺

李浩天 西安交通大学电气钱 82 班学生。

乏对时间管理的相关知识的认识与了解。
长期这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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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柴油发展现状和前景
李鑫
摘要
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可再生能源被不断地开采、利用，能源危机日益严重，充分利用清洁能
源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生物柴油作为新型的清洁能源，是良好的石化柴油替代品。本文针对国内
外生物柴油行业的现状以及发展展开论述，并对我国生物柴油行业的发展、前景进行综述。
关键词：生物柴油 现状 发展前景

柴油是国家战略物质，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锅

成微乳状液，
即由两种不互溶的液体与离子或非离子

炉、船舶、军舰、交通等设备的柴油机燃料。国家每年

的两性分子混合而成的胶质平衡体系，
这一方法可解

要花大量的资金进口柴油和原油以满足日益增长的

决动植物油黏度高的问题，但生产成本偏高 [2]；

(3) 热解法：在快速加热和超短反应时间的条件

需求。近年来，生物柴油作为化石能源的替代品，已
成为国际上发展最快、应用最广的环保可再生能源。

下，使废弃油的有机分子迅速断裂为短链分子，并使

作为生物质能源最重要的可再生液体燃料之一，
生物

结炭和产气降到最低限度，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燃

柴油具有很多优良的性能。
因此合理开发利用生物柴

油，所得的生物柴油与普通柴油接近。但由于其较高

油对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保护环境都将产生深远意

的生产成本，热解法的相关研究和应用并不多 [2]；

(4) 酯交换法：是生产生物柴油最主要的方法。在

义。

催化剂的条件下让动植物油脂和低碳醇类物质反应，

1 生物柴油概述

从而生成生物柴油。酯交换法包括: 酸或碱催化法、生
物酶法、工程微藻法和超临界法 [3]。

1.1 生物柴油定义

2 生物柴油国内外发展现状

生物柴油是指以油料作物、
野生油料植物和工程
微藻等水生植物油脂以及动物油脂、
餐饮垃圾油等为

2.1 生物柴油国外发展现状

原料油通过酯交换工艺制成的可代替石化柴油的再
生性柴油燃料。生物柴油是生物质能的一种，它是生

国外对生物柴油生产技术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物质利用热裂解等技术得到的一种长链脂肪酸的单

60 年代。80 年代中后期，美国和西欧等国家组织科

烷基酯。
生物柴油是含氧量极高的复杂有机成分的混

研机构研究制备生物柴油的方法，
并给予了许多政策

合物，这些混合物主要是一些分子量大的有机物，几

上的支持。在政策的激励下，生物柴油的研究进展不

乎包括所有种类的含氧有机物，如：醚、酯、醛、酮、

断向前推进。国外生物柴油的主产地有：

酚、有机酸、醇等 [1]。

(1) 美国：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研究生物柴油，
使用的主要原料为大豆油。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详细

1.2 生物柴油制备方法

调查了生物柴油在本国的发展状况，包括工业生产、

目前，
生物柴油的制备方法主要分为物理法和化

燃烧特点、应用实验等。2013 年美国共生产 308 万

学法。
物理法包括直接混合法和微乳法而化学法包括

吨生物柴油，居世界第一位 [4]。

高温热裂解法和酯交换法。
但由于物理法所制成的生

(2) 欧盟：全球最大的生物柴油生产和消费地区，

物柴油稳定性差，
所以目前工业生产所使用的方法大

也是全世界生物柴油发展最快的地区。
欧盟的生物柴

多为化学法。

油产量占世界生物柴油总产量的 50% 左右。2001 年

(1) 直接混合法：植物油与柴油按某一比例直接

欧盟的生物柴油产量为 78 万吨，2009 年其产量达到

混合，但这种方法有很多缺点如：润滑性差、容易变

840 万吨，2010 年更是高达 956.9 万吨，以平均每年
30% 左右的速度增长，而其中 2005 年增长最多，达
70% 左右。生产能力也由 2005 年的 422.8 万吨/年增

质、不易完全燃烧等 [2]；

(2) 微乳法：将动植物油与乳化剂混合，从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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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了 2009 年的 2100 万 [6]。而德国则是世界上最

(4) 生物柴油具有良好的润滑性。机器的寿命会

大的生物柴油生产国，它主要以纯态生物柴油 (B100)

得到延长。

(5) 生物柴油具有可再生性，
不必担心被耗尽 [8]。

做为车用燃料进行市场流通，
政策上则以免征燃油税
作为支持 [5]。

表 2: 生物柴油与石化柴油比较 [8]

(3) 巴西：世界第三大生物柴油生产国。巴西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发展生物柴油，要求供应商必
须在柴油中添加 2% 的生物柴油。棕榈油、大豆油和
葵花籽油是巴西生产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在 2013
年，巴西生产了 34.81 亿 L 生物柴油。
(4) 阿根廷：世界第四大生物柴油生产国。由于

特性

单位

生物柴油

柴油

20℃ 的密度
40℃ 的动力粘度

g/ml

0.83
2-4
60

mj/l
%
wt%
vol%

0.88
4-6
>100
>50
32
104
<0.001
10

kg

12.5

闪点
十六烷值
热值
燃烧功能 (柴油 =100%)
硫含量
氧含量
燃烧 1kg 燃料按化学计算法
的最小空气耗量

阿根廷是世界第一大豆油出口国，
大豆油则成为了生

℃

/

规定

35
100
<0.2
0
14.5

物柴油的生产原料，
这也导致了大豆油在阿根廷市场

3.2 我国对于石油的消耗巨大

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2013 年，阿根廷生物柴油
产量达到了 27.62 亿 L[6]。

我国是能源大国，对于石油的消耗、依赖性都很

表 1: 主要生物柴油产区产量 [2]
国家或地区

强。我国石油表观消费量在近十年来一直以 7% 左右
的增速增长，直到 2011 年其增速才有所减缓。据相关

产量/万吨
2011 年 2012 年

欧盟
美国
巴西
阿根廷
印尼

910
330
240
240
130

部门统计显示：2011 年我国石油表观消费量达 4.28
亿吨，相比去年增长 4．6%。其中原油表观消费量为

950
330
240
250
160

4.15 亿吨，同比增长 3.3%。但是我国能产出的石油
是有限的，全球能产出的石油也是有限的，无限制地
开采势必会导致资源的枯竭。
生物柴油作为石油的优
良替代品，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可以有效缓解全球

2.2 生物柴油国内发展现状

的能源危机，其发展空间是不可估量的。

我国生物柴油起步晚于发达国家，20 世纪 80 年

3.3 有利于缓解我国环境危机

代初，一些科研机构才开始着手于研究生物柴油，并

石油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但石

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随着生物柴油制备技术不断地

油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却不可忽视。资料显示，大

完善，企业对于生物柴油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强，生物

气中 70% 的二氧化碳、80% 的硫化物和 70% 的氮氧

柴油的发展十分迅猛，
实现生物柴油的工业化生产已

化物来自于化石燃料燃烧后的产物。
但是生产生物柴

经不再遥远。2015 年我国生物柴油产能约为 415 万

油的能耗仅为石油柴油的 25% ，且生物降解率高达

吨，虽然并不是位于世界前列的，但我们的产能和产
量在不断提高。不过，我国的产能利用率仍然较低，
仍和欧美等国家有一定的差距。由于原料等问题，国

98%，降解速率是普通柴油的 2 倍，燃烧污染物的排
放会大大降低。
餐饮废油脂可以作为生产生物柴油的
原料，这样可以减少废油直接进入环境。由此可见，

内生物柴油企业开工率仅为 20%-25%[7]。

生物柴油的环境价值是十分巨大的 [9]。

3 我国发展生物柴油的必然性

4 我国发展生物柴油存在的主

3.1 生物柴油的优越性

要问题及对策

与普通柴油相比，生物柴油具有很多优越性能

4.1 我国发展生物柴油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表 2）
：

(1) 生物柴油十分环保。由于生物柴油含有很少

(1) 原料来源不稳定, 产品质量差。我国目前没有

的硫元素，所以含硫化合物的排放会大大降低，还可

稳定的原料来源，
生产生物柴油的主要来源是餐饮废

以有效降低碳氢化合物的排放。

油。来自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

(2) 生物柴油燃烧性能良好。由于其含氧量较高，
因此燃烧性能更强。

食用油消费量达 2540 万吨, 可产生约 450 万吨地沟
油。
以廉价的餐饮废油作为原料降低了生产生物柴油

(3) 生物柴油更加安全。其闪点（>100℃），储存

的成本，但也同时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由于餐饮废油
所含的杂质很多，质量参差不齐，生产出来的生物柴

和运输都会变得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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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质量就很不稳定了。
制备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会对

6 结语

环境造成影响，也会增加生产费用 [3]。

(2) 目前，我国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为地沟油和

生物柴油具有很大的优势，
对于我国的发展有着

废弃动植物油等，但是，收集废油的难度很大，运输

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改变我国目前的燃油结构，解决

成本也很高。因此企业只能就地取材，原料的供应就

我国的能源危机，改善我国的环境。不可否认，我们

变得十分有限。同时，对于餐饮废油的回收体系还不

需要大力发展生物柴油以满足人们对于能源的需求。

够成熟，私人乱收地沟油的现象严重，使得原料更加

然而我国的生物柴油产业才刚刚起步，
要想完全替代

短缺 [10]。

普通柴油，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发展生物
柴油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在不断完善生物柴油产业链

(3) 生物柴油的发展在目前仍不是太成熟，政策

这段时间内，我们还是只能依靠普通柴油，可是这为

的激励与推进就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我国给予了许多

数不多的能源又够我们毫无节制地使用多长时间呢？

政策上的支持如：税收、技术指导等，但由于起步较

我们不能仅仅寄希望于生物柴油，提高节约意识，提

晚，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政策还不够健全，定制

高能源的利用率也是十分重要的。
只有当节约意识与

标准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11]。

发展生物柴油产业相互结合，
才能真正解决全球的能
源危机。

4.2 我国发展生物柴油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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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

性；同时完善相关的生物柴油产品质量标准和相关技
术指标以规范市场，保证质量 [11]。

[8] 陈晶晶. 我国生物柴油产业发展策略研究 [D]. 河北唐
山: 河北联合大学,2014.

5 前景展望

[9] 江振兴. 浅析我国生物柴油发展现状 [J]. 民风,2013(4).
[10] 罗乐, 周皓. 我国生物柴油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分
析 [J]. 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2017(2).

目前，全球能源日益枯竭，人们对于环境的保护
更加重视，大力发展生物柴油已成为世界共同的趋
势。生物柴油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处在「童年时

[11] 贾敏. 我国生物柴油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 [J]. 节
能环保,2015,22(5).

期」
，
而我国是能源大国，
对于能源的依赖性很强，
所以
我们更应该把握好这一机会，争取走在世界的前列。
随着生物柴油的生产技术不断的完善，
生产成本不断

作者信息

降低，生物柴油的竞争力将会不断提高，其应用前景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少 71 班学生。

也会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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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热学数值计算学习报告
李佩潼
1.1 等温边界条件

1 物理问题及其数学描述

等温边界条件下的稳态温度分布可用下列方程
如下图所示的墙角，几何尺寸为 𝐿 = 2.2m, 𝐿 =

表示：

3.0m, 𝐿 = 2.0m, 𝐿 = 1.2m ；墙角建筑材料的导热
系数为 𝜆 = 53W/(m • K)。试使用数值方法计算以下

𝜕 𝑡
𝜕 𝑡
⎧
+
=0
𝜕𝑦
⎪ 𝜕𝑥
⎪ 𝑡(0, 𝑦) = 30, 0 ≤ 𝑦 ≤ 1.1
⎪
⎪ 𝑡(𝑥, 1.1) = 30, 0 ≤ 𝑥 ≤ 1.5
⎪
𝑡(0.5, 𝑦) = 10, 0 ≤ 𝑦 ≤ 0.6

两种边界条件下墙角的稳态温度分布，
墙角结构如图

1 所示。两种边界条件分别为：
• 等温边界条件：𝑡 = 30∘ C, 𝑡 = 0∘ C；
• 对流边界条件：𝑡 = 30∘ C, 𝑡 = 10∘ C, ℎ =
10.6W/(m2 • K), ℎ = 3.975W/(m2 • K).

⎨
⎪
⎪
⎪
⎪
⎪
⎩

(1)

𝑡(𝑥, 0.6) = 10, 0.5 ≤ 𝑥 ≤ 1.5
𝜕𝑡
=0
𝜕𝑥
. , .
.
𝜕𝑡
=0
𝜕𝑦
,
.

1.2 对流边界条件
取与等温边界条件一样的平面直角坐标系，
则对
流边界条件下的稳态温度分布可用下列方程表示:

𝜕 𝑡
𝜕 𝑡
⎧
+
=0
𝜕𝑦
⎪ 𝜕𝑥
⎪ − 𝜆 𝜕𝑡
= ℎ 𝑡 − 𝑡| ,
⎪
𝜕𝑥
,
.
⎪
𝜕𝑡
⎪ −𝜆
= ℎ 𝑡| . ,
𝜕𝑦
⎪
. ,
.
⎪
𝜕𝑡
−𝜆
= ℎ 𝑡| . ,
𝜕𝑥
. ,
.
⎨
𝜕𝑡
⎪
= ℎ 𝑡 − 𝑡|
⎪ − 𝜆 𝜕𝑦
.
,
.
.
⎪
⎪ 𝜕𝑡
=0
⎪ 𝜕𝑥
. , .
.
⎪ 𝜕𝑡
⎪
=0
⎩ 𝜕𝑦
,
.

图 1: 墙角示意图
根据对称性，可选取 1/4 墙角作为研究对象，如
图 1 中灰色部分所示；建立平面坐标系，如图 2 所
示。

.

.

−𝑡

.

−𝑡

. , .

.

(2)

2 离散方程
如图 3 所示，将墙角离散为如下网格模型，其中

图 2: 墙角平面坐标系

𝑖 表示行坐标，𝑗 表示列坐标，𝑥, 𝑦 两个方向上网格步
长 Δ𝑥 = Δ𝑦 = 0.1m：

以下分别来处理两种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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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若 (𝑖, 𝑗) 为对流边界拐角点，离散方程可表示
为：

Δ𝑦
⋅ 𝑡 −𝑡,
⎧ ℎ ⋅
2
⎪
−𝑡,
Δ𝑦 𝑡 ,
⋅
⎪ 𝜆⋅
2
Δ𝑥
⎪
𝑡,
−𝑡,
𝜆 ⋅ Δ𝑦 ⋅
Δ𝑥
⎨
−𝑡,
Δ𝑦 𝑡 ,
⎪ 𝜆⋅
⋅
2
Δ𝑥
⎪
⎪ ℎ ⋅ Δ𝑥 + Δ𝑦 ⋅
2
2
⎩

图 3: 离散网格模型

Δ𝑥
⋅ 𝑡 −𝑡, +
2
Δ𝑥 𝑡 , − 𝑡 ,
+𝜆⋅
⋅
=0
2
Δ𝑦
𝑡 , −𝑡,
+ 𝜆 ⋅ Δ𝑥 ⋅
+
Δ𝑦
Δ𝑥 𝑡 , − 𝑡 ,
+𝜆⋅
⋅
+
2
Δ𝑦
+ℎ ⋅

𝑡 −𝑡,

=0

(7)

6）若 (𝑖, 𝑗) 为对流、绝热边界混合点，离散方程

对于每一个节点 (𝑖, 𝑗)，均可列热平衡方程：

可表示为：

1）若 (𝑖, 𝑗) 为内点，离散方程可表示为：
𝑡 , −𝑡,
−𝑡,
+ 𝜆 ⋅ Δ𝑥 ⋅
+
𝜆 ⋅ Δ𝑦 ⋅
Δ𝑥
Δ𝑦
𝑡,
−𝑡,
𝑡 , −𝑡,
𝜆 ⋅ Δ𝑦 ⋅
+ 𝜆 ⋅ Δ𝑥 ⋅
=0
Δ𝑥
Δ𝑦
𝑡,

(3)

2）若 (𝑖, 𝑗) 为等温边界点，离散方程可表示为：
𝑡, =𝑡

(4)

3）若 (𝑖, 𝑗) 为绝热边界点，离散方程可表示为：
𝑡
𝑡,

−𝑡,
=0
Δ𝑦
−𝑡,
=0
Δ𝑥

,

(5)

⎧
⎪
⎪
⎪
⎪
⎪
⎪
⎨
⎪
⎪
⎪
⎪
⎪
⎪
⎩

Δ𝑦
⋅ 𝑡 −𝑡,
2
𝑡,
−𝑡,
𝜆 ⋅ Δ𝑦 ⋅
Δ𝑥
−𝑡,
Δ𝑦 𝑡 ,
𝜆⋅
⋅
2
Δ𝑥
Δ𝑥 𝑡 , − 𝑡 ,
𝜆⋅
⋅
2
Δ𝑦
−𝑡,
Δ𝑦 𝑡 ,
𝜆⋅
⋅
2
Δ𝑥
Δ𝑥
ℎ ⋅
⋅ 𝑡 −𝑡,
2
−𝑡,
Δ𝑦 𝑡 ,
⋅
𝜆⋅
2
Δ𝑥
Δ𝑦
ℎ ⋅
⋅ 𝑡 −𝑡,
2
ℎ ⋅

+𝜆⋅

Δ𝑥 𝑡
⋅
2

−𝑡,
+
Δ𝑦

,

=0
+ℎ ⋅

Δ𝑥
⋅ 𝑡 −𝑡,
2

+

=0
+𝜆⋅

Δ𝑥 𝑡
⋅
2

−𝑡,
+
Δ𝑦

,

(8)

=0
+𝜆⋅

Δ𝑥 𝑡
⋅
2

−𝑡,
+
Δ𝑦

,

=0

3 程序伪代码

4）若 (𝑖, 𝑗) 为对流边界点（不含拐角点），离散

若已知离散方程系数矩阵 𝐴 和常数向量 𝑏，则

方程可表示为：

程序伪代码 (1) 如下所示，输出为迭代次数为 𝑘 的
Δ𝑥 𝑡 , − 𝑡 ,
⋅
+
⎧ ℎ ⋅ Δ𝑦 ⋅ 𝑡 − 𝑡 , + 𝜆 ⋅
2
Δ𝑦
⎪
𝑡,
−𝑡,
Δ𝑥 𝑡 , − 𝑡 ,
⎪ 𝜆 ⋅ Δ𝑦 ⋅
+𝜆⋅
⋅
=0
Δ𝑥
2
Δ𝑦
⎪
𝑡
−
𝑡
Δ𝑦
,
,
⎪ 𝜆⋅
⋅
+ ℎ ⋅ Δ𝑥 ⋅ 𝑡 − 𝑡 , +
2
Δ𝑥
⎪
−𝑡,
𝑡 , −𝑡,
Δ𝑦 𝑡 ,
⎪ 𝜆⋅
⋅
+ 𝜆 ⋅ Δ𝑥 ⋅
=0
2
Δ𝑥
Δ𝑦
𝑡
−𝑡,
Δ𝑥 𝑡 , − 𝑡 ,
⎨ 𝜆 ⋅ Δ𝑦 ⋅ ,
+𝜆⋅
⋅
+
Δ𝑥
2
Δ𝑦
⎪
Δ𝑥 𝑡 , − 𝑡 ,
⎪ ℎ ⋅ Δ𝑦 ⋅ 𝑡 − 𝑡
⋅
=0
, +𝜆⋅
2
Δ𝑦
⎪
−𝑡,
𝑡 , −𝑡,
Δ𝑦 𝑡 ,
⎪
𝜆⋅
⋅
+ 𝜆 ⋅ Δ𝑥 ⋅
+
⎪
2
Δ𝑥
Δ𝑦
−𝑡,
Δ𝑦 𝑡 ,
⎪
+ ℎ ⋅ Δ𝑥 ⋅ 𝑡 − 𝑡 , = 0
⎩ 𝜆⋅ 2 ⋅
Δ𝑥

温度场计算结果。
算法 1 离散方程求解
输入: 方程系数矩阵 ，常数向量 ，温度场初值
输出: 温度场结果
1: function Solusion( , , )
2:
,
(临时温度变量)
3:
for
∶
do
4:
for
∶
do
5:
(暂存余项之和变量)
6:
for
∶
do

7:
if j ≠ i then
8:
[ ][ ] ⋅
9:
end if
10:
end for
11:
[]
/ [ ][ ]
12:
end for
13:
(更新迭代结果)
14:
end for
15: end function

(6)

(1) 本节原为程序框图及程序代码（Python）
；因篇幅受限，由编辑赵恒欣同学改写为伪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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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值计算结果
如图 4 与图 5 所示，分别为等温边界、对流边界
数值计算的结果；如图 6 和图 7 所示，分别为等温边
界与对流边界数值解与实验结果的相对误差。由图 6
和图 7 可以看出，等温边界实验与数值解的相对误
差不超过 2%，对流边界实验与数值解的相对误差不
超过 1%，可见数值解与实验结果较为一致。误差较
大的点多存在于靠近边界的节点。

5 感想与体会
本次大作业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把上课

图 5: 对流边界数值计算温度分布

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真正解决问题的环境中来，
我也在
这次锻炼中得到了很多收获。
拿到大作业后，我思考很久应该用什么语言编
译，最后我选择了 Python，一个我在众多不擅长的
语言中，我稍稍常用一些的。我在图书馆坐了一整天
半，从最简单的三维方程的雅克比迭代法实现开始，
慢慢又实现了高斯-希德尔迭代法、八维方程的顺利
迭代……最后啃硬骨头——大作业，
足足有 192 维！求
解系数矩阵也是一大难题，我从离散方程分类开始，
一步一步摸索，最终程序顺利跑起来，迭代 500 次，
得到稳定，并且与实验结果及其一致的解。我感到莫
大的成就感；在那之前，我从来不相信自己可以独立
实现数值解的编程，
甚至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好任何与
图 6: 等温边界实验误差

编程相关的事情——然而，我做到了！
我从这次大作业中，
不仅得到了专业知识和技能
的练习，更给了我鼓励，让我知道，没有困难是一定
解决不了的，没有什么事情是自己一定做不到的，只
要不骄不躁，沉着应对，让自己潜进去，沉下来。这
对我来讲，是更加珍贵和难得的体验。

图 7: 对流边界实验误差
作者信息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新能源少 71 班学生。

图 4: 等温边界数值计算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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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学习经验荟萃
陈昱嘉，何藻蓁，康洵，徐海涛，沈博阳
所以这一次你就算听了也很有可能听不懂，
然后又告

陈昱嘉：如何有效听课

诉自己「哎呀，没关系，反正还有回放，找个时间补
上就好啦」
。如此恶性循环下去，缺的课程只会越来

整理好自己是开始

越多。及时「亡羊补牢」才是正轨。

不得不承认，在 2 月 17 日开课的那一天，其实

体谅老师，从我做起

很多人（至少我）还没有做好开始上课的准备。我记
得刚开始那会，我就和在过寒假没两样，即使我那天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一定要

满课：早上七点五十才起床，打开腾讯会议在床上上

多多体谅老师。
其实真的有很多老师是第一次接触这

完了第一节课，因为家里人起得晚，十点的那个课间

些会议软件和直播平台，
他们在这个领域可能无异于

吃上早饭。三四节上完课之后，因为家里人 12 点才

「蹒跚学步」
，尽管他们闪退而不自知、尽管他们卡出

开始做饭，就无所事事地度过了一个小时，13 点才吃

电音、尽管他们不自觉的和空气互动，我们也要多多

上饭，等吃完饭了五六节课又要开始了。那个时候我

体谅他们，并给出合理化建议。只有老师和学生共同

真的特别困，但也只能强打着精神把下午的课听完，

努力，才能完成一个两方满意的「线上课堂」。

家里人又是 18 点才开始做饭，等饭做好了晚上的课

何藻蓁：调节状态与心态

也开始了，只能边吃边听……
回顾那一天，
好在老师讲的都是一些导论性的内

调整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

容，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第二天，我就给自己订
好了计划，把什么时候起床、这一天要干哪些事情全

由于所有课程学习都在网上进行，
一天内眼睛盯

部都一一列下来、最后什么时候睡觉。也跟家里人约

着电子屏幕看的时间可能会达到 10 小时或者更多，

法三章，要求 12 点和 18 点必须开饭，否则就会赶不

我有时会出现眼睛疲劳、头晕等状况，所以休息就显

上下一堂课。我还把书桌尽量清开，给自己一个最舒

得很重要。

适的学习环境。

为了改善疲劳乏力的状况，后来我线上学习 1 个

其实我觉得，整理好自己，将自己从还在过寒假

小时，休息 10 分钟眺望远方，看看绿色。坚持居家

的状态里拉回来，是当务之急。当然不需要想我一样

锻炼来改善睡眠质量。同时，改变假期的作息，坚持

大刀阔斧的做那么多事，
你能清楚的认识到现在已经

在 11 点半前睡觉。有了这些措施，我能很明显的感

是应该继续奋斗的一个新学期就足够了。

觉到线上学习更加充满活力了。
最近看到一个关于缓解疲劳的安利，我亲测有

珍惜「课程回放」

效，想分享给大家。彩色屏幕容易使眼睛疲劳，可将

线上学习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便利就是课程回

屏幕调成灰色减轻疲劳（具体操作：设置 → 轻松使

放。这使得哪怕你第一次没有听懂，甚至因为某些特

用 → 颜色滤镜），看着虽然有些不习惯，但眼睛的

殊原因没有听，你都还有再听一次的机会。并且，你

确轻松了不少。

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速度去针对性地去听某一部

配合老师，给予积极回应

分（比方说有些课程我就喜欢 1.5 倍速播放）
。如果你
是课上记笔记没记完，想课下补充，
「课程回放」是很

网络教学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存在，
比如网络延

好的选择。如果你是课上某一个小知识点没听懂，
「课

迟，网速太慢等情况。老师进行线上授课的同时时常

程回放」也会帮助你。

担心学生是否还在线，课堂是否卡顿等问题，所以不

但是，不要因为有课程回放就想着「反正有回放，

可避免的就需要师生互动。我们在网线这一边，更要
积极配合老师，给予回应与建议，促进课堂良性互动。

啥时候听都一样的嘛」
。不！这不一样！因为只要你
想了一次，你就会想第二次、第三次……很快，同一门

最后我想说，在家进行线上学习最重要的还是

课程的下一节课又开始了，因为上一次课你还没听，

49

调整心态，尽快从寒假生活中抽身出来，进入开学

Journal of Zhufeng
上课的状态，而不是一天结束后又埋怨「又荒废了一

决它，这就是著名的「服务生效应」
。准备一道做了

天」
，
「害，在家难以静下心来学习」。

一半的高数题或者物理题，每当你走神的时候，就去
做这道题。由于想要做完的焦虑，你会迅速回归学习

相信我们不久将战胜这场防疫战，
天寒地冻不会

状态，大大降低走神的影响。

长久，春风正在来的路上。

最后，
希望大家能够在家度过一段充实的学习生

康洵：与「走神」斗争

活，切莫荒废时间。送君一席语：虽然你平时走神的
样子很靓仔，但考前通宵突击的样子真的很狼狈。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疑惑：
新的一天网课生活又拉
开了序幕，忙忙碌碌了一整天，回过头来却发现效率

徐海涛：如何提高生产力

低下，大把大把的时间仿佛遁入了黑洞，感觉自己根
本没做多少事情。走神往往是时间的一大杀器，具有
不可视、无意识、高频率等特点。要实现高效学习，
解决走神这一拦路虎是关键。

Time First
学习时间是生产力的根基。
在不能保证足够长的
学习时间之前就不应考虑提升效率的问题。
我们大部

走神是人的生理本能

分同学都有过类似的想法或体会：例如我们偶然某次

你正在专心学习，学了一会，挠挠头发；又学一

通过略读与浏览缩短了读完一本书需要的时间，
便自

会，咬咬指甲；再学一会，看看手机……一旦开始学

然地想在以后用类似的方法节约出更多的时间去做

习，没过几分钟，就想做点什么来消遣一下，是不是

其他的事情（很可能与学习无关）
。久而久之，浏览的

很真实？人的大脑会鼓励我们走神，每当我们完成上

速度会越来越快，
直到最后变为了「量子波动速读法」
，

面这些「走神任务」
，就会获得一份多巴胺奖励，让

除了让脑袋凉快一些并没有任何效果。因此，在开始

我们爽一下。正所谓一时走神一时爽，一直走神一直

阶段宁愿先放弃一些学习效率，
也要保证有足够长的

爽，这样的恶性循环，将会严重影响学习效率。

学习时间，避免一味地追求效率最终却一无所获。
实际上提升学习时长的方法随处可见：
午睡少睡

珍惜时间，远离手机

10 分钟，把下午茶时闲聊变成下午茶时看书，适当减

玩手机绝对是 SSS 级走神事件，只要你拿起手

少不必要的出行……诸如此类。不要抱怨时间紧张，

机，很可能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都将回归虚无。

有抱怨的时间早已经可以找到挤出时间的方法了。

管理好手边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应对手段。
如果你

换换脑子

学习时并不使用手机，不妨将其「打入冷宫」
，让它

做好第一点之后就可以开始考虑如何提升效率

离开自己视线，眼不见为净。这样一来你想要玩手机

了。
「换换脑子」就是提高效率众多方法的代表。做

的欲望和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另一个对付手机走神的好方法是关掉所有无关

一件事情累了就换一件接着做，
劳累感很可能会减少

APP 的推送或者直接静音，不然就会出现下面的”惨
剧“: 你兴致勃勃翻开作业，刚写了两笔，QQ 未读
消息 99+，你能抑制住那双蠢蠢欲动的手吗？当你关
掉绝大部分推送，世界瞬间清净，曾经灭屏 5S 就亮

许多。这里的「换一件」范围很广，可以是从学高数

的手机摇身一变成为了安静的代名词。

DDL 是第一生产力

换到准备四六级，也可以是从学习换到锻炼。不管从
哪里换到哪里，
都别忘了最终的目标是提升学习的生
产力。

当然，在这个特殊时期，很多课程的教学和通知

机器是冷漠的。
纵使你作业提交的时间比截止时

都要借助手机来完成，对于上课时间，手机自然被占

间只晚 10 秒，也会被平台无情地记为「逾期」
。因此

用，
我们要做的只不过是制止自己想要切换应用的冲

在线上教学的这段时间中，DDL 催促我们按时完成

动，不断对自己进行灵魂拷问：对于其余时间，不妨
自己规定一个看手机的时间间隔，比如 1 小时一次，
并且只看看有无重要消息，
这也将大大降低你浪费在

任务的效果犹为明显。
正如诸葛大力在《爱情公寓 5》中所说，
「Dead-

line（截止日期）并不能帮你提升 quality（质量）
，只
是给了你交一大堆 trash（垃圾）上去的勇气。」然
而有时，DDL 确实能让我们做作业的效率快到飞起。
因此我们应当做好提前计划：既要发挥 DDL 的积极

手机的时间。学会对手机说不，那么学习效率自然会
大大提高。

合理利用焦虑感
「还未完成的任务」在人脑中有着相当高的优先

作用，通过它在主观上给自己施加适当的压力，加紧

级，
你会产生一种迫切的甚至于焦虑的心情去速度解

计划的进度；又不能每天只靠着它从床上爬起来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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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口气写完作业。只有这样才能让 DDL 这个「鸡

房、客厅听课，至少要有张桌子，桌子上有个本，本

肋」变成「食之有味，弃之也不惋惜」的东西。

上有枝笔。
（当然根据个人喜好，电子笔记也未尝不
可）其次也要尽量在家中最大的屏幕上收看网课，能

走一步，再走一步

用平板不用手机，能用电脑不用平板，能用电视或投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没有人能同时处理所有的事

影就不用电脑。这样一来是保护视力，二来也有助于

情。
「一口吃不成胖子」
，当你通过知乎等各种途径了

保持听课的专注。

解了很多鸡汤式（包括这篇文章）的学习方法后，
脑子

第二是上课认真听讲，勤做笔记。利用好互动区，

里光想着怎么去运用这些方法就会占用你的精力
（而

既然不懂就问，积极讨论；又要注意弹幕礼仪。

且这些方法肯定不全是适合你的）
，最终适得其反。最

第三，预习、复习、作业等课下该做的工作，平

好的办法就是走一步再走一步，即先试用一种方法，

时就很重要，上网课期间更要注重，尤其是对于一些

将它变为习惯后再开始使用另外一个。
如果试用有一

比较「硬核」的科目。上课前翻翻教材，下课后翻翻

个周期的话，我建议是 7 天（这与习惯的养成周期有

笔记，不懂就问，这是绝大多数人知道自己应该做，

关）
。

但大多数人做不到的道理。因此，在学习上看似轻松

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些方法与「居

但成绩突出的人也总是少数。
作业则更要保质保量及

家」并没有很大的联系，它们在返校后同样适用；但

时完成，不要在 deadline 的最后一刻考验思源学堂

是如果你能利用这些方法提升居家生产力的效率，
返

的带宽。

校后你的学习生产力自然会「更上一层楼」。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则是规律作息，合理膳食，
加强运动；多看新闻联播，少上微博微信，遇到问题

沈博阳：西交学子当自强

与困难及时疏导，保障身体与心理双健康。在这场特
殊的战斗中，家是许多逆行者回不去的故乡，在我们

这场突如其来的在线学习的浪潮，对于广大学
生、老师、家长、服务器而言，来得都有些猝不及防。
除了「五星分期」的钉钉，致敬西迁时期的西南联大

则是战壕。因为疫情，爸妈陪在我身边，同样稽留在家
的表哥成了我的同学，外婆保证我美味的一日三餐。
我在我的书房里找到了学校图书馆的感觉，
享受到了

的雨课堂外，
网上也有舆论质疑目前线上学习的实际

从「宿舍」一跃而起就到「教室」的便捷以及和家人

效果。但是笔者个人认为，对于线上学习的效率的担

共聚的欢乐时光。

忧主要是针对广大一见到手机平板就如饥似渴的中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修我戈矛，与子偕行。
」国

小学生的，而对于大学生乃至研究生，尤其是我们有

难唤英雄，大疫面前，流量明星嚣声渐退，而挺身而出

理想、有担当，有目标，有自律的西交学子而言，只

的则是科学家、医生还有教师！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

要掌握了一定的技巧，稍加摸索，稍加练习，就不难

梁，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无志枉少年。通过网络，在抗

达到媲美乃至超过线下的学习效果。

疫的同时，我们一样可以完成西交学子的学习使命。

我们传承先辈西迁精神的西交学子，
认认真真上

锻炼身体，开拓眼光，养精蓄锐，厚积薄发。世界待

好每一堂网课，不因为疫情而降低学习的质量，为未

后生。

来更好地服务社会储备知识，
才能对得起抗疫一线工

作者信息

作者们的无畏坚守与巨大付出。对于学生而言，在线
学习中的方法和经验可以有很多，八仙过海，各显神

陈昱嘉 西安交通大学数学试验 81 班学生。

通。
但在此只介绍几点笔者在个人实践中认为比较关

何藻蓁 西安交通大学化生试验 81 班学生。
康洵 西安交通大学越杰 91 班学生。

键的。

徐海涛 西安交通大学少年 86 班学生。

第一，上网课也是上课，上课就要有上课的仪式

沈博阳 西安交通大学少年 81 班学生。

感。建议大家在保证网络质量的前提下尽量选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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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周培源力学竞赛总结（上）
团体赛「理论设计与操作」项目

朱相辰
要是因为建材和连接件的差异，
以及实际制作中会出

1 前言

现的问题。
我们备赛中用木筷和大头针制作了两个高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自 1986 年来已经
举行了十二届。最近一届即 2019 年的第十二届大赛。
目前大赛两年一届，分为个人赛和团体赛两部分，其

60cm 的四边台体木架。第一个木架制作于备赛初
期。我们将木筷分为用于主承力梁和连接梁两类。四
根主承力梁分为两层筷子，并错开半个筷子长度后

中团体赛又分两个单独的项目，分别为「理论设计与

钉起来。由于一双筷子对一侧的抗弯性差，因此我

操作」以及「基础力学试验」两项。

们认为用两层可以保证对两侧抗弯性都能得到保证，

竞赛涉及理论力学以及材料力学相关知识。
个人
赛形式为笔试，于春季学期举办；团体赛举办在暑假，
由各参赛高校从本校个人赛参赛者中选择参赛代表

且不会有多余的重量。错开连接，也是为了避免头
尾相连不可靠的性能和连接难度。连接梁分为横杆
和斜杆，要注意的就是斜杆的连接顺序，以保证力

参赛。作者与另外三名队员参加了举办于八月初的

能向下传导，以及连接节点的选择。

「理论设计与操作」项目。本项目共有四十多所高校参

第一个木架我们四个人用了整整一天半才制作

与，我校取得了全国二等奖（第五名）的好成绩，也是
我校继第八届团体赛取得三等奖之后的第二次获奖。

完成。虽能承重，但由于加工问题而稍有不对称，对
性能造成了一定影响。原因一为操作不细心不熟练；
二为最终的主梁连接需要悬空在木筷上订大头针，
没

2 备赛

有操作平面锤子无法发力而造成了很多偏差；三为将
大头针锤进木筷十分低效，耗时更耗力。力量过大则

从七月中旬小学期结束到八月初参赛，
我们备赛

大头针被锤弯，导致难以继续深入直接作废；力量过

的时间只有短短两周多。从早到晚，四名队员都积极

小则毫无进度，根本锤不进去。

备赛 (1) 。另外三名队员中，孔令辉和冯源昊是我同
届钱班的，林嘉毅是同届力学的。跟我们一起讨论，
指导我们，
提供材料和训练场所的是指导老师张亚红
老师和刘书静老师。
我们的备赛，主要是按照往届赛题进行训练。
「理
论设计与操作」项目对动手制造能力要求高，纯理论
计算的赛题是少见的。参赛队员需要熟练掌握锤、锯、
钻等工具的使用，并制作出赛题要求的结构，且能满
足承载或行驶等特定要求。除了制作外，我们还需总
结制作中的经验，以供后续参考。根据往届赛制，通
常为四个赛题，
每个赛题一个上午或下午的制作加测
试时间。

基于第一次的教训，
我们在第二次制作中总结了

搭建结构是常考的赛题，比如只用木棍/木筷和

经验并改进了制作过程。最大的改进是利用电钻事

大头钉/大头针搭建一个一定高度，并能达到最大限

先在要订入大头针的地方钻孔。
孔直径只需比大头针

度承重自重比的木架结构。
这本质上其实就是理论力

稍小，
就既可保证大头针能在不被损坏情况下轻松订

学中的桁架结构，但如何减去不必要的重量，如何合

入，也不会因为孔太松而无法固定住大头针。有了这

理地加固某些受力危险点，如何固定和连接，这些问

项改进，制作速度变快了，制作精度也变高了，成品

题就不是理论可以完全解决的。结合实践的原因，主

不再不对称，制作时间也卡在了一个上午之内。

(1) 而另外三名队员更是要兼顾航模队的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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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二题：压扭装置

除了传统木架外，
只用打印纸和透明胶制成的结
构也有研究过。经过摸索，我们发现能轻松制造出来

本题提供了碳杆，
冰棒棍，
托盘和砝码。题目要求

的最强纸结构主要都是纸筒结构。
纸筒必须卷到最紧

是利用碳杆和冰棒棍制作也各能将托盘置于顶部的

后用透明胶固定最外层，
这样就能在内层趋于舒展情

架子，且架子受向下压力能够旋转，撤出压力能恢复。

况下使层与层间紧密贴合，抗弯能力较好。多个纸筒

整个装置包括托盘不能超过一个高 30cm 直径 30cm

模块并联可进一步提升抗弯性。另外，在纸筒上用电

的透明无盖圆柱筒的尺寸。

钻钻出所允许最大孔后，
可用更小纸筒制成的纸插栓

砝码共有两个，
一个 200 克一个 500 克，
分别置于

横向固定纸筒，以此来制作更复杂的纸架结构。

托盘上后测量高度压缩量和转角度数。分数仅在 200
克转角超过 8 度有效。取平均压缩量，平均转角度数，

3 比赛

装置重量，及初始装置高度 𝑑, 𝜃, 𝑤, 𝐻 ，则分数有如
下计算公式，

比赛在清华大学举行。
本届比赛赛题上的一个改
动是把两道题改为一道全天赛题，
这项改动相较以往

𝐴=

更考验选手专注力。比赛用的工具自备，选手进入各

𝜋𝜃𝐻
𝐻
, 𝐵=
, 𝑆=𝐴 𝐵
180𝑑
𝑤𝑑

𝑆 即为最终得分，
经过归一化后改为百分满分的形式。

自赛场后需上交手机，
赛题也只有开始比赛时才能得

拿到题目后，我们立即就有了思路，最终成品如

知。
本届跟以往另一个不同，
是允许选手使用自带的

图所示，
通过数根倾斜的碳杆在承担竖直压力的同时

不联网的电脑。
得知消息时曾认为可能会用到分析软

产生水平分力，在水平面内产生力矩使圆盘转动。这

件之类的。不过事后拿到赛题才发现，并不需要使用

个原理很简单，后来我们也没有其他的争议。虽然也

任何软件。

有想过制作四边形的扭框，
但在初始计算时发现三变

3.1 第一道题：圆柱自停

形的角度转动更大，故采用。

第一道题，是改造一个塑料圆柱筒，在不对外表
面进行加工，改造不超出圆柱筒尺寸的情况下，于起
始点释放，最终停在一个悬臂梁木板上。板一段固定
在课桌上，伸出桌面 80cm，宽 30cm。在保证圆柱停
下后木板自由端有一定挠度，
且圆柱筒不掉下板的情
况下，距离出发点越远分数越高。另外将圆柱筒静止
放于板自由端所产生的挠度越大，加权也越高。
此题是我们最不正经的一道题。
起初我们也是考
虑了通过滑或者滚的方式，
通过圆柱筒内部装置消耗
能量以达到最终停止的目的。赛题有提供粘土，铁砂，
钢珠，橡皮筋，有机玻璃板等。原本计划通过筒内配

整个制作也没有较大难度，但也遇到了一些困

重的滚动来将能量通过摩擦和向下撞击来耗散掉，
但

难。由于碳杆是斜向插入木棍的，故钻孔作业是斜着

最终装置重心偏心太严重以至于无法滚动一圈以上。

的，对精度和操作难度到来了一定挑战。再加上碳杆

另外如果给了一定的初速度，
则会发生越往自由端滚

长度，最终成品是明显不对称的，只能依靠调整托盘

动，木板弯曲程度越大，越停不下来的情况。为了对

位置来平衡。
第二点是转角直观观测上过大，
导致 200

时间进行妥协，
我们最终采用了最原始的人工操作方

克砝码仅刚刚超过 8 度，差一点就没分了。事实上我

法：筒内加入由粘土固定的配重而不让圆柱筒滚动，

们制作了多个装置，
在时间结束前也一直在摸索转角

在人手推后通过纯滑动的形式消耗动能并停在梁上。

更大的方法，但未保险起见还是用了最初的装置。

最终的成绩不如练习时理想，但至少成绩是有

最后分数算出来有八万多分，
大家都很懵也没想

的。满分一百，成绩几十，单项排名十名左右。赛后更

到分数这么大，连测验老师也惊了，一度使我们以为

是发现，绝大部分学校连分数都没有，成绩为零分。

这道题稳了，铁定高分了。结果第二天发现第一名分

事后分析，
认为挂蛋学校八成吊死在靠筒内运动装置

数竟超过三百万，我们又懵了。归一化后我们分数只

耗散能量上了，
而没有改为采用手动操作这样看似羞

有 0.71 分，却排名第八。排名第二分数也只有 30 多，

耻的方法。为了在限时内完成任务，且不违反任务要

而十几名以后的分数都四舍五入为 0 了。

求情况下，任何能达到结果的方法都是可行的。

事后分析，
认为第一名应该是用更激进的设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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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角极大。由于重量项在最终分数中仅为开方反比，
故更多的旋转结构是可行的；另外压缩量项虽为 4.5
次幂反比，但只要转角压缩比够大，转角项将使 A 值
极高。结果虽震惊，但我们调整一下心态就去参加下
一道题了。

3.3 第三题：记里指南车
最后一道题是全天题。
本题先播放了指南记里车
的视频。材料有纸板、各种齿轮、轴等。题目要求很简

4 总结

单：一天时间内制作指南车和记里车。满分 180，按
测试中指南和记里的误差扣分。
可做两辆单独功能的

最后一道赛题结束后就公布了比赛结果，
我们西

小车，但若将两功能集合到一辆车上可获得 20 分加

交大最终是第五名二等奖的好成绩，
相比于之前两届

分。

的优秀奖进步很大。不出所料，在第二题扭转装置中
虽然我们完全没有练过，
但指导老师张亚红老师

第一名满分的南航得到了第一名特等奖的成绩，
毕竟

曾建议我们练习时制作一个指南车。
由于材料不足最

那道题拉开的差距太大了。

终并没有在练习中制作，
但我们还是查了一点指南车

出乎意料的是，对于前两道赛题，几乎所有学校

的资料。
而我直接把整个指南车的工作原理完全搞懂

都至少有一道题是挂零蛋的。
包括单项第一名的两所

了。实现指南车功能的是差动轮装置，其结构和运动，

学校，他们另一道题也都是零分。第三题由于是按误

我深深刻画在脑子里。关于差动轮，以及指南车的轴

差扣分，
而且也没有掉出比赛区域导致零分或者归一

距与车轮直径关系等，在这不再累赘。

化导致一家独大的情况，反而大家都有不错的分数，

记里车的思路相对简单，
而我对指南车差动轮的

大多在 160 以上。实现了一车两功能并满分的队伍

结构十分自信。
故我们决定先制作两个功能分开的小

也有。

车，记里车由孔令辉负责，而指南车由我负责，冯源

我们队伍是少有的三项都有靠前的排名和分数。

昊提供技术支持。

虽然每一项都不是最好的，但我们发挥稳定，以能实

材料中提供了激光切割的纸板齿轮和车轮，
但发

现功能为第一目标，
在此基础之上再去减小误差提高

现它们在齿数和直径上并不适合我指南车的设计。
故

分数。该妥协的地方绝不犹豫，宁可不拿高分，也得

我单独从纸板上锯出我所需要的车轮。
钢轴的数量也

先完成赛题能拿到分。排名靠后的队伍，大多前两项

不是很够，但由于有一些用不上的长轴，我们就用带

都没拿到分数，而最后一题反而不能拉开差距。

来的钢锯将轴锯成几段使用。差动轮思路有了，制作

对于我个人，
本次比赛也是一次让我体会到实践

起来其实很快，我仅用半天多时间就基本做完了。

重要性的经历。指南车项目中虽然制作顺利，但由于
跟轴承和齿轮相关的训练较少，导致齿轮咬合不紧，

吃完午饭后我就一直在尝试将记里功能整合到
指南车上。虽然可以手动实现功能，但考虑到测试时

车轮打滑等情况频发，
才有了后来放弃一车两功能的

只能靠车轮摩擦力提供转动内部结构的力矩；而记里

妥协。另外 502 胶的训练也相对较少，因为此前训练

装置让原本就勉强能不打滑的传动装置更容易大滑，

主要用胶带和钉子来固定。
关于 502 胶，三个赛题赛方提供了三个不同牌子

故最后放弃。最终测试误差都还理想，180 分只扣了
几分。比赛到这里也圆满结束了。下图为最终的指南

的胶水。其中指南记里车中使用的 502 流动性极强，

车和记里车。

也不好凝固，导致胶水多次流到手上，浪费了很多时
间清理。
流动性极强的 502 还渗入了轴承固定套处，
这
也是导致车轮无法很好的驱动装置的因素之一。502
胶的经历可以是最令我无法忘却的了。
不过有付出就有收获，
这次比赛也是包括我在内
四名队员，以及两位指导老师集体努力的成果。希望
以后的比赛我们学校能够创下更好的成绩。
作者信息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力学少 71 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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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字体开发日志
韩意
随手找个字体来看看……（经典标宋繁）

注：本文涉及人名可能为化名。

1 介绍
要从 18 年末的某天说起。笔者于当天忽感手部
严重不适，伴有间歇性抽搐，在校医院与自身调节能
力中选择了后者。疼痛引发笔者的思考，思考导致笔
者的迷茫：
「如果以后不能提笔写字，那么自己手书

身为开发人员，自然希望自己做的字体越全越

的生命是否也随之终结呢？
」看了一集柯南，笔者找

好。但是这三万个字实在吃不消，换简体。简体七八

到了答案。这集叫《贝克街的亡灵》
。信息时代想使

千个字。（此处为经典细黑）

一件物品避免消亡的办法就是将其数字化存在云端，
于是笔者萌生了「把自己写的字做成字体」的想法。
当然这么做也掺杂着些许私心和玩笑。众所周
知，
有的课程要求上交手写的文稿，
以作评分之用；然
可以看到字体文件内部是按 Unicode 码排布的

而这类课业动辄千字起步，评分标准甚至也有「卷面」
一项，让人不禁梦回初高中时，作文考场上的一字千

字，那么我们按这个顺序写就行了。当然，由于笔画

金。笔者不禁遐想：如果拿打印出的手写体交给老师

粗细的原因，我们打印出来是要媲美真正手写的，所

会怎么样呢？于是一个电话喊来了酒肉朋友俞济若，

以写样板时也应该照着手写的尺寸。
笔者的手书尺寸

告诉他要做一个打印出来是自己手写那味的字体。
他

和四号字体相仿，于是打印了 5mm 宽（比四号字略

的表情从怀疑到震惊只用了 3 秒。当着他的面把字

大）的网格，下边留了几行订正备用，再把字挨个填

体名称设置为「韩意-俞济若字体」
，系统说不行，只

进去。有时候笔误之类就可以在下方补上。一张纸印

能 6 个字；于是改用了我们的缩写，叫「HY 字体」
。

了 22×22 的方格，最后写了未满 16 张纸。

3 开发过程

2 准备工作

其实写完第一张纸就迫不及待想试试效果了。
首

手写体的精髓在于手写，那么问题来了：从哪个

先我们将稿纸扫描（或者手机拍，但容易光照不均）
，

字、以什么顺序开始写呢？

注意要保证精度（学过图形学的同学都知道过取样的

要想做一个字体，
首先要明白计算机显示字体的

作用）
，如果像素不够则会导致做出的字模无法体现

原理所在。(1) 汉字在计算机的字符集中采用 Unicode

笔画关系。接下来将扫描件放入 PhotoShop，调节一

码储存，这是一种 16 进制的编码，又叫万国码。其

下亮度与对比度，尽量使笔画不会缺失或者缺角；然

厉害之处就在于现有所有国家的文字都可以用这套
编码统一表示。里边给中文划的地盘是 4E00-9FBF，
十分给力，总共也才0000-FFFF。我们打出的字对应

后转化为位图，也就是黑白点阵图。当然，为了保证
打印的结果要尽量贴合手写，
笔画的边缘不能太过平
直。

Unicode 码，计算机根据这个码在字体里找到对应的
字，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宋体的字库是常用字体中最
全的，
所以我们经常见到一行别的字体文字中出现一
个不和谐的宋体字，就是因为字体库里没有收录。
首先配置环境，准备工作：位图处理软件 Font-

Lab ScanFont 5、字体编辑软件 FontLab Studio 5。
(1) 计试的快回来，保证不讲《组成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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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位图放入 ScanFont5，
分割成不同字体部分 (2) 。
选择同一个字被分裂的部分，整合它们（笔者设置了
快捷键，效率大大提升）
。如果不整合的话，以「时」
为例，导出时会发现「日」和「寸」分别占用了一个
编码。虽然可以把它们贴到一起，但无法复原手写时
它们的相对位置。

5 后记
某日韩昭对俞济若说道：
「北宋时期的毕昇，用

值得一提的是，
位图在此步骤之后处理为汉字轮

胶泥塑造出汉字的形状，
印刷的速度在当时没有能与

廓的矢量图。

它相比的。现在的技术每天每月都有新的变化，但这

这也不是最终的编码。
有时导出会发现里面含有

种想法也是可以借鉴的。」

意义不明的小黑点（被误认为「字块」
）占用编码，则
会造成混乱。因此笔者拿来一个现有字体的副本，将

俞济若高兴地说：
「确实是这样。北宋的印刷工

导出的字体覆盖上去（借用现有字体的框架）
。同时

人需要通过贴的标签来找到对应的字，
而现代的计算

可以进行一些角度、大小等微调工作。笔者根据喜好，

机需要通过识别出的编码，
从而在字库中把汉字精确

把所有字的重心下移，使之观感更为稳重。主要是重

地取出。」
韩昭问：「这样的编码是如何创造出的呢？」

复工作。搬运完成之后还需要借助 FontCreator 软件

俞济若回答：「美利坚所开发的阿斯克编码 (3) ，

把字体名称改掉。

只局限于拉丁字母之类字符的使用，
这种局限就好比

4 测试记录

一片叶子遮蔽了视野而看不见背后的泰山一样。」
韩昭感到奇怪：
「为什么要统一这种表达方式呢？

本字体制作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开工，其间由

每个国家地区根据自己的语言采取不同的系统，
这样

于准备考试，中断了一段时间，并于寒假复工。2019

不行吗？」

年 2 月 10 日初步完工。在个人电脑上实装后效果如

俞济若说：
「战国的七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货币和

下（以《珠峰学报发刊词》为例）：

文字，就连马车的规格、容量的多少都不能达到一致，
战乱持续了两百多年才得到停止。
东晋南北朝时期加
起来也是二百多年，
大大小小的杀伐动荡直到隋朝建
立才结束。这种情况是我们所不愿见到的吧！史书里
由于不统一而引发的祸患，恐怕不能说是很少吧！这
样的祸患，就算在今天也是可以看到的。担任了统一
西洋、东瀛和华夏的文字编码这项任务的尤氏码 (4)

在试用期内发现有个别录入的遗漏，如「欧」字。
为了节省成本，就拿了左右两个偏旁部首拼在一起，
仔细看可以看出。

，不能不说有非凡的价值啊。」
作者信息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计试 71 班学生。

笔者在 Typora 中也使用了本字体，效果如下：

(2) 软件有一个阈值设置，不低于此阈值则认为其是一个独立的部分，否则并入周边区块。
(3) 指
(4) 指

ASCII 编码。——编者注
Unicode 编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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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张誉月
她，满载着历史的风尘，从远古走来；
她，时而坚如钢铁，时而柔情似水；
她，既能以史为鉴，借古讽今，又能化腐朽为神奇，见证世界的奇迹！
——这就是魅力无穷的精灵，文字！

我上前问道：「你可是仓颉先师？」

一、对话仓颉

他继续画着我看不懂的图案，说道：「是阿。」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道:「那你，还

「好好学文字，就可以和很久以前的人对话。」

在造字吗？」。

这是很小的时候，
有记忆以来的第一位语文老师

「不用了，我造的汉字，言有尽，意却无穷。」

告诉我的话。我那时候不信，很久很久以前的人，早

他终于回头，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却有一种说

已经不在了，还怎么说话？

不出的熟悉感觉。

但是我还是听了老师的话，但不是为了和谁对

见我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他笑道：
「这世间的一

话，单纯的为了分数而已。就这样，我很认真的在学

切，都可以用汉字的寥寥数语描绘尽致，不是吗？你

习语言和文字，
直到可以轻易背诵那些三百首之外的

最喜欢的那句『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唐诗宋词，
见到美景名胜也能不经意吐出几句意境相

是文字让爱有形；你小学背过的『姑苏城外寒山寺，

合的篇章，开始看懂一些同龄人不愿翻开的书……

夜半钟声到客船』是文字让恨有声；中秋时节家家争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合上《淮南子》的那天晚上，

唱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文字让情相

我看到了天上下谷子雨，听到了一些很凄厉的声音，

通；关于故乡人尽皆知的那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

眼前还有一位弓着腰在地上画着什么图形的老者。
忽

出阳关无故人』是文字让愁知味……如此抽象的情感

然想起来书中的一句：
「昔者仓颉造字，天雨粟，鬼

都可以描绘的如此具象，
还有什么是文字传递不出的

夜哭。
」我好像明白了我在哪，他是谁。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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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愣住了，我没想到，眼前的老者如此了解我，

此情此景。或许，唯有文字，使代代乡愁化作长流水，

对于文字的发展和迭代也是如数家珍，
果然不愧为文

淌过千年，在人们耳边轻柔的回响。时至今日，
「渭

祖。我想了想，问道：「你为什么要造字呢？」

城朝雨、阳关故人」八个字，依然让几千年来的世人

仓颉只是微笑：
「我见过太多的遗忘，很多故事，
需要流传下来，很多人和事不应该被忘记，我们的过

无不受他的思想所浸染，牵起千丝万缕的思乡之情。

文字——满载力量的巨擎

去和记忆，要能保存下去。最后，人类的文明需要迭
代和累加，唯有如此，才能造就伟大的文化和民族。
」
我好像懂了什么，但是又没有完全明白，我又接

红灯绿酒，车水马龙。大都市让人们的灵魂跟不
上他们行走的速度。很多时候，人们走的太快而忘记
的，需要某种力量去提醒。繁华地段，广场上有一个

着问：「那你最满意的的字是哪一个呢？」

盲人在乞讨，面前竖立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我是

「中华文化的每一个字都是完美的，一位智者用

盲人，请行行好」
。行人个个脚步匆匆，虽人头攒动，却

我创造的『道』字提出了他的思想，影响深远；一位

无人驻足。一个路过的女士感念此情此景，翻过那块

圣人用『仁』字著书立说，将仁爱写进我们民族的血

牌子，重新写了一行字摆在盲人的面前。虽是细微之

液，一个『梦』字吸引了多少人为之奋斗终生；一个

举，可不一会儿，盲人面前的铁罐已装满了零钱……

『情』字又写出了多少痴儿女年轻时的迷局……汉字
没有优劣高下，只看人们如何去阐述，如何去解读。
」
先师的几番话让我彻底体会到了我对于文字的

原来，牌子上写着「今天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可惜
我却看不到！」
看，小小的文字竟蕴含如此巨大的能量。她可以

认知和追求是多么的狭隘，我只是为了分数而已，却

是拨云见日的阳光，深深地触动人们的心灵，她也可

忘记了文字拥有最强大的力量，
最深刻的意义和最灵
活和广泛的运用。而这些，恰恰是汉字最动人的魅力。
「那你可以送我一个字吗？」我迫不及待的问出

以是刺向黑暗的利剑，把社会的罪恶披露得体无完
肤。
鲁迅先生，正是洞悉到了文字的力量，毅然弃医

最后一个问题，可是，我发现仓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

从文，利用文字，呐喊高呼，觉醒民众，有力地推动

经消失了……周遭的世界也安静了下来，天上也不再

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不愧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旗手！

降谷雨。我开始回忆他的容颜，虽然还是没有一点印
象，但是那种熟悉的感觉，像极了我儿时的一位老师。

文字——穿越时光的永恒

带着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扭头准备离去，就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中国封建

在我转身的一瞬间，
忽然看到仓颉方才在地上画的那

社会的百科全书《红楼梦》
，众多千古绝唱的唐诗宋

片图案……

词，无数唯美动情的散文名篇，无一不散发着文字的
魅力。人生一世，功名利禄，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唯

依稀可辨的，是一个「爱」字。

有那些精神化身的文字，穿越时空，流芳百世。时空

二、赞美文字

流转，万物更迭……中国的文字，经历了多少的演变：
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再到今天的楷书，却一直

文字——承载思想的方舟

绵延不断，流传至今。这些文字，承载着人类的进化，
文化的传承，历史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她打破了时

古人曰：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徜徉诗书
山林，神交古圣先贤，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

间和空间的束缚，让中华民族的文化一脉相传……

自己的修养见识自然会水涨船高。故今有人言：
「世

我爱文字，她是人间真情的传播者，是社会黑暗

界是一部伟大的诗篇，
而我们的思想则是这诗篇里的

的批斗者，是智慧与力量的化身，她代表着思想，代

文字。」

表着智慧，代表着经典，代表着永恒……她温柔了岁

是的，
文字承载着思想，
虽白纸黑字，
却目光如炬，
直透人心。余秋雨曾这样评价王维的《渭城曲》
：
「文

月，惊艳了时光！
作者信息

字，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电气钱 81 班学生。

的故乡。
」斯人已逝，昔景早已不复旧，不变的，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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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浅赏黄庭坚《题苏轼寒食帖跋》

祝启灏

图 1: 《题苏轼寒食帖跋》
宗白华先生曾说： 「中国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书

美 学 大 师 朱 良 志 认 为， 舞 的 精 神 贯 穿 中 国 艺

法，书法的根本精神在乐，而乐是伴着音乐的节奏在

术，原因之一便是书法艺术有重视线条的倾向，而

跳舞。高妙的书法，就像是一个个舞者。
」且看黄庭

舞的精神赋予了线条律动，如同上文提到的「鲁」

坚这幅《题苏轼寒食帖跋》
，笔法恣意奔涌，一个个

字，「似」、「到」、「此」、「为」、「之」等字

遒劲饱满的汉字宛如行走于宣纸上的灵魂舞者，
在跳

也尤为明显。这些字似乎已脱离了传统艺术的条框，

动着梦幻的华尔兹。

以我愚见转而有了半行半草的趋势。如果说楷书是
端庄秀美、庄严肃穆，行书是灵动活泼、生机盎然，

这幅作品的全文为：

草书是笔力奔涌、浑然天成，那么黄庭坚这幅作品
东坡此诗似李太白，
犹恐太白有未到处。
此

便既有行书之灵动，又能不经意间流露出草书的狂

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

放与动感。线条仿佛踩住了节拍，跟对了节奏，正

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

随着一曲惊鸿翩翩起舞，拥有了无比的魅力。

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再看作品的后半部分，若是将其与前半部分对
比，后半部分的笔法则更加奔放了起来。东坡的「坡」

瞧那狂放的「犹」字，偏旁处毫不掩饰的连笔尽
显黄鲁直内心的狂放不羁。
「处」
、
「杨」二字笔画较

字与下面的「或」字，尽管在空间上都产生了位置的

多，但于繁复之中却别有一种整体端庄之美。从「鲁」

偏移，看似突兀，却使紧张严肃的汉字排列有了一丝

字那好似波浪跳动的一横中似乎可以看出，
黄庭坚并

别样的动感。最后一句「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撇

未刻意追求书写的横平竖直，
也并未刻意追求传统行

开书法的角度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诳语。脑中倏然

书的玲珑秀气，
甚至对于字体大小鲁直也并未刻意追

有了一种形象：黄庭坚与苏轼泛舟赤壁，袒胸露乳，

求其完全一致。试问，伟大的作品又何必要追求形式

豪放饮酒，谈天说地，把酒言欢，吟诗作赋，你来我往。

上的拘泥呢？

于无佛处称尊该是一种怎样的心境？任天地浩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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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富贵优游五十年，且把人间功名，换作低吟浅唱。

了解黄庭坚身世之人必会听说他在仕途宦海中

最后的「佛」字有意的拉长，与下方的「处」字有了

的曲曲折折，四处奔波辗转，数次贬谪发配，甚至未

明显的距离，
本不该是空格留白的地方却更能显出作

听到皇上的诏书便客死他乡。
但是我们却又不得不瞠

者写下那大大的「佛」字之后心中的快意与禅机。若

目于他在逆境中的胸怀。在逆境之中，他仍能以佛自

选择一词来描述黄庭坚，描述黄庭坚的书法风格，我

居，甚至在这封给友人苏轼的信中，没有半点凄怨哀

愿意选择「心有猛虎」————鲁直的内心住着躁动的

婉之意，这便是黄鲁直。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

猛虎，笔随心走，透过他留下的墨迹，仿佛也能见到

看不穿。从这幅字作里，我分明看出一种倔强，在许

这样一只猛虎。

多字收尾的处理上，鲁直直接选择了大开大合，甚至
笔墨的浓淡也清晰可见。字里行间里，与友人真挚的
浓情也毫不掩饰地在笔尖流淌。如此举世奇才，可叹
可叹！

图 3: 《题苏轼寒食帖跋》

图 2: 《题苏轼寒食帖跋》

南朝宋宗炳好山水，晚年病足，不能远行，画山

朱良志认为舞能贯穿中国艺术的另一重要原因

水张之于壁，以尽卧游之乐。他常常对人说：
「抚琴动

是中国哲学强调以静制动，在宁静中表现活泼的生

操，欲令众山皆响。
」就连群山都伴着音乐的节奏跳

命精神，而这又体现为动静相参的思想。这幅书法有

起了率意的舞。而黄庭坚的这幅书法，则更显舞之韵

大气快意的动感，却依然有着婉约内蓄的静美。且看

味，动静相参，似乎书者早已想打破那生命的桎梏。

「书」、「师」、「诗」等字，作者没有在笔锋上刻意处

我似乎看到一个问天问地，半生落魄的书斋晚翁，一

理，线条也全未有跌宕之态，倒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

个虽宦海沉浮仍赏雪观梅的老者，
一个与友人酩酊大

小家碧玉，与外秀的大家闺秀不同。在这几个字的处

醉不知东方之既白的知己，一个壮志难酬，欲与天公

理上，鲁直藏处了机锋。再看「太」字，
「太」字在

试比高的江南才子。我喜爱这幅书法作品，正如我欣

作品中出现两次，
每一次的出场都好似是一笔一画写

赏黄庭坚的为人一样。写字作画，他是行家里手，热

就而成，似乎在提到李太白的一瞬，这位放浪形骸的

爱生活，他是无量弥勒。

书法家的内心呈现出了无比的柔软。
再看那似乎是一

跳出字体字形的框架而言，我爱他的洒脱，我爱

笔而成的「之」字，看上去只是随意的三点，不禁让

他的狂放，我爱他于无佛处称尊的快意。

人联想到八大山人著名的落款「哭之笑之」
。正所谓

划过生命的罅隙，我似乎可见一个绝世的天才，

「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清」
，这个「之」字无疑是瘦

他大笔如椽，挥舞不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弱柔软的，
而这好似剑拔弩张的突兀却使这幅大气之
作添上了几分委婉。前面提到，黄鲁直是个心有猛虎

作者信息

之人，但定睛细看，这只下山猛虎仍在细嗅蔷薇，仍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统计 81 班学生。

在珍摄自己清洁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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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
曹一
舞站在窗前，俯视着川流不息的车流。此时此地，

不太相符。再上一位则是一个，嗯，性向与众不同的。

终于站在北京的土地上，舞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舞本人其实还是支持他们的，
但依然会为他们感到怜

北京，是舞心心念念了好久的梦幻之城。在高考前夕，

惜。毕竟与大多数不同还是会生活得很累的。就像是

舞一门心思要报考中国的最高学府。
舞说不清究竟是

左撇子生活在右撇子主导的世界上一样。

因为想去北京才想去那所学校，
还是因为那所学校才

「你好啊」，舞上前打招呼。

对北京有了特殊的情感。

「你好，我是蕗，草字头下面一个道路的路。」

不管怎样，
舞身边每一个人都清楚她的远方在何

「我是舞，舞蹈的舞。」

处。舞看到沈从文说过的一句话：除了北京，还有更

寒暄过后就是正式的讨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人员筹备……要谈的事实在太多。直到舞的手机开始

适合上大学学习的地方吗？从此更是坚定了信念。

震动，蕗才示意暂停一下。舞急忙起身，出去打电话，

真的，所有感情都符合正反馈调节啊。舞不由得

电话那端是那个城市，她刚刚离开的城市。

感慨。不论对某样东西，还是对某个人都一样，你的
预设会被强化：喜爱的越是喜爱，厌恶的越是厌恶。

再回到那个房间，
桌上已经放好了两杯茶水还有
几碟点心。茶水的清香若有若无地飘荡在房间里，让

车流不息。天上的一轮明月反而失去了光彩。舞

人思索一切与茶，与植物相关的赞歌。

将脸靠在玻璃上，
玻璃的冰凉让舞心中的某种情感持
续发酵。高考结束后不论如何，舞最终没能去到北京。
舞并没有非要去北京的执念，
她对于北京的喜爱始终

这茶真好闻啊，舞感激地想。
「出什么事了？
」蕗问道。他明白在今天这样重要

还是理智的啊。即使再喜欢，也并非无可取代。

的场合非重要的电话舞是不会接的。
「没事。那边出了一点问题，已经解决。
」舞说道，

舞已经开始想念自己离开的地方了。
即使原来未

边用茶水的热气蒸腾掉外面的寒气。

曾料到会与那里产生如此之深的羁绊，
舞发现那里已
经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场所。好也好，坏也罢，那里

「那么今天要讨论的就这样吧。其余的可以网上

才是舞之后的家。而北京，终究只是个梦。

联络。」蕗体贴地说。
「好的。」舞接受了这份好意。

舞转身，走出了宾馆，走上那街道。人们来来往
往，脚步匆匆，但看起来都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地在哪

两人并肩走出这家小店。
「对了，这家店的名字

里。舞走着走着，却忍不住得想要奔跑，想要蹦跳。

是什么呢？
」舞问道，她是真的好奇这样一家店会有

脚步欢快起来，让心也跟着飞扬。舞小心打量着擦肩

怎样的名字。

而过的陌生人，一边寻找自己的目的地。

「和」
，蕗说，
「就是一个单字，像你我的名字一
样。」

到了。舞收住脚步，退回到那家店门前。门面不
大，
挂的招牌是纸质的，
上面敷了一层透明涂料。没有

听了这样的回答，不知怎的，舞心中出现一种幸

霓虹灯，只是有一盏纸灯发出橙黄色的柔和光芒。舞

福的感觉。这感觉驱使她问出了那个问题：
「那么，你

能够注意到这里完全是因为这里相比于四周的暗淡。

是北京人吗？」

很多时候，耀眼是相对的，不是吗？过于精心的打扮

「不，」蕗看着她笑了，「我和你来自一个地方。」

反而不如最低程度的敬重。

「那你怎么会成为北京的代理人呢？
」舞着实有点

舞小心推开门，顿感进入一个奇美的世界——天

诧异。按照一般规矩，各地的代理人都是由本地人来

花板和墙壁都是天空，万里无云的天空的那种蓝色，

担任的。倒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考虑，而是本地人通常

壁灯是白色的，而灯光则是最最温和的桔色。像天空

会比较为本地利益着想，与当地沟通也更便捷。

一样，这是舞的感受。

「那好吧，
」舞转而问另一个问题，
「你喜欢北京
吗？
」尤其当他们都心知肚明在即将降临的未来中北

到达指定地点时，舞看到对方已经到达。很干净
的男生，格子衬衫加上咖色牛仔裤，一双白色运动鞋。

京最终的结局。

舞暗暗高兴，总算遇到一位靠谱的联络员了。上一位

「是的，我喜欢。你会发现北京实在承载过太多

联络员整天不修边幅，
最重要的是他的审美实在与舞

的喜怒哀乐。
太多太多的地方在历史上曾被某位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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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慕的人光顾。就拿中山公园来说，我在那里曾经花

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费一个下午玩小蚂蚁，
用蜜糖引诱它们并预测它们的

但这又如何呢？梦终归是要消逝的，最终留下的

下一步行动。不久之后我便读到葛亮的相似记述。这

还是我们的真实生活，对于舞来说，那真实就是她的

样的经历让我着迷。」

那座城。

蕗一口气说了这样多的话。

坐在返回的火车上，舞心潮难平。她长久地回望

「可是，其他地方明明也承载了无数的喜怒哀乐
啊，只是普通的人不善言传罢了。北京作为文化中心，
其地位的形成恐怕也与正反馈调节相关，
就像现在的

北京，直到道路两边的景色已成不变的绿色与麦地。
北京会失去，这已不可挽回了，而我们其他人，最终
也会陷落的。陷落之后是哪般光景，从没有人知道，

人才吸引，很多地方是不需要做相关计划的，因为他

也从没有人想过。我们只能紧紧抓住现在的生活，同

们已经形成了人才聚集的基础，
剩下的就是之后过程

时祈祷那边的生活不至于比这边糟糕。

的自然发生了。
」舞不由得也认真起来，把自己长久

是的，这就是舞和蕗，还有其他无数联络员们

以来的思想一吐为快。
「不错，事实上就是你说的那样，但是我们需要

所做的事。让陷落尽可能地顺利，不至于影响其他

这样一个特殊的精神圣地，不是吗？没有北京，也会

城市。陷落的顺序谁都无法预测。人们只能尽早发

有西京，东京作为我们的文化中心，这个位置必会有

现征兆——即将开始陷落的城市上空会出现一层淡

物。
」

淡的闪着金光的物质，而这常常被人们以为是朝霞，

「是啊，是啊」
，舞感慨道。
「世间之事说到最后

在舞这些知道内情的人看来，则是希望的例证。逃

往往无语，只因它们似乎全都相近，说尽一件事，其

离是没有必要也是无法做到的。既然是最终无法避

他的便都说尽了。」

免的结局，就不知情的去面对吧，就像人类面对死
亡一样。

他们在路上走着，
这条北京的宽阔街道上载满行
人，熙熙攘攘。道路两边的商铺全都闪着耀眼的霓虹

北京，北京。舞最后一次念叨这个名字。再见了，

灯，天上的弦月与之相衬，让那家叫做「和」的小店

北京。

盗梦空间
周亚杰
「嗡……嗡……嗡……」

时间，天色已近全黑，窗外并没有多少灯光。

我睁开朦胧的睡眼，关掉手机闹铃。

正当我转过身时，
手机突然因收到一条消息点亮

强撑着还未完全睡醒的身体，我坐了起来，一边

了屏幕。它还能亮！我三步并作两步的冲到桌边，想

用脚摸索着拖鞋，一边解锁手机、查看社交软件上的

要查看是谁发来的消息。
可匆忙的步伐让我直接撞在

消息。

了桌子上，手机受到震动后向地面跌落，眼看着它即
将撞击地面，
我已在脑海中想象出了碰撞后碎片飞溅

正当我站起来时，
突然发现手机的屏幕上多了些

的慢动作情景……

许裂纹。
最近好像没有摔过手机啊？我心里感觉有些蹊

我从梦里惊醒。

跷，想着摘掉手机壳仔细查看一下。

想到 刚 刚的 梦 境，我 赶 紧 摸索 到 床边 的 手机。

可就当我刚刚把手机壳摘下时，
手机的四角竟顺

呼……它是完好的，我长出一口气。我望向窗户，天

着裂纹一块一块的剥落下去。

色已近全黑，窗外并没有多少灯光。

不要啊！但手机并没有遵从我内心的想法。只是
一眨眼的功夫，手机的右侧已经全部碎成小块，掉落

穿上拖鞋，我站起身来，发现屋里多了一个行李

在了地上。手机碎片与地面的阵阵碰撞声，如针般刺

箱，一旁展示柜里的手办也被摆放的整整齐齐。我走

入我的内心。

过去，打开柜门，蹲下身来，抚摸着自己辛辛苦苦收
藏的手办。

那就上闲鱼随便买个手机吧，
我看着虽然停止破

「你醒啦！」从门口传来老朱的声音。

碎但已完全不能正常使用的手机苦笑道。
我把手机放在桌边，走向窗户。正是暮色四合的

「是啊。
」想到能和老朱一起玩耍、交流大学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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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我紧张的心情渐渐从刚刚的梦境中舒缓了过来。

能够见一次面。

老朱是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友，
刚刚看到的行

我睁大眼睛，不敢眨眼，生怕眼前的幻觉就会消

李想必也是他带过来的。

失不见。

「小心！」站在门口的老朱大喊道。

「吃饭啦！站着干嘛呢？
」我听到喊声，扭头发现

我抬起头来，
看到一辆大比例的合金车模直直的

是我挡住了我爸的路。在一回头，老姐的幻觉已经消

冲我脑袋砸下来。

失不见了……

我拼命的想把身体挪开，可身体却像是被封印
了，动弹不得。我的脑海飘过了过去的欢畅时光，那

我从梦中惊醒。

些想做还没有做的事，想说还没有说的话……

空洞的眼神望着天花板，
思绪依旧沉浸在刚刚的
梦境中。

我从梦中惊醒。

过了好些时间，我坐了起来，望向窗户。天色已

想到刚刚的梦境，我撑起身子，向展示柜看去。
呼……顶层的车模被稳稳的放在底座上，不会有掉落

近全黑，窗外并没有多少灯光。
床边的手机是完好的，
房间里没有多出来的行李

的可能，我长出了一口气。

箱，模型稳稳的放在展示柜里。走出卧室，餐厅并没

我望向窗户，天色已近全黑，窗外并没有多少灯

有老姐的身影。

光。

老爸完成了他的工作，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妈

环顾四周，没有多出来的行李箱，也没有老朱那

在厨房准备晚餐，阵阵香味传出来。

熟悉的声音和身影，我有些失落。

我长出了一口气，这场梦终于结束了。

穿上拖鞋，
我走出卧室，
一切都和平常没有差别—

我坐在沙发上，查看社交软件上的消息。将目光

—老爸完成了他的工作，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妈在

从屏幕上移开时，发现客厅的桌子上多了一个陀螺。

厨房准备晚餐，阵阵香味传出来。我坐在沙发上，查

「开饭啦！
」过了没多久，老妈在厨房向我俩喊道。

看社交软件上的消息。
「开饭啦！
」过了没多久，老妈在厨房向我俩喊道。
「好。
」我一边回应，一边站起身来，去卫生间洗

「好。
」我回应了老妈后，随手将陀螺抛掷在桌子
上，之后去卫生间洗手、准备吃饭。
当我从卫生间出来、去餐厅吃饭时，我向客厅不

手，准备吃饭。

经意的一瞥，却发现陀螺还在转着……

就当我走向通往卫生间的走廊时，
向餐厅不经意
的一瞥，竟看到了老姐的身影！她背对着我，似乎在

人生想必也如梦境这般得失无常吧。
我们不必沉

看窗外的风景。

湎于过去的欢畅时光，也不必因前路艰险而畏缩不

这是幻觉——我马上想到这唯一的可能性。因为

前。勇敢的向前走，梦境中的美好终会实现。

老姐早在十多天前就已经出发去工作地点，
不可能现
在出现在我家。

作者信息

我停下脚步，呆呆的凝望着老姐的背影。出于在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能动钱 D81 班学生。

外地工作的缘故，
我和老姐每年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

单调有界数列传
八枫先生
单调有界数列，吾甚爱之。单调者，增减恒定，

二也，其行让节谦。行迹有度，断不逾矩。君不

无有反复；有界者，一数约之，不逾此限。吾观其必

闻，无界数列必有子列发散至无穷。一时之放浪入魔，

收敛、有归宿。其故有二：

难免也，一世之谦恭节制，实难能可贵也！以其不妄

一也，其性贞志定。进则不退，锲而不舍；丹心

做，而能得其所终。

恒定，矢志不渝。君不见，任一数列，纵其反复无常、

赞曰：古人云：
「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
。兹

朝三暮四，亦有单调子列。足见一时之贞易，一世之

以誉之，何其妙哉！志不移，行有度，诚乃数列之君

贞难也。以其不偏移，而能知其所终。

子。其终有归，天地之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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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学报》征稿启事
第三版

《珠峰学报》编辑部
你可以从以下几类作品题材中任择其一，
从现在

关于《珠峰学报》

就开始创作，或直接提交你贮存未久的「得意之作」
：

砥砺 D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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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经完成其「使命」的，具有一定深度的课程

大学数学试验班自主管理委员会创办。在《珠峰报》

小论文与大作业；

与《东经 109》两份刊物的主创人员即将毕业的背景

. 社会实践、社会学调查等的成果分享；

下，我们决心继续此项工作；以钱院学辅和钱院各班

. 关于自己所在学科前沿问题的报道 (1) 、综述、

级积极分子组成的编委会组建编委会，筹办《珠峰学

思考；

报》
，从整个钱学森学（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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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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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础学科试验班所属的「珠峰计划」
，但其覆盖范围则

扬帆 Sailing

延伸至整个学校。其定位是：完全由钱学森学院学生
主导、
面向钱学森学院及全校同学的综合创新学术刊

. 学科竞赛、科技竞赛的参赛经历、经验分享；

物。我们主要按以下三大板块发布作品：

. 出国交流的经历介绍、经验分享；
. 托福、雅思、GRE 等标化考试的备考经验；

砥砺 发布同学们的个人研究、思辨与创新成果；

. 社团活动、科研训练的体会与经验分享；

扬帆 分享同学们在校园生活方面的经验与体会；

. 对各类软件、技术工具的介绍、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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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响应当前的重大社会事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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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将由全校最顶尖的学生排版团队进行设计

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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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qyxf.site/）
，
打印版则将在校内定点发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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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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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峰学报》的主要征稿对象为西安交通大学全

并在提交作品前征得其他作者的同意。

体在校本科生。作为不常见的情形，在确认个人信息
后，我们也接受西安交通大学毕业本科生、在校研究

稿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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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俯仰等与文学相关的栏目（允许使用笔名）外，

文件格式

要求所有稿件的作者使用真实署名，
并在提交稿件时

我们接受各种常见文档格式，如 Markdown、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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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LATEX、纯文本等。在内容结构不太复杂的前
提下，推荐提交 Markdown 文档，这样将减少排版

请在投稿时说明。

的工作量，并使得排版效果与预想情况接近。

(1) 需自主创作，而非对其他报道的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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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格式

提交方式与联系方式

排版不易，统一格式更难。原则上，我们要求提
交的稿件——特别是学术论文类稿件——满足如下的

请 将 稿 件 直 接 发 送 至 钱 院 学 辅 公 用 邮 箱：

内容要求：

qianyuanxuefu@163.com。 我 们 会 通 过 邮 件 与 你 沟

1. 使用明确的分级标题划分内容层次；
2. 没有拼写错误或错别字，并采用正确的方式表

通稿件内容。
各期截稿时间，
将在钱院学辅信息站《珠峰学报》

述专有名词（特别是在英文论文中）；

专栏页面同步更新，敬请关注。

3. 文 中 插 入 图 表 时， 应 附 上 相 应 的 图 表 标 题
（如：「图 1：中国 2000-2010 年 GDP 增长趋

奖励与报酬

势」
）；

4. 由于《珠峰学报》印刷版本采用黑白油墨，故

我们承诺：将根据排版完成后的最终版面数，对

应保证各类统计图表中不单纯采用颜色区分各

每一份发布于《珠峰学报》上的作品发放稿酬，标准

个要素，尽量引入线型、线宽等多种样式区分；

为：

5. 应保证文中的图、表尽可能清晰，并最好采用
â 在「砥砺」栏目发表的学术性文章，每面 24 元；

原图（而非低清晰度截图、拍照等）。

â 其他类别文章，每面 12 元。

如提交的稿件不符合以上内容要求，
我们会要求
作者作出改动，
未符合要求的稿件将不能进入排版及

同时，
我们将向每位入选的作者赠送一份打印的

刊发流程。

《珠峰学报》，作为补充奖励。

学术诚信守则

因最终提交作品数量与最终刊物容量之关系暂

本刊物要求：除了文学小品、生活感想等与学术

时无法确定，
我们有可能将你的稿件留存至下一期发

研究无关的作品外，
所有稿件都应遵守基本的学术诚

布。如计划采取这种措施，我们将会事先通知于你，

信原则。具体而言，应做到以下几点：

并与你协商具体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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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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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学期很短，
而大学生活的四年与之相比甚至还

已提交过的作品，需说明之前的提交情况。

要更短；在有限的时间之中，我们与你一样，追逐着

2. 参考文献原则上使用 GB/T 7714-2015 标准填
写 (2) ，并建议采用 CNKI 等文献工具直接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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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记录（而非自行撰写）
。如文中仅引用了一

为之付出辛劳，并在未来一同收获丰硕的果实。

般性质的网络资源（如博客、日志、新闻等），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感谢你对

可以只用较为简明的方式标出引用资料，但需

于《珠峰学报》与钱院学辅的支持，并祝愿你的远大

给出真实有效的 URL 及访问时间。

前程与《珠峰学报》一同起航，驶向无垠的天际！

不符合以上基本要求的作品，将无法发表于《珠
注：本启事将实时发布于

峰学报》之上。如对其中具体的原则实施感到不理解
或难于执行，需要我们的帮助，请通过之后给出的联

https://qyxf.site/zhufeng/posting

系方式与我们沟通、协商。

(2) 英文作品可以使用其他通行的国际标准格式撰写，如

你可以访问、收藏这一页面。

APA、MLA 等。

65

•
钱院学辅公众号：qianyuanxuefu
钱院学辅信息站：https://qyxf.site
钱院学辅•书库 ：https://qyxf.site/bookhub/
珠峰学报专栏

：https://qyxf.site/zhuf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