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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学报》征稿启事
《珠峰学报》编辑部
各个版块接收的文章类型：

关于《珠峰学报》

砥砺 Diving

《珠峰学报》是 2019 年由钱院学辅成员和钱院各

. 科研训练、课外探究等的学术作品、学术写作

班级同学积极筹办的，
从整个钱学森学院乃至全校同

等；

学中征稿。2021 年春，
《珠峰学报》的征稿范围扩大

. 具有一定深度的课程小论文与大作业；

至全国重点高校的本科生，
以促进各个学校之间的学

. 关于自己所在学科前沿问题的报道、综述、思

术与生活交流。
《珠峰学报》之名来自于钱院各基础

考；

学科试验班所参与的教育部人才培养计划——「珠峰

. 简单应用课程知识思考、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计划」
，杂志的定位是：完全由学生主导、面向国内
重点高校同学的综合创新学术刊物，
以促进各兄弟院

扬帆 Sailing

校的学术与生活交流。
期刊将由全校最顶尖的学生排

. 学科竞赛、科技竞赛的参赛经历、经验分享；

版团队进行设计与排版，同时发布电子版与打印版：

. 出国交流的经历介绍、经验分享；

电子版 PDF 文件直接发布于钱院学辅信息站的专栏

. 社会实践、课外文艺活动等的成果分享；

页面（https://qyxf.site/zhufeng），打印版则在校内

. 科研训练中信息检索、仿真工具、实验技巧等

定点发放。

的经验分享；
. 托福、雅思、GRE 等标化考试的备考经验。

板块说明

俯仰 Musing

我们主要按以下三大板块发布作品，
文章可以是
中文或英文，且允许有多位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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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â 扬帆 分享同学们在校园竞赛、社团方面的经

考、意见；

验与体会；

. 对身边优秀同学、老师的观察、记录与采访。

â 砥砺 发布同学们的科研、学术创新成果，是

投稿流程与要求

《珠峰学报》的主要版块；分为「砥砺-自然」和
「砥砺-社科」两个子版块；

《珠峰学报》的主要征稿对象为全国各重点高校
的本科生。在确认个人信息后，我们也接受全国各重

â 俯仰 展示同学们在学业之外的日常思考、感

点高校的在校研究生、在校任教老师等的投稿。

受。

除纯粹的文学作品之外，
要求所有稿件的作者使
用真实署名，
并在提交稿件时附上自己的学校和班级
信息。登载的文章默认采用 CC BY-NC 4.0 协议授权，

此外，在每一期中可能会安排不同主题的专栏，
以响应重大社会事件与活动。
以下通过若干例子展示

以保护著作权利；如有特殊要求，请在投稿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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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议采用 CNKI 等文献工具直接导出对

稿件审理流程

应记录（而非自行撰写）
。如文中仅引用了一般

1. 投稿 《珠峰学报》全年征稿。请通过审稿总部
邮箱 qianyuanxuefu@163.com 投递邮件，将邮
件主题设定为「
《珠峰学报》投稿：意向板块 +
文章题目」
（如「
《珠峰学报》投稿：砥砺 + 有
关 xx 现象的研究」），在邮件正文中列出所有

性质的网络资源（如博客、日志、新闻等）
，可
以只用较为简明的方式标出引用资料，但需给
出真实有效的 URL 及访问时间。
另外，
所有投稿作品均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作者，及您的常用的联系方式，如手机号码或

观，积极正向的要求。

QQ 等，并将作品文件作为附件发送。初步投
递稿件时，可发送 Word 文档、PDF 文档等易

不符合以上基本要求的作品，
《珠峰学报》编辑
部将不予处理。

于批注的文件格式。

2. 审稿及修改 稿件提交后，经过编辑和审稿人

投稿奖励

员的审核，
将格式或内容修改建议反馈给您；若
您的稿件审理意见为「需要修改」
，则请您结合

作者的投稿在推动学术规范写作、
科研知识推广

审稿人的意见处理稿件，再次通过邮箱回复给

与实践经验分享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与贡献，
我们承

审稿人员。同时，为尽快完成审稿流程，如无

诺：将根据排版完成后正文的最终版面数，对每一份

特殊情况，请您在一周之内给出修改稿件的回

发布于《珠峰学报》上的作品发放电子版稿件收录证

复。

明与稿件补助，补助标准为：

3. 接收 若经多次修改后，稿件审理意见为「完
全接收」
，请您将最终的稿件以 Word、LATEX 等

â 视文章内容与质量，中文每 2000 字 20 元到 30
元，英文每 700 词 20 元到 30 元（上限每篇 150

可以编辑的格式提交到审稿总部，编辑将进行

元）。

排版、校对。

â 作为礼品，我们将向每位入选的作者赠送一本

4. 发布 在当期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将通过线上、

当期的纸质版《珠峰学报》。

线下平台发布《珠峰学报》，并通过邮箱联系
您，进行奖励发放。

尾声

在投稿周期中，请经常检查您的邮箱，与我们保
一学期很短，
而大学生活的四年与之相比甚至还

持联系！

要更短；在有限的时间之中，我们与你一样，追逐着

学术诚信守则

平凡而伟大的梦想。你的梦想，由你自己抒写；我们

本刊物要求：
所有学术类稿件都应遵守基本的学

的梦想，则需要与你一样的众多同学一同参与，一同

术诚信原则。具体而言，应做到以下几点：

为之付出辛劳，并在未来一同收获丰硕的果实。

1. 在使用他人的成果，以及自己的已发表成果时，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须详细注明出处，使用引用标记（引号、文体
变化等）明确表明对他人内容的引用。若在本

感谢你对于《珠峰学报》与钱院学辅的支持，并

次投稿时使用之前已作为课程论文、大作业等

祝愿你的远大前程与《珠峰学报》一同起航，驶向无

已提交过的作品，需说明之前的提交情况。

垠的天际！

2. 参考文献原则上使用 GB/T 7714-2015 标准填
写（英文作品可以 APA、MLA 等国际通行引用

注：本启事将实时发布于
https://qyxf.site/zhufeng/call-for-papers
你可以访问、收藏这一页面。

格式，但注意一篇文章中的参考文献格式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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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学报》招募启事
《珠峰学报》编辑部
联系并督促审稿人检查内容

关于《珠峰学报》

待投稿文章的格式和内容初步符合规范后，
联系
一位与该文章相关的审稿人，询问是否有时间审稿。

《珠峰学报》的前身是由西安交通大学数学试验

如果有，则将待审稿件转交审稿人，并监督审稿进度，

班自主管理委员会创办的《珠峰报》（创刊于 2017
年）与《东经 109》（创刊于 2018 年）。2019 年，两

直至审稿流程结束。

份刊物的主创人员即将毕业，
钱院学辅成员和钱院各

文章排版

班级同学积极组建编委会（下属审稿部与编辑部），

若文章的审稿结论为「完全接收」
，编辑需按照
《珠峰学报》排版规范，使用 LATEX 对文章进行排版。

筹办《珠峰学报》
，从整个钱学森学院乃至全校同学
中征稿。2021 年春，
《珠峰学报》将征稿范围扩大至

审稿人团

全国重点高校的本科生，
以促进各个学校之间的学术

审稿人团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稿件的内容质量，
是

与生活交流。
《珠峰学报》之名来自于钱院各基础学

《珠峰学报》工作的核心。每位审稿人都应具备至少

科试验班所参与的教育部人才培养计划——「珠峰计

一个领域的学术视野，在同意编辑的审稿邀请后，均

划」
，杂志的定位是：完全由学生主导、面向国内重

需按照《珠峰学报》审稿规范，对文章进行审核，若

点高校同学的综合创新学术刊物，
以促进各兄弟院校

不合格需联系作者反复修改，直至「完全接收」。

的学术与生活交流。
期刊将由全校最顶尖的学生排版

主编和副主编

团队进行设计与排版，同时发布电子版与打印版：电
子版 PDF 文件直接发布于钱院学辅信息站的专栏页

主编和副主编的主要工作是，制定《珠峰学报》

面（https://qyxf.site/zhufeng），打印版则在校内定

的运营规范，整理每一期《珠峰学报》的文章，同时

点发放。

确保《珠峰学报》运营流程的实施。

部门奖励机制

部门介绍

每一期发表后，将统一对《珠峰学报》的各个成
员发放工作奖励。

《珠峰学报》主要分为两个部门：编辑部和审稿

编辑

人团，由一位主编和两位副主编管理。
《珠峰学报》仿

编辑算作钱院学辅干事，出刊后发放工时，根据

照国内外期刊的运行惯例，
规定各个部门的责任及工

出刊后负责文章数量统计，每篇文章 6-10 个工时，统

作。

计好后提交给学辅负责人。

编辑部

审稿人
以一位审稿人负责的一篇文章为一个单位，
视工

编辑部的主要工作是监督稿件质量和排版，是

作质量，评出甲、乙、丙三个等级，分别对应发放 60、

《珠峰学报》工作的重点。作者来稿后，主编将文章
转发编辑，
每位编辑都需要将自己所负责的稿件进行

40、20 元，审稿但未接收折扣为 90%。西安交通大

以下流程：

学本科在校生可申请将工资换算成工时发放。

初步检查来稿的格式及内容是否符合规范

招募要求

编辑应初步检查格式及内容是否符合规范。
若格

编辑部招募要求

式有问题，如参考文献引用不当、图片不清晰、语句
不通顺等，需向作者提出初步格式修改意见；若内容

欢迎西安交通大学所有在校本科生有志于与

有问题，如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裁不符等， 《珠峰学报》一起成长、提升自身学术素养、文字
需与主编协商后拒稿。

修养、论文排版能力的同学加入编辑部，需提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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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班级、学号及联系方式（QQ 及电话）
。会 LATEX

提供的信息发至《珠峰学报》官方邮箱：qianyuanx-

排版的同学优先。加入编辑部后将统一组织排版、稿

uefu@163.com。

件处理规范等工作培训。

后记

审稿人团招募要求
欢迎西安交通大学所有年级（本硕博不限）的同

《珠峰学报》为同学们提供了难得的体验期刊工

学加入(1) ，需提供信息：学校、年级、联系方式（QQ

作流程的机会。加入《珠峰学报》
，无论是掌握 LATEX

及电话）
、能够审稿的领域，以及本人在该领域的代

排版、熟悉审稿流程，还是与作者讨论文章修改意见，

表性文章一篇（课程论文、毕设论文或正式期刊论文

都对未来的学术工作大有帮助。

等均可）。有科研工作经历的同学优先。
请有意向者，以「
《珠峰学报》招募-部门：姓名」

《珠峰学报》诚邀您的加入！

为主题（如「
《珠峰学报》招募-编辑部：张三」
）
，将需要

《珠峰学报》愿同您一起成长！

(1) 注：
《珠峰学报》与大学生基础科学联合学术论坛保持合作。若非西安交通大学学生，也可通过参加该论坛的活动，经审核后加入
审稿人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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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速览
《珠峰学报》编辑部
该板块是部分作者提供的文章通俗介绍，旨在让读者快速了解文章的目标、结构、思路，快速定位到自
己感兴趣的文章详细阅读，并有助于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论文，特展示于此。以下材料和照片均来自于论文
对应的作者。此外还有很多优质的文章供读者阅读。

1 科学而浪漫——量子力学多

2 拉涅夫斯卡娅的樱桃园与艾

世界解释

米莉的玫瑰

作者：王祥源

作者：姜雅文

当下关于量子力学的几种解释中，
更多被人接受

《樱桃园》是契诃夫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剧作，
以樱

的是哥本哈根诠释，可是哥本哈根诠释对于人的意

桃园的易主为线索，
描绘了俄罗斯人民在资本主义兴

识加入到世界坍缩的过程和未来对过去的影响无法

起、封建贵族没落的世纪之交的种种困惑。
《献给艾米

解释，而这两点也恰恰违背了人们的认知。由此，多

莉的玫瑰》是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以艾米莉的堕

世界理论（MWI）诞生了，多世界理论认为，我们

落和死亡反映了美国南北战争后南方文化的消亡和

所在的世界是宇宙波函数在某一个基底上的投影，
这

新文明时代的开启。
樱桃园的旧主人拉涅夫斯卡亚和

种理论既可以完美解释当前所遇到的如薛定谔的猫、

南方淑女艾米莉都是行将消亡的旧贵族的典型代表，

贝尔不等式等实验和思想实验，
又避免了前述问题而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分析二人的人物形象。她们的悲

导致的因果律的颠覆。可是由于科幻小说、电影的渲

剧固然与自身性格缺陷有关，
时代变迁给人们带来的

染，
多世界理论广被大家所了解的是它的极简版理解

精神灼伤和价值真空更是重要原因。
「新生活万岁！
」

——世界是不断分裂的，这也导致了它接受了许多质

——但究竟怎样的生活方式才是正确的？新生活的建

疑，例如量子永生、概率不归一等问题。其实，通过

设一定要与传统划清界限吗？失落的精神家园能否在

多世界理论宇宙波函数的基本内容，
上述问题都可以

物质的土壤上重建？这些问题在时代快速发展的当下

被很好的解决。

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图 1: 王祥源，来自西安交通大学

图 2: 姜雅文，来自南京大学

作者联系方式
作者联系方式

QQ：2897886318
Email：xajtdxwxy@163.com

WeChat：1334343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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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cademic Integrity Based
on Game Theory

3 登台赋
作者：姚清竹

作者：吴玘华
随着当今学术界制度发展日趋完善、
新生力量和
科研群体日渐壮大，
以留学交流造成的学术诚信观念

这篇文章写在初游大明宫之时，
有感于彼时万宫
之宫的凋敝，故登高作赋，假借古人的文思取《登台》

和标准的冲突将早已有之的学术不端问题放大化。
然

一名。文中第一视角的心态从对当年盛景的憧憬，到

而过多讨论学术不端的各种原因于解决无补，
制度需

对修缮工作的不满以及出现地域性的偏见，
接着认识

要科学方法的指导来看待这一问题。
近年来相应的科

并改正自己错误的地方感知，
理解了名胜古迹的核心

学分析论文并不少见，
而能够系统性地涵盖全部情况

诉求就是不可逆转的遗憾，
从而与天地万物有了更融

的模型却较为罕见，
本综述论文将基于经济学的博弈

洽的交互。文章里有一些前人的观念，比如苏轼在赤

论由浅入深地分析学术不端行为中的「利害关系」
，并

壁留下的「物我无尽」的辩证观，以及一些浅显的守

且使用收益矩阵量化这一利害关系。
从基本的收益亏

恒思想；同时也包含了一点我自身的感悟，如「我」

损参数分析再到概率性参数分析，
希望找到一个学术

是空间上的游子，而古迹则是时间上的旅人。文章的

不端客观存在情况下的最优解。
同时本领域也作为一

手法是有些稚嫩的，大多是对前人的一些徒劳效仿，

个新生方向，仍有系统化、多维度化、个性化等多个

缺少赋本身的一些复杂结构与用典量，
仅仅是个人抒

发展空间，因此本论文也有抛砖引玉的目的，希望能

情的一种载体，酌情参考，对不严谨的地方请多多担

将博弈分析方法带入学术审查体系的修订参考范围

待，感谢阅读！

之内。

6

Journal of Zhufeng

科学而浪漫——量子力学多世界解释
王祥源
摘要
量子力学从「一朵小乌云」发展到今天，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主流的是「哥本哈根诠释」
，
紧随其后的就是本文所涉及的「多世界解释」
。多世界解释避免了对「哥本哈根诠释」中「意识的加
入」
，而且形成了一套自洽的体系。不过，它也面临着一些质疑与非难。
本文主要介绍「多世界解释」的背景、内容和对其的质疑, 并对质疑进行解释和完善。
关键词：量子力学

多世界解释

1 多世界解释产生的背景
1.1 与因果律的矛盾
在多世界解释出现之前，
「哥本哈根诠释」已经被
量子力学界广泛接受。
哥本哈根诠释的主要内容是基
于以下三个基础假设：波函数的概率密度统计解释、
图 2: 实验数据展示

不确定性原理 (测不准原理) 和互补原理 (既是量子又
是波) 构建的。它对于很多问题上给出了近乎完美的
解释。然而，其中的很多解释是完全背离我们的认识
的。

在图1这样的实验装置中，A 是半透半反镜，B、C
均为反射镜。在不加半透半反镜 D 时，1、2 两探测器

首先是惠勒的延迟选择实验和延迟擦除实验。

应分别探测到 50% 的光子而显示出粒子性 (图2下)，
我们便可以了解到每个粒子的具体路径；而加了 D
后便展现出波动性 (图2上)，并随着主要由于镜面半
波损失而导致的光程差 (或相位差 𝜙) 的变化而在两
个探测器呈现相反的正弦分布，
概率辐计算时意味着
每一个光子以概率波的形式走了两条路。然而，我们
可以让光子先通过半透半反镜 A 之后再决定是否放
置 D，实验证明，后放置的 D 影响了实验结果，这
意味着现在的决定了之前的，未来的决定了现在的。
另一个实验延迟擦除实验中则将未来对现在的
影响阐释的更加明确。

图 1: 延迟选择实验装置

7

Journal of Zhufeng
「任何一种基本量子现象只在其被记录之后才是一
种现象」

——玻尔

「我们不能改变过去发生的事实，但可以延迟决定过
去『应当』怎样发生」。

——《上帝掷骰子吗》

这样模糊的解释得出的结果是违背因果律的，
同
时这与「意识的加入」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
加强版的「人择原理」。我们在下一个例子中讲述。

1.2 与决定论的矛盾
其次是「薛定谔的猫」和「魏格纳的朋友」
。薛定
谔的猫这一思想实验的具体内容我在此不多加赘述
图 3: 延迟擦除实验装置

了，
魏格纳的朋友则是在箱子内同时放一位带着防毒
面具的朋友，这样由于这位朋友的观察，猫在每一时

如图3中所示，BBO 可以将入射的光子消灭而产

刻都是有着确定的量子态的。但是其问题在于，我们

生两个能量只有原来一半的相互纠缠的光子。那么

为什么要说只有人系统进行观测的时候才会使系统

我们就可以通过探测下面那路粒子知道其是从哪一

坍缩呢？如果箱子里站的是一个人，由于他每时每刻

条缝射入而不影响上面的 (加入图3 𝐵𝑆0 、𝐵𝑆𝑎 )，但

都在观测自己和那个装毒药的瓶子，
所以他并不会处

实验结果显示，
上面的两路光子此时失去了波动性而

于「既死又活的叠加态」
，但是对于箱子外面的人来

呈现出经典概率叠加的形式。而加入 𝐵𝑆𝑐 之后，我

说，朋友已经加入了整个系统之中，他无法观测到朋

们在上下两个探测器中同时收集到两个缝的光子，
失

友的状态，那么对于他来说，箱子里是不是应该是

去了其路径信息后，
在上面那路光子中又重新出现了
波动性。然而，我们可以将对下路光子的探测装置放

𝜓 = 𝑎|末衰变⟩|活朋友⟩+𝑏|衰变⟩|不是那么活的朋友⟩

的足够远使其晚于上面的光子到达探测器，
可是不论
如何，
下面的探测装置都会对上面的概率呈现产生影

那么这样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个人既处在叠加态又处

响。固然，在哥本哈根解释中，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得

在非叠加态呢？除此之外，
这个思想实验涉及的
「意识」

到与实验数据相符的结果。在延迟选择实验中，我们

也很耐人寻味。如果里面只有一只猫，它是不是有意

有 𝜓1 = 𝜓𝐴𝐶𝐷 + 𝜓𝐴𝐵𝐷 ，其中 𝜓 是与角标路径相应

识的个体？如果里面只有一个摄像机，那么箱子里的

的概率幅 (在此实验中相对应的经典量为光的相位)，
|𝜓| 是相应的检测到的概率。进而有
2

|𝜓1 | = |𝜓𝐴𝐶𝐷 + 𝜓𝐴𝐵𝐷 |

叠加态是在摄像机开始录的时候就已经坍缩了呢还
是只有人去观察摄像机传出的视频之后才算坍缩呢？

2

2

「哥本哈根诠释试图描述观测 (量子系统) 所发生的

(1)

状况，却经典地处理观察者与测量的过程。这种处
理方法肯定不对：观察者与他们的仪器也得遵守同

而

样的量子力学规则，正如宇宙的每一个量子系统都
必须遵守量子力学规。」

1
1
1
𝜓𝐴𝐶𝐷 = e−i𝑘𝑑1 ⋅ ( √ ⋅ e−i𝜋 ) ⋅ e−i𝜋 ⋅ √ = − ⋅ e−i𝑘𝑑1
2
2
2
1
1
1
𝜓𝐴𝐵𝐷 = e−i𝑘𝑑2 ⋅ √ ⋅ e−i𝜋 ⋅ ( √ ⋅ e−i𝜋 ) = − ⋅ e−i𝑘𝑑2
2
2
2

那么由于意识和延迟选择，我们得出了「参与性
宇宙」模型 (the participatory universe)，也就是加
强版的「人择原理」
。宇宙本身就是一片叠加态的波

(2)

函数，直到第一个有「意识」的生物 (甚至不是生物)
出现，只因为在波函数中多看了它一眼，严谨的讲应

那么我们有
2

该是以任何方式对其进行了「观测」
，使得宇宙的波

2

|𝜓1 | = |𝜓𝐴𝐶𝐷 + 𝜓𝐴𝐵𝐷 |

= (𝜓𝐴𝐶𝐷 + 𝜓𝐴𝐵𝐷 ) ⋅ (𝜓𝐴𝐶𝐷 + 𝜓𝐴𝐵𝐷 )
=

——Steven Weinberg

函数进行了坍缩，不仅仅形成了现在的宇宙，甚至决
定了由始至今一直以来的形成过程。

(3)

1
𝛿
+ cos ⋅ 2𝜋
2
𝜆

「难道亿万年来，宇宙波函数一直在等待一个单细
胞生物的出现，然后才坍缩？还是它还得再多等一

这符合实验结果，成正弦 (余弦) 函数分布。但是，哥

会，直到出现了一个有资格的、有博士学位的观测

本哈根对延迟选择这一现象的解释并非很清晰。

者？」

8

——约翰·贝尔

Journal of Zhufeng
这样的解释在哥本哈根理论体系下是合理的。
然

在多世界理论解释下，|+⟩ 和 |−⟩ 两种状态都是

而，不论是现在的生物学还是物理学，对人的意识的

真实存在的，
我们测量到某种结果只是因为我们处在

研究都停留在非常简单的层面，
更别提研究如何与世

该分支中。这样也就避免了刚刚所述，箱子中放人或

界发生作用了，而将起源不过宇宙 138 亿年中不过

者仅仅放一个相机的问题。
因为我们避免了观测对实

1000 万年历史的人类放在对宇宙如此重要的地位上

验结果产生的影响，
而将其归结于我们所处在的某一

也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个世界的分支。

在哥本哈根解释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之下，
多世界

我们再来看对延迟选择实验的解释。

理论诞生了。

先来说说电子双缝干涉实验。在实验中，未加入
探测路径的装置时，屏幕上呈现出干涉条纹，加入后

2 多世界理论的内容与解释

则呈现出经典概率叠加。上文已经提及，当参与到观
测与计算中的方向 (也就是态矢量包含的态) 越多，
不

2.1 多世界理论的内容

同方向间的结果越独立。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未加

多世界理论 (MWI) 最初见于休·埃弗里特的博士

入探测路径装置时，参与实验的量子特征较少，所以

论文，他于 1957 年在《现代物理评论》发表了这个

在基组上不同方向的轴并不正交而导致相互之间存

博士论文的简化版。文章的题目《量子力学的相对态

在影响，可以相互感知，也就是两个世界产生了交集、

表述》有些专业化，但科学上很准确。文章发表后被

发生互相干涉的结果。而加入路径信息后，空间维度

学界冷落多年，之后在波多尔斯基、德威特及其学生

变高，不同基组间变得相互独立而褪去了干涉条纹。

等人的帮助下，多世界理论终于走向了完备，一点点

延迟擦除实验也是如此。
电子或光子无需知道前方有

的开始焕发光彩。

没有探测路径的装置，
他们本身所处的态矢量时不会

在多世界理论中，宇宙是一个大的波函数 𝜓，其

发生变化的，
发生变化是由于我们探测到的信息增加

中包含了 𝑛 个粒子的 𝑚 种状态。我们有
𝜓 = ∑ 𝐶𝑛 |𝐴𝑛 ⟩ |𝐵𝑛 ⟩ |𝐶𝑛 ⟩ |𝐷𝑛 ⟩ |𝐸𝑛 ⟩ … …

了，让不同「世界」中的基组变得相互正交，使其发
生了退相干 (decoherence)。这样的解释有效避免了

(4)

上述违背因果律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人择原理」

𝑛

这样一个偏哲学范畴的问题。
从微生物的诞生到人类

每一次测量都是以此对宇宙波函数的投影，
而在同一

的进化等过程中有许多不可控的概率因素，
「多世界

基组不同方向的测量结果都存在。
当参与到观测与计

解释」中，任何一个小概率事件总会在某一个或若干

算中的方向 (也就是态矢量包含的态) 越多，不同方

个世界发生。

向间的结果越独立，这可以通过希尔伯特 𝑛 维空间以

除了这些，其他哥本哈根诠释可以解释的现象，

数学形式证明。通俗来讲，就是当线性空间的基底越

多世界理论一样可以解释。比如贝尔不等式：实验中

多，任选两向量时互相正交 (与两基底分别平行) 的

发现，两纠缠粒子尽管相距甚远，其测得的自旋方向

几率就越大。当然，这也仅是为了避免繁杂的数学推

之间仍然有着超越传统物理计算的相关性。
在哥本哈

导而进行的简易理解。

根诠释中，我们可以通过上述概率辐的方式，计算出

2.2 多世界理论关于前述矛盾的解释

一个有可能大于经典物理的最大概率。
而在多世界理
论中，既然概率只是我们世界所占的权重，而任意概

我们回到上面讲述的两个例子四个实验中，
用多

率的事件均有可能发生，
那么贝尔不等式中大于号的

世界理论来分析其结果。

成立则是不言自明的了；又如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

首先说说可爱的小猫，我们先写下猫的态矢量:
1
|猫⟩ = √ (|1⟩|𝑑𝑒𝑎𝑑 ⟩ + |0⟩|𝑙𝑖𝑣𝑒⟩)
2
其中

√1
2

是由于是否衰变概率均等，概率辐即为

理」
，这应该就是在测量微观粒子的动量和位置时，由
于仅仅用了一个二维的基组来投影，
二者之间相关性

(5)

仍然很大，相互影响导致互相干扰，至于 ℏ 这样的
系数可能衡量的是二者的间相关程度。

√1 ;1
2

和 0 分别粒子表示衰变和末衰变的状态。若我们再

3 多世界解释面临的一些质疑

将观察者也放入这样的系统中有
1
|系统⟩ = √ (|1⟩|𝑑𝑒𝑎𝑑⟩|𝑠𝑎𝑑⟩ + |0⟩|𝑙𝑖𝑣𝑒⟩|ℎ𝑎𝑝𝑝𝑦⟩)
2
(6)
1
≡ √ (|+⟩ + |−⟩)
2

3.1 世界分裂说
对于多世界解释，
在网络上能找到不计其数的解
释与质疑，
然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空穴来风毫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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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或者说是由于根本没有理解多世界解释的原理而

但是，这样解释的同时便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那

进行的攻击。
甚至在知网上收集的许多杂志乃至论文

就是物质和能量的守恒。
如果说世界上的人永远不会

中，也不乏对多世界解释如下样的攻击：

死亡，而人类又不断地繁殖下去，那么总会有物质能
量不守恒的情况吧？我认为，这也是不存在的。首先

1. 根据该诠释，宇宙中无时不在发生的各种相互

我们不考虑生物这样有改造性质的客体，
如果说宇宙

作用都相当于量子测量，这使世界迅速分裂成

函数投影到了某一个世界，
它存在的事物不会发生任

难以想象的巨大数量的各种可能分支, 每一分

何消灭，那么会有新事物生成吗？不会。毕竟每一个

支中发生的情况各不相同

宇宙的总原子数是一定的。当我们涉及到有动物、植

2. 要么每个现实的世界枝的总能量都是在世界分

物、人的时候再思考。既然人不会死亡，而又一直繁

裂中不断减少的，要么整个宇宙的总能量随着
世界分裂而爆炸式增长。而对这样问题的辩护，
又进一步引来更多的问题，因为 MWI 的基本

殖下去，那么他一定需要抢占其他的原子和能量。这
样最后那个世界中所有能形成生物体的原子一定都
会跑到人的身上 (如果人甚至不会饿死)，没有能量的

策略回避了对它根本困境的处理，使得它不可

摄入，更别提继续繁殖下去了。

能彻底的解决任何一个困境，只能不断的修修

不得不说，这样一个世界也让人难以想象，不过

补补，捉襟见肘。

那有什么关系呢。
既然我们并不是生活在那样一个世

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到，多世界解释在更多

界里，也完全观测不到那样世界的存在，它的意义不

人眼里都是「世界是不断分裂的」
，而这种理解存在

过是存在于人们的幻想和科幻作品中罢了。

误区。在第二节的讨论中已经说明了，多世界理论对

3.3 概率不归一

于量子力学的解释是基于「宇宙波函数 𝜓」在不同基

除了量子永生以外，
对多世界理论的攻击还有与

底上的投影，因此上述「世界分裂」的理解方式，充

其相关的概率问题，如图4中有关概率归一性的质疑。

其量是对多世界理论极简版的理解，
这也就无怪于很
多人视多世界解释为怪谈了。

3.2 量子永生
下面笔者想就多世界受到的最主要质疑——「量
子永生」做出解释。
「量子永生」的概念在许多科普书籍中都有所提
及。它的基本内涵为：既然任意事件概率再小都有可
能发生，那么假如我们一直处在一个薛定谔的房间
里，那么总有一个世界中的我们是永远不死的，即达
到永生，而这与我们的基本认知绝对不相符。
要对量子永生进行解释，首先应该明确一点前
提，那就是宇宙波函数应该在不断变化着：我们一定
是只能存在于一个世界的分支上，换言之，我们所能
够观测到的世界不过是宇宙波函数在我们这一世界
的投影。然而，我们世界在不断变化，既然投影在不
断变化，
那么宇宙函数本身相对于投影基底的运动性
也就不言而明了。明确了这一前提，我们就来分析量
图 4: 多世界解释下电子自旋中的概率问题

子永生中的几个小问题。
首先，有的观点认为「由于量子永生这一概念，

然而我认为，
这并没有与概率论中的归一化条件

任何一个『意识』被创造出来后便不会消失，仍然回

相冲突。诚然，我们观测的结果似乎确实是结果为 1

到了『意识』这一问题上」
。对此我认为，量子永生涉

的一定成立，将表达概率的式子写出如下

及的并非是『意识』的永生，而是『实在』的永生。在
一个理想世界中，任何一个存在的事物都不会消灭。
在多世界理论中，
意识是不会参与到世界的运转之中

1
𝜓 = 𝛼|𝑢𝑝⟩ + 𝛽|𝑑𝑜𝑤𝑛⟩ = √ (|𝑢𝑝⟩ + |𝑑𝑜𝑤𝑛⟩)
2

(7)

可以看到，
上面这个等式的根据是哥本哈根诠释

的，
在某一个投影中物质的不灭不论有没有意识的干

中得到的，有 𝛼2 + 𝛽 2 = 1。

预都会如此，这并不涉及意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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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多世界理论中，
这两者的概率根本就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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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加。
我们只是处于在二者之中的某一组投影到的世
界中的一个，在我们这个世界中，我们只能看到其中
的一个结果。因此，两者的系数必然会有某一个是 1，
另一个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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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普朗克常数测定的因素
冯伊晗, 柏嘉明
摘要
通过对光电效应伏安特性曲线及普朗克常数测定实验的研究，实验中我们利用零点法测量了光电效应
测普朗克常数实验中的遏止电压，对五种不同频率的光进行了其伏安曲线的测量，并研究了光源与光
电管距离，所开汞灯时间，通光孔半径的大小以及暗电流等因素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我们发现，光源
与光电管距离为 40cm，汞灯所开时间为 30min 以上，通光孔直径为 8mm 时的结果更加接近理论值，
获得普朗克常量的相对误差较小，测量的伏安特性曲线的精确度也较高。这对今后实验中减小实验误
差，获得更加精确的实验结果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普朗克常数测量

通光孔大小

暗电流

光电管距离

1 引言
普朗克常数背后蕴含的物理使人们对旧物理概
念产生怀疑和思考，打破了物理学自牛顿以来的沉
寂，进而产生了量子力学，迎来了新世纪物理学的发
展。
因此如何准确的测量普朗克常数的数值变得尤为
重要。
前人曾探究了在普朗克常数的测量过程中通过
改变光源和阴极金属板的材质等因素来提高测量普

图 1: 实验装置

朗克常数的精确度。
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综合考虑
光源与通光孔的距离，通光孔的大小，所开汞灯的时
间以及暗电流的影响等因素来探究影响普朗克常数

将装有阴极金属板 K 和阳极 A 的容器抽成高真

的因素。
通过本论文的探究将为未来研究普朗克常数

空，当单色光通过石英窗口照射到金属板 K 时，有

的测定提供更为准确与简便的测量方法。

光电子从金属板上溢出。此时，若在 A,K 两板间施
加正向电压，
从金属板上溢出的光电子将在正向电场
的作用下，加速飞向阳极形成光电流。此光电流可以
用微电流测试仪读出 [1]。
根据光电效应的规律，有:

2 实验原理

(1) 光电效应存在频率阈值，即只有当入射光达
到一定频率时才会有光电流产生，
且我们一般称此频
率为截止频率。

2.1 光电效应原理及规律

(2) 饱和光电流与入射光光强，与入射光的频率
无关。当达到饱和光电流后，再增大电压，电流不再

光照射到金属上，引起物质的电性质发生变化。

改。

这类光变致电的现象被人们统称为光电效应 (Photo-

(3) 光电子的初动能与入射光的频率成正比，与

electric effect)。本实验研究的光电效应在一定频率
的光的照射下，电子从金属 (或金属化合物) 表面溢
出的现象。实验装置如下图 (1) 所示。

光强无关。如果逐渐降低正向电压，光电流也将随之
减小，直至所加电压降为零时，此时仍有光电流存在。
继续施加反向电压直至光电流减小为零，
此时的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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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成为截止电压且满足
1 2
𝑚𝑣 = 𝑒𝑈𝑎
2 𝑚

3 实验设计与数据测量方法
(1)

3.1 实验仪器介绍

式中 𝑒 为电子的电荷量，𝑚 为电子的质量。

实验装置为 ZKY-GD-3 光电效应实验仪，该仪
器包括汞灯、电源、滤光片、光阑、光电管、微电流
放大器。实验装置如下图所示。

图 2: 截止电压与入射光频率的关系图

(4) 光电效应是瞬时的，一经光线照射，立刻产

图 3: 实验装置实物图

生光电子。

3.2 实验操作方法

2.2 测定普朗克常数的原理

(1) 将测试仪与汞灯电源接通，预热 10 分钟。

爱因斯坦认为光是一种微粒——光子，频率为 𝜈
的电子具有能量 𝜀 = ℎ𝜈，ℎ 为普朗克常数。当金属中

(2) 将汞灯及光电管暗盒遮光盖盖上，汞灯暗盒

的电子吸收一个频率为 𝜈 的光子时，便获得光子的

光输出口对准光电管暗盒光输出口，
调整光电管与汞

全部能量，当能量大于逸出功时，电子就会溢出。

灯的距离为 30cm 并保持不变。

ℎ𝜈 =

1 2
𝑚𝑣 + 𝑊
2 𝑚

(3) 电流量程至于 ×10−13 ，测试前进行调零，旋

(2)

转“调零旋钮”使电流指示为零。

(4)𝑑=4mm，测量 𝜆=365,405,436,546,577nm 时的

式中 𝑚 为光电子的能量，𝑣𝑚 是光电子的最大速
1 2
度； 𝑚𝑣𝑚 是光电子溢出的最大初动能，产生光电效
2
𝑊
。不同金属
应的入射光最低频率为截止频率 𝑣0 =
ℎ
的逸出功不同。
测出不同频率的光入射时都截止电压

截止电压 𝑈 并绘出 𝑈 − 𝜈 曲线，并求出 ℎ。

3.3 影响普朗克常数的因素

差后绘出 𝑈 − 𝜈 曲线:

光源与光电管距离的影响
光源和光电管接收装置两者是相互分离的，
若光

1 2
𝑚𝑣 = ℎ𝜈 − 𝑊
2 𝑚
𝑊
𝑣0 =
ℎ
ℎ
𝑈𝑎 = (𝜈 − 𝜈0 )
𝑒

源与光电管二者距离过近时，
辐射光线与截平面的夹

𝑒𝑈𝑎 =

角增大，其辐射能的余弦效果显现，会使测量的结果
非线性增强；而两者相距过远时，光源发出的光会更

(3)

加接近于平行光，也会产生较大误差。光源与光电管
的距离会影响测量电压的准确度进而进一步影响所
绘制的图像的精度，
使普朗克常数的测定产生较大误
差, 因此探究寻找最适距离对于减少电流误差得到更

从斜线斜率即可求出普朗克常数，
截距可求得截
止频率 [2]。

加精确的普朗克常数。实验数据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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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光源与光电管距离下测量的普朗克常数
𝜆(nm) 𝑈30cm (V) 𝑈35cm (V)

365
405
436
546
577
K(斜率)
/
ℎ × 10−34 (J ⋅ s)
/
误差
/

-1.546
-1.350
-1.194
-0.648
-0.467
0.3600
5.7600

-1.654
-1.421
-1.298
-0.717
-0.535
0.3712
5.9392

13.07%

10.37%

图 7: 距离为 45cm 时的 𝑈 − 𝜈 图像
由此可见从 30cm 开始随着距离的增加，实验误
差逐渐减小，当距离为 40cm 时误差相对最小，此后
距离增大为 45cm 时误差又升高。这表明光源与光电

𝜆(nm) 𝑈40cm (V) 𝑈45cm (V)

365
405
436
546
577
K(斜率)
/
ℎ × 10−34 (J ⋅ s)
/
误差
/

-1.669
-1.410
-1.226
-0.667
-0.471
0.3943
6.3088

-1.662
-1.490
-1.293
-0.735
-0.571
0.3699
5.9184

4.79%

10.68%

管之间的距离过大过小都会对实验误差造成较大的
影响，并得出 40cm 为相对合适距离 [3][4]。

汞灯预热时间对测量的影响
汞灯的功率和光线强度随着预热时间的上升而
增加，会对实验结果产生一定影响，造成实验的误差。
所以我们对汞灯预热时间对普朗克常数测量的影响
进行了实验。实验数据如下表 2。
表 2: 汞灯不同预热时间下测量的普朗克常数

所绘制的 𝑈 − 𝜈 图像如图所示。

𝜆(nm) 𝑈10min (V) 𝑈20min (V)

365
-1.763
-1.668
405
-1.543
-1.481
436
-1.395
-1.308
546
-0.815
-0.716
577
-0.681
-0.561
K(斜率)
/
0.3658
0.3698
ℎ × 10−34 (J ⋅ s)
/
5.8528
6.0176
误差
/
11.67%
9.18%
𝜆(nm) 𝑈30min (V) 𝑈40min (V)
365
-1.657
-1.716
405
-1.468
-1.465
436
-1.322
-1.336
546
-0.730
-0.713
577
-0.562
-0.558
K(斜率)
/
0.3761
0.3881
ℎ × 10−34 (J ⋅ s)
/
5.9168
6.2096
误差
/
10.70%
6.28%

图 4: 距离为 30cm 时的 𝑈 − 𝜈 图像

所绘制的 𝑈 − 𝜈 图像如图所示。

图 5: 距离为 35cm 时的 𝑈 − 𝜈 图像

图 6: 距离为 40cm 时的 𝑈 − 𝜈 图像

图 8: 汞灯预热 10 分钟的 𝑈 − 𝜈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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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直径通光孔下测量的普朗克常数
𝜆(nm) 𝑈10mm (V) 𝑈8mm (V)

365
405
436
546
577
K(斜率)
/
ℎ × 10−34 (J ⋅ s)
/
误差
/

图 9: 汞灯预热 20 分钟的 𝑈 − 𝜈 图像

-1.716
-1.465
-1.336
-0.713
-0.558
0.3881
6.2096

-1.743
-1.396
-1.283
-0.671
-0.407
0.4253
6.8048

6.28%

2.69%

𝜆(nm) 𝑈4mm (V)

365
405
436
546
577
K(斜率)
/
ℎ × 10−34 (J ⋅ s)
/
误差
/

-1.763
-1.183
-1.119
-0.569
-0.329
0.4341
6.9456
4.82%

图 10: 汞灯预热 30 分钟的 𝑈 − 𝜈 图像

所绘制的 𝑈 − 𝜈 图像如图所示。

图 11: 汞灯预热 40 分钟的 𝑈 − 𝜈 图像
图 12: 通光孔直径为 10mm 的 𝑈 − 𝜈 图像

实验结果表明，随着汞灯预热时间的增长，普朗
克常数的测量值逐渐接近准确值。
这是由于汞灯刚刚
打开时光源发光并不稳定，
由此造成了测量结果的偏
差；将汞灯预热 30 分钟以上时，汞灯光源发出的光
逐渐稳定，使实验结果逐渐趋于准确值。因此，实验
时采取预热 30 分钟以上可以相对准确地测得普朗克
常数 [5]。

通光孔直径对测量的影响
对于实验设备而言，
通光孔的直径会直接影响到
进入光电管的光线强度，因此，有必要探究通光孔直
径对普朗克常数测量的影响。我们设计并进行了实
图 13: 通光孔直径为 8mm 的 𝑈 − 𝜈 图像

验，实验数据如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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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cm 时的影响探究，得到的结论与其他已进行过
的类似实验相同，但是该结论不一定在任意距离下
都普遍适用。在未来还可以进行不同距离下通光孔
直径对测量精度影响的实验，完善这方面的研究。
普朗克常数在量子力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此，
提高对普朗克常数测量的精度有着重大的物理
意义。
本文的实验内容对大学物理实验中通过测量光
电流的方法测量普朗克常数的实验也具有一定的指
导作用。

图 14: 通光孔直径为 4mm 的 𝑈 − 𝜈 图像

若要深入本课题，如何更精确地测出暗电流，并

根据文献资料，
由于遏止电压是光电流为零时所

运用合适的数据处理方式消除暗电流的影响，
可以成

对应的电压大小，
不同的光强大小会影响到光电管光

为一个突破点，期待未来的研究。

电流的大小。而普朗克常数测试电流表测量范围为

5 论文分工

10−8 ∼ 10−13 A，通光孔大小越大则入射光的光强越
强，电流表越灵敏，测量得到的遏止电压越精确，所

该论文由柏嘉明、冯伊晗合作完成，冯伊晗完成

以实验结果的相对误差就越小 [6]。

论文前半部分 (摘要 ∼2.3.1)，柏嘉明完成论文后半部

但是在本次测量结果中，10mm 通光孔的测量

分 (2.3.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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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3D 打印开放式胞元吸液结构的新型平面热管
的研究
王逸骁, 赵政材, 程祖钰, 辛顺恒
摘要
生物组织的高效传质传热构型为热流耦合设计提供了良好的范本，本项目受植物细胞流体学启发，模
仿植物细胞浸液行为，采用增材制造的点阵胞元结构设计一种开放型毛细吸液结构。以此为基础，本
项目通过对胞元结构精巧的微观设计，模拟开发出一种流向、流量可编程的流道，并成功应用于均热
板吸液芯的结构改造。借助此类有序、开放的毛细流道，强化胞元表面张力驱动的毛细作用，使得点
阵结构吸液芯较传统毛细流道具备更优的传质传热性能。
关键词：毛细作用

开放结构

平面热管

COMSOL

胞元

1 绪论

单元体填充

2 研究前提
2.1 拓扑优化下的毛细管均热板

热管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热原件，
利用热传导原理
与相变的吸热放热性质，
能够高效地传递热量到热源

均热板是一个内壁具有微细结构的真空腔体，
通

外，热管的应用在高技术、精密技术领域十分广泛，如

常由铜制成。当热由热源传导至蒸发区时，腔体里的

航空航天、芯片等。而具有纳米吸液结构的平面热管

冷却液在低真空度的环境中受热后开始产生冷却液

更具有热导率髙、热响应快、结构简单、无需外力驱动

的气化现象，此时吸收热能并且体积迅速膨胀，气相

等优点。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在使用有机材料研究了平

的冷却介质迅速充满整个腔体，
当气相工质接触到一

面热管, 采用双层 200 目镀铜网作为吸液芯结构，单

个比较冷的区域时便会产生凝结的现象。
借由凝结的

层 500 目镀铜不锈钢网和铜柱微阵列组成的复合吸

现象释放出在蒸发时累积的热，
凝结后的冷却液会借

液芯 [1]，其传热效率可达到铜的三到四倍，这些热

由微结构的毛细管道再回到蒸发热源处，
此运作将在

管在具有较好传热性能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柔性；香

腔体内周而复始进行。
均热板中流体的速率是反映均

港科技大学开发了一种具有微纳复合结构吸液芯且

热板性能的参数之一。图 2-1-1 为李宝童教授的新型

厚度仅为 0.5mm 的超薄平面热管 [2]；内蒙古科技

热管示意图 [4]。

大学公开了一种复合材料超薄柔性平面热管 [3]。此
类研究有很大借鉴意义。

但同时我们注意到，
当前对于平面热管结构的改
进与研究往往集中于热管内外材料，工质特性，热管
外部结构等方面，
很少从毛细结构内部出发进行研究
改进，
因此我们基于拓扑优化的毛细均热板和胞元微
流体，重新设计一种开放胞元吸液结构的平面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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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新型热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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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多细胞结构中的流动，
作者模拟了一个由
五个堆叠的 BCC 单位细胞组成的列中的液体进程。
他们观察到柱中心和角落中前进前沿部分的交替加
速-减速。最初，当液体在四面体金字塔内加速时，中
心超过角落。此后，随着有效孔径在中心增大而在角
落变窄，角落内的液体前沿加速并超过中心。这种交
替的中心-角领先过程在每个后续单元格中重复。推
进的气液界面的形状和演变是复杂的，
具有动态形成
的凹凸特征。垂直或 𝑧 方向的速度急剧增加被观察为
快速的、类似卡扣的填充行为。填充单个晶胞的总时
间随着液体沿柱向上移动而增加，
因为受重力影响的
液体体积增加，最终在达到力平衡时停止。在更大的
图 2-1-2: 拓扑优化的不断迭代

单元阵列的模拟中观察到相同的行为。

作者提出考虑仿生拓扑优化方法，
受到蚂蚁巢穴
的启发，在传统拓扑优化方法基础上，在优化列式中
引入了可以考虑流道连流动的约束函数，在满足 NS
方程的前提下，仿真了流体在微流道中的流动。通过
这种仿真拓扑优化方法设计了一种全新的均热板，
该
方法充分解决了均热板流速较慢问题，
有效地提升了
均热板的散热性能 [4]。

2.2 胞元微流体
在 Cellular fluidics 中，作者详细描述了能够容
纳和流动液体的三维打印微架构结构，
以在液体和气
体之间创造广泛和可控的接触。这样的一种有序，多
孔，
开放的结构促进了单元格中表面张力驱动的毛细
作用，并使液体和气体在整个结构中运输。通过这种
方法，作者设计和打印有序的多孔介质，对液体和气
体在这些结构中的行为有许多程度的控制。(1)
作者提出了一个称为细胞流体学的概念，
这是一

图 2-2-2: 国外学者研发的树形吸液芯及其性能

个三维流体学平台，它建立在具有确定性结构、孔隙
率、表面特性的多尺度、基于细胞的构造的创建之上，

为了展示设计具有开放界面和连续液体分布的

因此可以控制气-液-固界面和流体流动。作者提出了

分支结构的潜力。作者以 BBC 胞元为单位，设计树状

预测这些有序结构中流体行为的分析和数值方法，
并

结构，水库围绕「树干」密封，因此只能通过格子进行

在三个维度 (3D) 中通过实验证明了气液传输和编程

水传输。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水沿着晶格向上流动

流动路径。设计的基础结构，BBC 胞元体示意图如

并通过结构的暴露于空气的开放式单元蒸发，
水库中

下 [5]：

的液位下降。非挥发性染料在分支尖端浓缩和沉淀，
这提供了最高蒸发通量区域的视觉指示 [5]。
综上，在这篇文章中，LLNL 的研究人员在新的
研究中开发出一种突破性的方法：利用三维打印的晶
格设计和毛细作用现象来输送液体和气体。
这项成果
可以改进目前的微流控技术，
允许微流道可以在三位
复杂的几何形状中控制流体运输。
然而，目前的微流控系统通常是平面的和封闭
的，限制了他们再现多相过程的能力，树状结构启发
图 2-2-1: 直径 𝐷 对压降 𝑃 的影响

我们将这项研究成果运用在吸液式平面热管，
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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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佳的散热效果。

3 理论分析
3.1 毛细驱动力的产生及其大小影响因素
毛细作用与毛细驱动力
毛细作用是指流体在其自身表面力和界面力作
用下的宏观运动。
由液压式连接的两个液体区域之间
有压力差而产生的。流体的流向是为了减小压差。当
这种压差消失，或不再有减小压差的机理时，流动即

图 3-2-1: BBC 单元体的吸液仿真

停止。
我们由此推导接触面周长和毛细力大小的关系

因此，毛细作用可类比为压差流动。在毛细体系

式，以此解释 BBC 胞元体优异的传输能力：

中，压力差是由于曲率半径 (我们所讨论的不同曲

设液面上升的液体柱高度为 ℎ，
玻璃管半径为 𝑅，

率产生的压力差异来源于一个液相和一个固相的接

那么对于这个液体柱的能量 𝐸 包括表面能和重力势

触)，表面张力及相关因素 (如接触角) 的不同而产生

能，关系为：

的，此时也发生流动直至压力达到平衡，或直至有一
种机理来达到平衡为止。

1
𝐸 = −2𝜋𝑅ℎ𝐼 + 𝜋𝑅2 ℎ2 𝜌𝑔
2

而在毛细流动流动过程中驱动液体流动的力，
称

(1)

式中右边第一项就是表面能，第二项就是重力势能。

为毛细驱动力。

这个关系式是在上升高度 ℎ 远远大于半径 𝑅 时才成
立，
这时才可以把弯液面的形貌给简化为平面来计算

毛细驱动力的大小计算

表面能和重力势能。
把上面关系 𝐼 = 𝛾 cos 𝜃𝐸 带入并通过微分，求能

具体计算毛细驱动力大小需要确定体系液体界

量 𝐸 最低时的 𝐻 值，可得其关系为：

面的曲率，并由 Laplace 公式计算附加压强值。该值
可以用来计算驱动力的大小和方向。

𝐻=

平面热管中的毛细流动体系包含固相、
液体和另

2𝛾 cos 𝜃𝐸
𝜌𝑔𝑅

(2)

这就是毛细管上升的高度公式，通过能量分析，更能

一种流体相。

明确地感到这个过程是个自发过程。
而不是有人认为
的，上升液体的重力势能没有来源，从而违反热力学

在此种无外力存在的条件下，体系中的毛细流

第二定律。

动净驱动力是由三种基本量控制，包括各种界面张

在液体上升稳定后，
由于毛细管内部的液体高于

力，固体-液体-流体界面的几何形状和三相边界线上

水平面的高度。所以一定存在一个力 𝐹 ，这个力的作

固相表面的几何形状。

用可以平衡这部分液体的重力，从而使液面稳定。根
据力的平衡，其大小为：

3.2 开放单元体中的液体流动
𝐹 = 𝜌𝑔𝜋𝑅2 𝐻

(3)

结构角度
把公式 (3) 中 𝐻 带入公式 (2) 即可得出 𝐹 的关
分析 BBC 胞元体独特的结构，我们发现流体在

系式为：

胞元中接触周长明显优于传统流道 [5]。

𝐹 = 2𝜋𝑅𝛾 cos 𝜃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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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式 (4) 中我们得出接触面周长和毛细力大

2) 再从密度角度进行解释

小成正比关系，这与仿真实验结果非常吻合。

由于表面张力是因为表面两边吸引不对称而形

另外我们做出几点解释：

成的，
而这种不对称又主要是因为两边物质的密度不

这个公式只有在毛细管半径 𝑅 远小于 𝐻 的

同造成的，
因此密度的高低对表面张力的数值有所影

情形下才会精确，一般要求 𝑅 远小于毛细作用长度

响。

(2.71mm)。如果不满足这个情形，公式 (3) 必须做相
应的修正，在 19 世纪，这个公式被 Laplace,Poisson,
Gauss 和 Rayleigh 分别修正过。
公式 (4) 也与很多前人的实验现象相吻合。比如，

表面张力与密度关系可表示为：
𝛾 = 𝐵(𝜌1 − 𝜌0 )4

(6)

它符合上升高度和毛细管半径成反比的关系。其次，

式中密度 1 和密度 2 分别为液体的液相和气相的密

当接触角 𝜃𝐸 大于 90° 时，𝐻 为负值，它同样适用于

度；𝐵 为与密度变化无关的常数。该关系式来源于界

毛细下降的情形。还有一个情形，就是如果毛细管的

面化学中等张比容的讨论。

高度 ℎ 小于这个能量最低时的高度 𝐻 时，会发生什

更一般的同时考虑温度在内的表面张力与密度

么现象，液体会不会喷涌而出，从而可以利用这种爆

的关系还可写成：

发的能量。答案当然是不会的，当 ℎ 很小时，液体会
充满整个毛细管，
这时毛细管内的液面不再是稳定接

𝛾 = const(𝑇𝑐 − 𝑇 )𝑝 (𝜌1 − 𝜌0 )𝑞

触角 𝜃𝐸 ，而会大于这个值，从而使 𝐻 变小，直到平
衡，这个要从力的观点去解释更为方便。

(7)

式中 𝑝 和 𝑞 是由实验确定的待定数据，可利用

温度角度

最小二乘法等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
该式在某种程度
是对前一个式子的拓展。

开放结构促进了液体流动时的散热，
换言之液体
在开放结构中流动时的温度较在封闭结构中更低。
而

3) 结论

温度对表面张力有很大影响。

随温度升高，气-液两相的密度差减小，而根据

1) 温度对表面张力的影响

式 (6)，内聚引力和密度差存在高次幂正比的关系，因

表面张力是分子尺度上的力，
温度会直接影响分

此随着温度升高，气液两相密度也逐渐接近，气液两

子的运动，因此温度对表面张力有很直接的影响。

相的各自内聚引力也逐渐接近，
进而导致表面张力的

温度升高时由于物质膨胀，分子间距增大，其吸

大小减小。

引力也减弱，因此一般液体的表面张力都降低，关系

因此，
开孔促进了胞元中表面张力驱动的毛细作

满足如下线性关系：

用，使得液体在开放结构中的运输速率高于封闭结

(1) 随着温度升高，液体的表面张力减小。
(2) 当温度升高至接近临界温度 𝑇𝑐 时，液-气界

构。

面逐渐消失，表面张力趋近于零。

4 建模与仿真

关于表面张力和温度的关系式，
一般都认为二者
存在线性关系，
并把表面张力随温度变化的斜率认为

4.1 单元体与整体结构

是表面区内变化单位面积时熵的变化值。
目前描述表面张力与温度的关系主要采用的是

本文采用 SoildWorks 2020 进行建模。单元体设

一些经验公式，其中最著名的是埃特威准则 (5)。应

计：圆柱斜支架直径 𝐷 = 200𝜇 m。

用埃特威准则的前提条件是已知液体的密度、
摩尔质
量、临界温度，可以预测任一液体或物质在所有温度
下的表面张力。
如果 𝑉 是摩尔体积，𝑇𝑐 是临界温度，流体的表
面张力可以通过式 (5) 给出：
𝛾𝑉

2
3

(5)

= 𝑘(𝑇𝑐 − 𝑇 )

式中 𝑘 是埃特威常数，它对于所有液体都是一个常
2

数，其值为 2.1 × 10−7 J ⋅ K−1 ⋅ mol−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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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SolidWorks 中 BBC 单元体的建模

4.2 仿真
本文使用 COMSOL 5.6 进行仿真。
图 4-2-2: 细管毛细流传输概率的影响

图 4-2-1: 单通道对于液体的吸收
仿真一：
在二维接口通过仿真验证微流道微流体
流动性质以及毛细现象实现的可行性：流体 1 设为
空气，流体 2 设为水。当时间为 0 时，通道中充满了
空气，没有任何液体。当液体从入口被注入时，通道

图 4-2-3: 表面张力对三相接触面形状的影响

逐渐被液体填满。
这一初始过程实质上是液体与空气
进行体积交换的过程。
当一个通道的直径处于微米或
纳米量级时，在流体流入通道的初始驱动力中，毛细
力起着决定性作用，液体从体积分数为 0 到 1 的过
程仅靠毛细力驱动就可实现。
仿真二：
我们仿真了在考虑重力的情形下毛细管

仿真三：
通过仿真不同单元体中毛细现象传输流

流道中的液体上升的情形，
并研究了毛细管毛细流传

质的速率验证微结构对微流道传输流质的影响。
我们

输概率的影响因素仿真的实验结果呼应我们在研读

通过 SolidWorks 搭建了两种单元体：1.5mm 简单立

nature 论文时获取的编程流道路径的方法。

方单元体和 1.5mm BBC 单元体。为了使模型更好的

为了联系起气液接触面角度的影响，
我们又仿真

收敛，我们在层流接口-两相流模块中仿真 1 m/s 初

了流体凹型面的角度 (见下图)，证实了表面张力影响

速度的水在两种单元体中的上升情况，
得到如下仿真

三相接触面形状。

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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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图 4-2-4: BBC 单元体仿真结果

图 5-2

图 5-3: 吸液芯的结构示意图
图 4-2-5: 简单立方单元体仿真结果

6 方法
建模方法：

仿真数值结果：BBC 单元水流上升耗时 0.0029s，

本文采用 SolidWorks2020 建模，通过基本拉伸

简单立方单元上升用时 0.0035s，我们能得出微流体

切除，单元体阵列与匹配，构建出所设计新型平面热

结构对微流体流动的显著影响。

管基本三维设计模型。利用零件与装配体关系，对流
道部分进行填充。

仿真结果体现的 BBC 单元良好的传质属性也为

仿真方法：

我们用 BBC 单元填充均热板提供了实验依据。

本文仿真采用 COMSOL 5.6 仿真。采用代数多

同时，
我们也可以依据这样的传输速率优势进行

重网络求解器，用相场方法，结合静水压力 (层流勾

选择，实现可编程性流动路径的设计。

选包含重力，使用约化压力)，对表面张力进行建模。
在底部第一个胞元底部初始化：界面下方 200 微米
处设置零压力边界，顶部设置一个零压力出口，侧面

5 应用

提供 200 微米的空气边界。
采用单元体模型参数：BBC 单元，𝐿 =1.5 mm，
主支柱 200𝜇 m，斜支柱直径 𝐷 =200 𝜇 m，并添加框
1
架，数值计算均使用 对称进行，采用 CAD 内核。
4
材料使用水与空气，实现开放的多相过程。
𝜋
为了提高收敛性，接触角设置在前 1 ms 内从
2

根据先前的理论研究与仿真成果，
我们由此对单
位毛细均热板进行直接填充，从而利用单元体 (1) 的
阵列设计出基于 3D 打印开放式胞元吸液结构的新
型平面热管的基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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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

𝜋
，几何采用移除细节处理。
8
网络采用常规化自适应网络，
保证收敛性的同时

的约束条件优化拓扑优化迭代设计吸液芯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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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细胞流体学的启发，
基于指导老师李宝童教
授和刘宏磊已完成的吸液芯设计，
我们团队完成设计
了胞元填充的微流道平面散热管的设计以及优越性
验证。在理论和仿真上，我们已验证了开放式胞元填
充的优越性，
同时胞元微结构的设计也能满足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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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质；同时，对毛细微流道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作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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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Integrity Based on Game Theory
吴玘华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n old theory in economic field will be introduced to a totally different field, academic
integrity. The economic theory is called Game Theory, and it can help the economists to solve problems
on policy making. Using such economic theory in this field is kind of new so that the relative references
are all just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In that case, I think the review work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research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is field to get the information quickly. The present study has
just come to the math part, which is made up of the payoff matrix and the math analysis. It means that
the problem has already been quantified. We can explore more by making more models from what we
have got now. So the different kinds of matrix will be shown together with people’s opinions on the
phenomena and finally we use the matrix and data to give some useful suggestions to academic field.
It’s obvious that more constructive works are on the way, because recently some suggestions based on
math models are getting its fame on this topic. Therefore, this new way to analyse the phenomenon
will be shown with related suggestions to help clean the academic environment.
Keywords: Game Theory

Academic Integrity

Payoff Matrix
positions
(4) How we can find a way out to get out of the
game

1 Introduction
Facing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engaged in academic field and the trend that the average age of researchers are getting lower, there has
appeared a kind of 「Game」on academic integrity.
For students writing their papers for a bachelor’s degree, they may benefit from the behaviour that is
considered to be academic misconduct, such as citing other’s work without listing it in references. But
for the professors, the large amount of papers and
the limited time determine that they couldn’t notice
all the misconducts. So a game just begins.
To make this review paper, I’ve collected different types of researches on academic integrity and I
will combine their data and conclusions to make it
clear to understand the phenomena of game theory
in academic field.
The rest of this paper will be divided into 5 parts
as followed:
(1) References review
(2) The reason why the phenomena can be described by game theory and it’s usage
(3) Opinions from different people in different

2 References Review
For the reason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d like
to divide the history of this research into to parts.
One is about the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e other is
about the situa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who used
to be recognized as a warm bed for academy.

2.1 Researches in China
In China, there are about four papers about
the game theory in academic integrity. In recent
years, facing many academic misconduct incidents,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academic misconducts
and purifying academic atmosphere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roblem faced by universities in China.
「Academic misconduct is a violation of academic integrity, which seriously damages the rigor of academic practice and hinders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practice.」one researcher says in her paper (Zhu, 2021, p1) [2]. Anyway from which we
can see that the problem is not only amo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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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ources from the Social Environment

but also appears in some professors. The reason for
this, on the one hand, is the cause for some college
teachers to be affected by internal personal factors
and external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y
have made wrong behavioral choices;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increase of state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people have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upgrading of
misconduct detection methods has continuously enhanced the ability of academic self-purification, and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will make the
world’s academic success closer than any time before. Also, as the number of graduate students being enlarged, a huge number of academic misconduct appeared and soon became the main source.

For the definition of academic misconduct in
western countries covers a larger range, it would be
easier if we just look into the condition in China.
In China, much research looking into academic
integrity is policy driven (B Macfarlane 2012)[7].
State educational policy pointed to the importance of preventing research misconduct when a
case of local research fraud was uncovered nationally for the first time (Sun 2010) [14]. In 2006,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stepped up efforts
in building academic norms and research integrity,
through developing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setting up special agencies, issuing policy papers, organizing national forums or seminars,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un 2010) [14]. Following government appeals, the number of research
projects addressing issues of academic integrity increased dramatically in 2006. This led to a rapid
growth of articles on academic integrity published
in China.
Meanwhile, the number of 「SCI, SSCI, CSSCI」
of a single person are becoming a main standard in
current academic environment,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people who want fame more than academic
accomplishment to step their feet on misconducts.
Anyway, there’s no conclusion on whether the
standard is right or not, when Garfield presented the
concept of the sound factor in 1955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journal in the early 1960s, to help select SCI
journals. He also believes that the cause of influence is a method of scientific evaluation, but it is
not a measure of the quality of the paper. The ideal
tool needs to recognize that it can be misused and
respond to its advancement. Is should be used constructively (Xiao 2020) [8].

In recent year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has
been expanding,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bundan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academic misconduct problems such as plagiarism, plagiarism, and academic fraud gradually
appearing.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issue of academic integrity training for graduate students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one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untrustworthy behavior; the other is the cause for
untrustworthy conduct; The third is countermeasures to ensure academic integrity. (Luo & Zhao,
2020, p54) [3]

2.2 Researches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 game theory in academic field also has
it’s name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y mix the academic misconduct and normal cheating up and try
to find their similarities. A recent survey conducted
in the UK found that nearly 50,000 university students have been caught cheating from 2012 to 2015.
The same data show non-EU scholars are the most
likely to commit the offense, which suggests that
student cheating is not restricted to a specific country (Guardian, 2016) [13]. One research in western
researchers’ papers comes up with a three-players
static game with complete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model the strategic relationship underlying the student’s individual decision of cheating in classroom
(Griebeler, 2017, p43) [10].

3 Game Theory and Its Usage
3.1 Game Theory
「A definition might be useful; as a rough cut,

try: game theory is a set of tools and a language
for describing and predicting strategic behavior.」
(Picker, 1994)
Here is one of a simple example of gam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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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ayoff Matrix for Graduates’ Academic Misconduct (Wu, Zhao & Guo,2022) [1]
Student1/ Student2
Academic
Integrity
Academic
misconduct

Exposed and
get punished

Exposed without
being punished

Not exposed

−𝐴3 − 𝐴1 ,
𝐵2 − 𝐵 1

𝐴2 − 𝐴 1 ,
−𝐵1 − 𝐵3

𝐴2 − 𝐴 1 ,
−𝐵1 − 𝐵4

0, −𝐵1

Prisoner’s dilemma:
We have two prisoners, or, more generally, two
players. They both have committed a serious crime,
but the district attorney cannot convict either one
of them of this crime without extracting at least one
confession. The district attorney can, however, convict them both on a lesser offense without the cooperation of either. The district attorney tells each
prisoner that if neither confesses, they will both be
convicted for the lesser offense. Each will go to
prison for two years.
However, the best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s
not what we should care about, and what I will introduce in the following part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tool in the researches I’ve reviewed above.
Table 2: Prisoner’s Dilemma
silent
confess

silent
-2, -2
0, -10

Without
being tested

Test

𝐴2 − 𝐵 1 ,
−𝐵5

0,0

that suits their needs. Each method can also be used
with one of the other methods to help ease the decision maker. A decision is obvious if it has the same
outcome as maximin, maximax, minimax regret, and
EMV.

3.2 Usage of Game Theory
For graduate students, previous study has already made a useful matrix to show the possible
payoff of misconduct for students. It simplified some
math process and aim to conclude the method in a
more efficient way. The column is just divided into
being tested or not. Although is can not illustrate
all conditions, but it works to be the first step on the
method. See Table 1.
Define that the cost of the graduate student is
𝐴1 , and what he can get from his behaviour is 𝐴2 .
If he is punished, then the lost will be 𝐴3 . If the
professor find the student’s academic misconduct,
his payoff will be 𝐵1 . Whether the student is punished could separately bring 𝐵2 and 𝐵3 to be the
payoff. 𝐵4 is defined to be the condition that student are proved to be honest in academy, while 𝐵5
is defined to be the condition that no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confess
-10, 0
-6, -6

All of the academic integrity researches based
on game theory have it’s core part: payoff matrix.
Here is the definition for payoff matrix:
Payoff matrices are important tools in risk analysis and decision making that are used to identify
risk in both everyday and multibillion-dollar business decisions. The payoff matrix method breaks
the decision process down into decision alternatives and states of nature. When making important decisions in risk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
the expected monetary value (EMV) method is recommended whenever possible. Overall, the payoff
matrix method is great for any type of risk taker.
Risk takers, risk avoiders, and anyone in between
can use this technique to come up with an answer

In the issue of academic integr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graduate students and themselves, universities, employment lists and periodicals are antagonistic to each other and together form a game side.
Graduate students may attempt to use academic dishonesty to gain benefits from the various gamers.
(Wu,Zhao & Guo,2022)[1]
After taking a look at the basic matrix, let’s
move forward to see something more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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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wo Complex Payoff Matrix [5]

A

B

Professor chooses 𝜃∗ = 0
cheat

fair play

𝑈𝐴 (0, 0)
𝑈𝐵 (0, 0)
cheat
𝑊 (0, 0,
0, 0)
𝑈𝐴 (𝑁𝐴 (𝑒∗𝐴 ), 𝑒∗𝐴 )
fair
𝑈𝐵 (𝑁𝐴 (𝑒∗𝐴 ), 0)
play 𝑊 (𝑁𝐴 (𝑒∗𝐴 ), 𝑁𝐴 (𝑒∗𝐴 ),
0, 0)

A

𝑈𝐴 (𝑁𝐵 (𝑒∗𝐵 ), 0)
𝑈𝐵 (𝑁𝐵 (𝑒∗𝐵 ), 𝑒∗𝐵 )
𝑊 (𝑁𝐵 (𝑒∗𝐵 ), 𝑁𝐵 (𝑒∗𝐵 ),
0, 0)
𝑈𝐴 (𝑁𝐴 (𝑒∗𝐴 ), 𝑒∗𝐴 )
𝑈𝐵 (𝑁𝐵 (𝑒∗𝐵 ), 𝑒∗𝐵 )
𝑊 (𝑁𝐴 (𝑒∗𝐴 ), 𝑁𝐵 (𝑒∗𝐵 ),
0, 0)

B

Professor chooses 𝜃∗ > 0
cheat

fair play

𝑈𝐴 (0, 0)
𝑈𝐵 (0, 0)
cheat
𝑊 (0, 0,
𝑝∗ , 𝜃∗ )
𝑈𝐴 (𝑁𝐴 (𝑒∗𝐴 ), 𝑒∗𝐴 )
fair 𝑈𝐵 (𝑁𝐴 (𝑒∗𝐴 )(1 − 𝑝∗ ), 0)
𝑊 (𝑁𝐴 (𝑒∗𝐴 ),
play
∗
𝑁𝐴 (𝑒𝐴 )(1 − 𝑝∗ ), 𝑝∗ , 𝜃∗ )

The baseline model is composed by two identical students, A and B, and one professor (or teacher).
There will be an exam of a research to be conducted
in the course that the professor is in charge. Each
student must choose his level of effort in studying
and the professor must choose his effort to detect
and punish the possible cheating. Whenever a student chooses to cheat, he does not study, such that
his level of effort is equal to zero. All these actions are chosen before the exam happens, there is
no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players and the information is complete, such that we can model this
strategic situation as a three-players static game.

𝑈𝐴 (𝑁𝐵 (𝑒∗𝐵 )(1 − 𝑝∗ ), 0)
𝑈𝐵 (𝑁𝐵 (𝑒∗𝐵 ), 𝑒∗𝐵 )
𝑊 (𝑁𝐵 (𝑒∗𝐵 )(1 − 𝑝∗ ),
𝑁𝐵 (𝑒∗𝐵 ), 𝑝∗ , 𝜃∗ )
𝑈𝐴 (𝑁𝐴 (𝑒∗𝐴 ), 𝑒∗𝐴 )
𝑈𝐵 (𝑁𝐵 (𝑒∗𝐵 ), 𝑒∗𝐵 )
𝑊 (𝑁𝐴 (𝑒∗𝐴 ), 𝑁𝐵 (𝑒∗𝐵 ),
𝑝∗ , 𝜃∗ )

4 Opinions
To find the attitude of the tutors, one of the
researchers posts a survey to get the tolerance of
the tutors toward the academic misconduct and the
causes that lead to the student’s inappropriate behaviour. He finally got that 97.37% interviewee
thinks that it’s the basic rule which must be obeyed
by the students and the main reason for misconduct
is the stress of graduation (Luo, Zhao & Jia, 2020,
p55) [3].
According to another researcher, we can attribute the situation that we are facing now to three
main reasons:
(1) Hard standard for the graduate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2) Limited resources.
(3) Revenues between graduate students and
the press. (Wu, Zhao & Guo,2022) [1]

However, what has been showed above is hard
to be applied for a math problem, which is easy
enough for we to solve. So we simplified the matrix1 by comparing with the matrix2. Now there is
only on people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ir probable behaviour is simplified as well.

Table 4: Universal Matrix for Academic Integrity (Luo, Zhao & Jia, 2020, p55) [3]
university/graduate student

academic integrity

punish
tolerate

(𝑅 − 𝐶, 0)
(𝐶, 0)

academic misconduct
discovered
undiscovered
(𝑅 − 𝐶, 𝐶 − 𝐼)

/

(𝑅 − 𝐶, 𝑅 − 𝐶)
(𝐶 − 𝐼, 𝑅 − 𝐶)

R: revenue of the fame of honor by paying enough attention and taking measures
C: cost of time and work
I : bad influence taken by tolerance

Also, we have the opinion overseas to provide
us with the sight from a student:

dishonest. It felt as though no matter what I did to
prepare, study, and ask for help, I knew that I would
likely never measure up and be able to succeed because I refused to cheat. (Cronell University, 2021)
[6]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ndemic, I saw myself
as well as many of my classmates struggle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other students being academ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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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ttitudes each student has towards academic dishonesty and facing its consequences are
important in the field and on the opposite side: how
important it is to the teacher to punish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 in academic dishonesty are just a great
environment for the game to show on. To conclude, placing issues of strategy such as cheating and
academic dishonesty within the scope and frame of
game theory is a fascinating way to examine these
phenomena and how they occur in the lives ofstudents (Cronell University, 2021). [6]

sonal credit loss, that is, increase the trial and error
cost of academic fraudsters (Luo & Zhao, 2020, p57).
[3]
Apropos of graduate students themselves:
Graduate students should start from themselves, strengthen their awareness of academic integrity, curb dishonest behavior in thinking and behavior, and adhere to academic integrity as a habit
to resist vicious academic competition. (Wu,Zhao &
Guo, 2022, p224) [1]
In the aspect of Evaluation syste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establish a
more scientific academic level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guide graduate students to concentrate on real research, and strive to achieve original results with a higher level. This mechanism also
actually reduces the benefits that graduate students
get when academic fraud goes undetected (Luo &
Zhao, 2020, p57). [3]
Anyway, according to our theme, we could take
a further step using our new method, and it has been
researched in recent years.

Table 5: The Search Result with Academic Misconduct as the Key Word (Pkulaw, 2020) [12]
Classification

Numbers of law and regulations

Levels

Law(3) Politics(9)
Apartment(209) Party(32)
Group(30) HR Market(8)

Years

2020(36) 2019(24) 2018(26)
2017(24) 2016(29) 2015(25)
2014(29) 2013(13) 2012(18)
2011(15) 2010(13) 2009(10)
2008(4) 2007(5) 2006(4)
2004(1) 2003(2)

5.2 Ways Using Game Theory

As the table shows our government a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on academic misconduct to deal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isconducts.

Game Equilibrium Strategy
The respective payment functions of the participating entities in the game model can obtain the
expected benefits of the school (𝜋1 )and the students
(𝜋2 ), respectively, using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ation, we can get the following formula:
Teachers:

5 A Way Out
5.1 Ways Without Game Theory
According to what the researchers say, the solution could be concluded into three parts:
(1) Policy effort to reduce the payoff and increase the cost of misconduct
(2) Education to deduce such behaviour
(3) Improve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policy, there’s a useful suggestion as followed:
At present, corresponding punishment measures are imposed on graduate students are limited
to the university, and the impact on their future is
not larg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play a sufficient deterrent role.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also establish an academic integrity file for graduate students,
link academic integrity with personal credit, and increas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academic fraud on per-

𝜕𝜋1
𝜕𝑅
𝜕𝐶
= 2𝑅1 (𝑥, 𝑦) + 2𝑥 1 − 2𝐶1 (𝑥) − 2𝑥 1 = 0
𝜕𝑥
𝜕𝑥
𝜕𝑥

Students:
𝜕𝜋2
𝜕𝑅
𝜕𝐶
= 2𝑅2 (𝑥, 𝑦)+2𝑥 2 −2𝐶2 (𝑥)−2𝑥 2 −2𝑝𝑑 = 0
𝜕𝑦
𝜕𝑦
𝜕𝑦

Combine the two formula, with applying the
value to 𝑥 and 𝑦, we can get a result in theory (Zhou
2020). [9]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Prevention of Academic Misconduct
This equilibrium strategy represents the choice
made by the school to the prevention mechanism
and the choice made by students to the mis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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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game of preventing academic misconduc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aches an equilibrium
state. But our final result depends on the choices by
the school: According to rational human hypothesis, schools will only operate the mechanism when
the mechanism for the prevention of academic misconduct reaches an effective level, and the marginal
benefits that the mechanism brings to the school far
outweigh the marginal costs. On this basis, look for
ways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and explore the
space for mechanism optimiza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chanism for the prevention of academic misconduct is defined here: if the mechanism reaches an effective level, the marginal cost
of students choosing misconduct will outweigh the
marginal benefit. So using these hypothesis, we can
finally get the value of 𝑥 and 𝑦, and then solve the
equivalent above (Zhou 2020). [9]

[3] Luo Haiyuan, Zhao Jin, Jia Minmin(2020).
Game Theory on Graduate Students’ Academic
Integrity. Beijing Education. 2020(07). 54-58.
[4] Zhu Yuechen(2006). Analysis by game theory
on academic integr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Retrieved
from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
detail.aspx?dbname=CMFD2007&filename=
2007046997.nh.

[5]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2017).
Payoff Matrix. ASCE Library. doi:10.1061/
9780784414637.
[6] Cornell University(2021). Game Theory and
Academic Dishonesty. Retrieved from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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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game-theory-and-academic-dishonesty.

[7] B Macfarlane, J Zhang, A Pun -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4 - Taylor &
Francis(2012). Academic integrit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doi.org:10.1080/03075079.
2012.709495.

6 Conclusion
The problem in academic misconduct is actually a game of a group of wise people. They try to
find the easiest way to write their paper and not to
be caught by their co-workers. Anyway, it’s illegal to steal other people’s works and the bad trend
can lead to a discouraging atmosphere. So what we
should do is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phenomena and try to find a way out.Here in my paper
the core of the phenomena is game theory, and from
the theory and corresponding math analysis, we can
find a way out.

[8] Xiao Huaiyuan(2020). Thinking about breaking the 「SCI supremacy」of pap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apers.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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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家庭结构未来发展方向的简单预测
陈郑好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我国家庭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家
庭规模逐渐变小，家庭发展开始出现小型化态势。与此同时，我国千百年来的家庭权力结构向着夫妻
平权、亲子代际权力流动的方向发展。另外，随着人员的流动，我国家庭结构开始出现了一些特殊的
类型，例如同居家庭或者同性恋家庭等。本文根据对于我国目前家庭的发展，对我国未来的家庭演变
方向做出了简单的预测，并对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进行简要解析与评论。
关键词：家庭社会学

家庭结构

家庭演变

人口与家庭
于「家庭」的理解。指南指出，
「家庭成员在血缘、领

1 引言

养或婚姻关系上有关联，
而关联程度和家庭界限则取
决于应用目的 [4]。」即对于家庭成员的定义时，应

随着我国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以及老龄化的趋势
的不断变化，家庭俨然成为了社会核心的研究话题。
当前，
世界各国的家庭转变处在一个极具变革色彩的

当关注个体之间对于此类关系的应用层面。
同时，又有学者指出，分开生活的近亲属存在密
切的互动关系，
离开父母在外工作或学习的子女仍被

过程当中，学界对于家庭是否日渐核心化，家庭功能

视为同一家的成员，
但是用何种概念表达这种既独立

是否逐渐变得衰落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学者们如此注

生活，
又有关系的亲缘成员间的联系与区别亦尚不明

重家庭结构转变的原因正是因为家庭作为一个非常

朗 [5]。笔者认为，独立生活的亲缘成员虽然与其他

重要的初级群体，
对于社会制度的改革存在着最基本

家庭成员联系减少，
但是根据中国传统家庭成员的关

的引导性作用 [1, 2]。本文将通过追溯新中国成立以

系来看，
独立生活的家庭成员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依

来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历史，
分析几十年来我国家庭

然会保持着带有家庭关系的联系。综合多种因素，本

结构转变的原因，
对我国未来家庭结构的形势进行简

文在考虑家庭结构问题时，
将该种情况下的独立生活

单的预测，
并对此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做出简单的分

个人与其他家庭成员分列两个家庭进行分析之外，
着

析。

重考虑两个家庭之间的联系。

「家庭」这一含义在诸多研究领域有着不一样的
定义和理解方式，
这样的区别源于不同领域在研究家

2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家庭结

庭时的侧重点和审视的视角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而这

构的演变

些差异的根源在于从不同维度研究家庭时，对于「家
人」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毋庸置疑

2.1 家庭规模的缩小

的是，
「家庭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或收
。
养关系为纽带而结成共同生活的社会基本单位 [3]」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大

但是，所谓的婚姻关系、血缘关系与收养关系是否都

陆地区平均家庭户规模为 2.62 人，家庭户规模继续

能算作家人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

缩小，比 2010 年的 3.10 人减少了 0.48 人，已跌破「三
口之家」的数量底线 [6]。从统计数据上看，从 1953

联合国在《人口普查指南》当中提出了人口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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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生育意愿及结婚意愿下降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
中国大陆地区平均家庭
户规模持续走低，并且其下降速度处在上升趋势 (见

除了上述人口流动所产生的动因之外，家庭成

表 1)。

员生育意愿即结婚意愿下降也是家庭户规模减小的

表 1: 历次人口普查平均家庭户规模数据表

一个重要原因。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总和生
育率从 2000 年以来就一直低于 1.5，属于超低生育

单位：万人

率，
「五人普」时为 1.22，
「六人普」时为 1.18，
「七人

普查年份
1953 1964 1982 1990 2000 2010 2020
平均家庭规模数 4.33 4.43 4.41 3.96 3.44 3.10 2.62

普」时为 1.30[11]。虽然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
影响下，我国总和生育率有所回升，但其依然处在一

数据来源: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个较低的水平上。另外，根据民政部所公布的数据来

另外，
我国家庭规模的大小也有一定的地域性差

看，从 2016 年至 2020 年，我国结婚率持续走低而离

异，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2020 年北京、上海

婚率有走高的态势。自 2016 年至 2020 年，我国结婚

等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省市平均家庭户规模均在 2.3

率由 8.30% 大幅下降至 5.80%。虽然我国离婚率的变

至 2.6 人左右，低于全国平均家庭户规模；而海南、西

化似乎并不显著，
维持在 3.00% 至 3.20% 间，
存在特殊

藏的平均家庭户规模仍在 3 人以上 [7]。由此不难发

年份的可能；但结婚率的下降趋势及速度是显然的，

现，
不同省市平均家庭户规模与该省市的经济发展水

反映出的结婚意愿下降也是显著的。

平大致成负相关态势。另外，对比 2000-2020 年三次

如今社会生育意愿和结婚意愿的持续走低导致

人口普查的数据可以发现，
不同省市平均家庭户规模

当今社会的家庭结构正在趋于少子化与核心化发展，

缩小的速度也与该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成负相

即当今社会的总体家庭结构正在朝着一对夫妻与其

关态势。根据以上数据，笔者大致总结出了以下两个

未婚的适婚子女所居住在一起的态势发展，
而育龄妇

家庭规模缩小的原因：

女生育意愿降低也直接带来了家庭户规模的减小。

家庭成员中流动人口比例上升

2.2 家庭权力的转移
2000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指出，
一个家庭要想稳定

年至 2020 年间，人户分离人口与流动人口均大幅

有序地运行下去，就必须得依靠某种力量的支撑，即

度提升 (见表 2)，特别的，过去全国三次人口普查

家庭权力。家庭权力的出现，更主要的是社会的给予。

中人户分离人口每十年的增长率分别为 81.03% 和

家庭权力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一种社会对个

88.52%，流动人口每十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82.89%
和 69.72%。根据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流动
人口占到了全国人口的 26.62%，而 2000 年流动人口
占全国人口比重为 8.08%[8]。

人控制方式的出现 [12]。而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表 2: 历次人口普查人户分离人口及流动人口数据表

父权家庭与夫妻平权家庭

第五次至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

以及当今家庭发展的现实性因素变化，
我国家庭在家
庭权力方面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其主要表现在夫妻
之间权力的转移以及亲代与子代之间权力的转移。

中国当代家庭演变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改

单位：万人
普查年份

2000
2010
2020

人户分离人口

流动人口

14439
26139
49276

12107
22143
37582

革开放是离不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妇女独立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妇女的权利
增多，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平等权利 [13]。社会对于妇
女工作机会及工作权利的增加，
使得我国妇女有了更

数据来源：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9]

多的独立经济地位。这也促使了在当今社会，妇女不

有学者指出，
「流动人口主要是以从农村流动到

必过分依赖他们的丈夫生活，
即她们生活的自主权的

城市的青壮年劳动力 [10]」，这样的人口流动所造

产生使得她们不必对她们的丈夫唯首是瞻。
男女权利

成的平均家庭户规模也与上文所说的地域性特征相

的平等化体现在家庭当中就是父权制家庭的逐渐瓦

符合。
处于经济发展较差地区的人更加愿意前往经济

解和夫妻平权制家庭的逐渐产生。

发展态势较好的地区发展，
因而孤身一人流动至经济

夫妻平权制家庭的产生，
直接导致了「家长」这一

较好地区的人建立家庭后，
即拉低了该地区的平均家

概念产生了变化。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当中，一家之

庭户规模。同样的，也正是由于上述流动人口从经济

主往往是能够为家庭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男性；而随

发展较差的地区流出，
该地区的家庭户内人口数即变

着女性经济独立地位的产生，
女性逐渐在家庭中有了

小，因此其家庭户规模缩小速度有加快的态势。

话语权，
「家长」这个概念也随即变成了管理家庭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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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事的女性。同时，这样的变化也给女性带来了为自

发展，避免以传统的面貌面对崭新的社会。

己应得未得的权益作斗争的资本与信心。
在这样的背

2.3 非传统家庭类型的大量涌现

景之下，
也间接产生了本文上述离婚率日益上升的结
果。与此同时，父权制家庭的逐渐瓦解与我国计划生

由于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性别、爱

育政策的确立与不断调整，
女性逐渐走出家庭成为职

情、婚姻和家庭观念的更新，现代社会出现了一些新

场女性的同时，
无论是生育的时间成本带来的职场歧

的家庭组织形式，它们独立于原有的传统家庭类型，

视问题还是孩子的照料与教育问题，
都是职场女性生

但与传统家庭类型之间又不相互排斥 [19]。非传统

育意愿下降的原因 [14]，
而女性不愿生育这一社会现

家庭类型的出现使得社会结构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实对我国总和生育率下降这一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

如今单身家庭、丁克家庭、同居家庭以及同性恋家庭
等特殊的家庭结构大面积出现，
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

亲代权力与子代权力

社会老龄化情况加剧、
总和生育率下降等各类社会问

1990 年以来，家庭收入格局的性别与代际变动

题。同时，这些非传统类型家庭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

趋势的加大将使原来已初步确立的男女平权的夫妻

也越来越难以应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各

关系模式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
一部分已婚妇女开始

项结构性冲击 [20]。

在某一段时间内需要依靠丈夫生活，
而越来越多的年

举例来说，随着我国丁克家庭数量的不断攀升，

轻人逐渐开始有了自己的话语权 [15]。这也就造就了

大量的年轻夫妻选择过二人的生活。
这样的选择至少

亲代权力向子代权力的过渡。

直接带来了两个社会问题：其一，丁克家庭的夫妻步

在家庭成立初期，
主要由父母掌握着家庭中的各

入老年后，没有子女对其履行赡养义务，即赡养他们

种资源，抚育子女，那这也就使得家庭权力由亲代掌
握 [16]。这一特点在子女的社会化过程中尤为体现。
父母作为已经完成基本社会化的「社会人」
，已经懂

的责任落到了整个社会上，
这也直接导致了社会养老
成本的提升。其二，丁克夫妻的出现即生育意愿的下
降，从而导致了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同时，也在一定

得了社会的规则，有了一定的价值观，那么就可以给
到他们的子女一定的经验以及进行最初的社会教育，
可以说，家庭是一个人社会化的开始。

程度上加重了社会老龄化的程度。
又如同居家庭的出
现，虽然他们之间长期存在性关系，且长期共同生活，
但他们并没有法律的保护，
这样的家庭关系也不被法

然而，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集合体，并不是所

律所认可。
同居家庭的出现也直接或间接造成了社会

有父母能够教给其子女的社会知识都适合其子女的

离婚率、不婚率、晚婚率的上升 [21]，同时，对社会

社会化过程。费孝通先生认为，一个人在 16 岁时就已

的秩序也存在着较大的挑战。

经具有了足够的知识，40 岁左右能够完成对其子女
的抚养，65 岁左右即需要被自己的子女所赡养 [17]。
当子女 (以下简称 B 代) 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当他

3 对我国未来家庭结构演变趋

们发现父母 (以下简称 A 代) 所带给他们的知识已经

势的预测及其不良影响分析

不利于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了，
即父母对于社会的理解
无论是平均家庭户规模的逐渐缩小，
还是特殊家

与社会发生冲突时 [18]，
就产生了亲代与子代之间的

庭结构的出现，
无一不表现着当今社会的家庭结构正

对立冲突，从而导致了家庭权力的转移。

在并且将持续趋于小型化、少子化、核心化。按照当

特别地，在 A 代到了 65 岁时，已经建立家庭并
且完成对其子女 (以下简称 C 代) 的抚养之后的 B 代，

今社会现状分析，这样的小型化、少子化、核心化的

又要承担对其父母的赡养义务。在这个过程中，C 代

家庭会造成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
而这些社会问题

开始发现 B 代所传达的社会经验与社会开始产生了

回过头来又会造成家庭的进一步小型化、少子化、核

冲突，即 B、C 两代之间开始出现亲代子代权力的转

心化。

移；与此同时，需要 B 代抚养的 A 代已经丧失了其

所谓小型化，
即指的是我国社会平均家庭户规模

家庭权力，即 A、B 两代之间已经完成了亲代子代权

将持续缩小，照目前的情况看，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大

力的转移。

家族制不同，未来同一家庭内将只有两代人共同居

由此不难得知，在当今的家庭关系结构当中，抚

住。
而核心化指的家庭演变成以一对夫妻为核心的社

养赡养关系的改变直接导致了家庭内部权力地位的

会群体，这具体体现在 A、B、C 三代在家庭权力的

改变，而并非传统家庭结构当中年龄较大、辈分较高

转移过程当中，
当两代之间产生矛盾冲突是所产生的

的家庭成员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家庭关系结构的这一

观念对立。也就是说，与中国传统的宗族家庭相比，

变化，
使得家庭更能够适应我国社会不同层面的快速

现代家庭呈现出多核心的特点。同时，正是因为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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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存在，家庭内部逐渐分裂，最终形成多个小型家

庭这一基本社会单位的发展进行一定的干预与引导，

庭。

减轻家庭生活的压力，
从多个角度恢复家庭结构的正
常化。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虽然我国正在走向多核
心小型家庭的结构，
但是仍然继承了原有大家族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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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组」——一种新型朋辈学业辅导模式的特点与
效果探究
徐海涛, 谢芮承, 高思涵, 袁子瀚, 卢世伟, 张国强, 赵宇嘉, 梁浩扬
摘要
朋辈辅导模式是现今众多高校教学结构改革的趋势之一。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班学习分享小组 (简称
「钱学组」) 独创的新型朋辈学业辅导模式，实现了矩阵化的学业帮扶，以讲座、资料、答疑等丰富形
式全覆盖钱学森班学生入学适应、课业辅导、科研竞赛等需求，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相较于传统的学
业辅导模式，其具有贴近学生群体、创造交流平台、便于矩阵化管理等优势，同时拥有较强的可拓展
性。
关键词：朋辈

朋辈帮扶

学业辅导

学生组织

过去，在我国高校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学校提供

1 研究背景

的学业辅导主要用于帮助面临退学风险的学生免于
退学，包括对该类学生的重点教育、严格管理和学习

1.1 当代大学生特点

辅导；而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往往容易被忽略，更没

当代大学生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新时代，
在生活

有面向大多数学生的学业辅导 [1]。因此，「朋辈学

环境、生活内容、生活主张、价值观念和心理诉求等

业辅导模式」应运而生。

诸多方面都呈现出与以往大学生非常不同的特点。
总
朋辈，即朋友和同辈，指「年龄相近，职位相当，生

的来说，此群体呈现出思想开放、个体意识强烈、学

活境遇相似的一个群体」
。朋辈学业辅导模式，简单地

习手段多样等特征，但有时也会受到自信不足、缺乏

说，
就是一群学生对另外一群学生的学业辅导 [2]。互

动力等因素影响 [5]。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为朋辈的学生可以是同级或不同级的，
可以是相互熟

代的大背景下，
为了更好地满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悉或相互陌生的，
由此也诞生了不同的朋辈学业辅导

兴中国梦对人才的需求，
大学教育需要重点探索学业

模式。国内大多数高校选择了其中的一种主流模式，

辅导新举措、新机制，推动人才培养科学化、优质化，

如杭师大钱江学院法学系在 2007 年开始试行的朋辈

将高水平人才培养推向新高度。

教育制度 [3]，华南师范大学在 2009 年启动的「朋辈

1.2 传统学业辅导模式及其弊端

教育」模式 [4] 等。该模式可总结为：由高年级学生
领导或负责，吸纳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优秀学生，

21 世纪以来，我国高校不断探究并完善学业辅

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复杂的学生自主管理组织；

导的模式与方法，
其中许多高校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

同时对外招募优秀学生志愿者，
共同开展以学业辅导

学业帮扶模式，如「学业发展辅导中心」
「讲师团」等

为目的的多元化学业支持项目，例如入学适应、课程

形式最为常见，约占八成；此外也有部分高校采用了
「班导师」
「学委网」等其他形式。
通过分析，
我们粗略估

辅导、科研讲座等。

计国内高校存在着百余个朋辈学业辅导类学生组织，
与上述传统模式相比，
「钱学组」模式是一种新

它们在教学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6]。但是

型朋辈学业辅导模式。
该模式在组织结构上类似于传

这些学生组织普遍存在着对朋辈帮扶深层架构思考

统模式但更加精简；所有组织成员和服务对象均为同

不够深入的问题，呈现出同质化的趋势，没有充分挖

级学生，学业内容相近、信息传达便利，因此在一定

掘朋辈学业辅导模式的潜力。总的来看，朋辈学业辅

程度上提高了学业辅导的针对性与时效性。
本文将详

导模式在各大高校中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

细介绍「钱学组」模式的组织及运行，以及「钱学组」

传统的学业辅导模式，是由校方 (学院方) 牵头，

模式目前已收获的成效与呈现的优势，进而为「钱学

教师带领部分优秀学生形成一个学业辅导组织，
下设

组」模式的推广应用提出建议。

若干分部进行分工，
并对外招募志愿者开展各类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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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活动，其组织架构如图1所示。从组织结构来看，

2 「钱学组」模式介绍

此模式与学生会、团工委等学生组织非常相似。然而，
由于这种模式是「自上而下」运作的，各类学业帮扶

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初，为了在班级学生群

活动通常是通过「辅导中心 (教师)—学委 (干事)—志

体中推动知识的共享，建立班级全体互相促进、共同

愿者」中心辐射式传达展开的，对于广大学生而言有

进步的学习机制，借鉴 2020 级钱学森班

一定的距离感。一方面，有的学生可能出于自卑或其

(2)

组织经

验，6 名 2021 级钱学森班学生主导建立了 21 级钱学

他原因不愿主动寻求辅导；另一方面，辅导方也不易

森班学习分享小组 (下简称「钱学组」)。该学期末，钱

得到真实的学生需求，造成了「学」
「辅」双方都缺

学组主要组织者对前期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

乏主动性和有效参与度的困境 [7]。

推动了改组的进行。改组后的钱学组共包括 2021 级
钱学森班学生 31 名。该组织主要针对钱学森班学生
的需求，通过举办讲座、编写学习资料等方式推动知
识平台构建。截至目前，钱学组共举办讲座活动 10
场，整理复习资料 8 册。

2.1 组织性质
钱学组是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书院学业辅导中
心

(3)

的下设部门，受钱院学辅的统一领导，但相对

于学研部、宣传部 (4) 等其他部门，拥有相对较大的
自主管理权。该小组成员全部为钱学森班学生，致力
于服务以钱学森班学生为主的同级学生，
旨在通过举

图 1: 传统学业辅导模式组织架构

办学科与竞赛讲座、
编写复习资料等学习活动促进知
识共享，为所有有学习意愿或需求的学生提供便捷、

1.3 钱学森学院学生背景

有效、多能的学习平台。因其产生于钱学森班、服务

(下简称「钱

于钱学森班，
钱学组与该试验班模块的学生群体有着

院」) 为例进行分析。钱院以试验班为单位进行学生

紧密的联系，
可以准确地了解学生学业情况和课程理

日常事务管理，
其下辖的各试验班囊括全校理工科等

解的不足之处，提供及时、有针对性的辅导与帮助。

下文以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院 (1)

各专业，而班级体量又相对较小，导致钱院学生专业

2.2 组织架构

分布分散。
因此同专业各年级学生间的交流相对同年
级不同专业更加便捷。
再加上钱学森学院实行较为严

钱学组由两名学生组织者负责各活动统筹规划，

格的选拔与分流机制，朋辈压力普遍存在、学生课余

下设五个职能部门，包括策划部、组织部、联络部、

时间紧张。因此，传统学业辅导模式面临产出不足、

宣传部与考核部，职能分工如图2所示。

交流不顺畅等问题，呈现出「水土不服」的现象，不能

策划部作为活动的指挥，
工作内容包括学生学习

很好地服务教学工作。基于此，一种新型的朋辈辅导

需求调查、活动策划、工作调度和安排等；联络部负

模式——「钱学组」模式应运而生。
「钱学组」在组织

责对外对接，
工作内容包括联系讲座人与资料编写人

架构、运营方式等方面大胆创新：一方面，其成员直

员、对接钱院学辅与其他书院内外组织合作举办活

接来自各班级学生，活动的策划与开展具有自发性，

动；宣传部负责活动的推送宣传，包括前期推广宣传

更贴近学生的需求，能得到更即时、真实的反馈；另

和活动后成效宣传，
主要工作内容为文案写作与海报

一方面，其运作是各班级平行沟通的过程，其产出效

制作；组织部负责各项活动的具体开展，包括讲座现

率更高，成果往往更有时效性。虽然「钱学组」模式

场的工作保障、视频录制与学习资料的编写整合；考

仍存在培养周期较长等缺点，
但作为一种新型高效率

核部负责对学组工作进行考核并进行成员激励，
同时

的朋辈学业辅导模式，它仍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需要监督各项活动的进行、
对活动质量和阶段工作进

(1) 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院成立于 2016 年，前身为教务处拔尖人才培养办公室。学院实施荣誉教育，集全校优势教学资源，运用钱
学森大成智慧学探索和实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发挥教学改革引领示范作用。学院下含钱学森班、数学试验班、物理试验班、人
工智能试验班、计算机实验班、少年班等试验性班级。
(2) 西安交通大学自 2007 年开始创办「工科试验班 (钱学森班)」
，简称「钱学森班」「钱班」，致力于培养世界一流的工科领军人才。
(3) 钱学森书院学业辅导中心，简称「钱院学辅」
，是钱学森学院的学业辅导类学生组织，其运行模式与前文提及的传统学业辅导模式
基本相同。
(4) 学研部、宣传部，均为钱院学辅的下设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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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议并给出相应的激励，
将结果统一上报至钱院学

由交流讨论。到目前为止，钱学组已经成功建立了学

辅。

生互相帮助、共同促进的学习平台，邀请了 2 名资深
教师与 10 余名 2020 级钱学森班优秀学生入群指导、

钱学组的每个职能部门设一名主要负责人，
在两
名组织者的统筹安排下领导并参与对应的职能工作。

答疑，学生自发性地在群内共享学习资料。实践证明，

职能部门根据需要在钱学森班学生内招募工作人员。

钱学组辅导模式在课程辅导、学科科技竞赛支持、科

每个部门至少 3 人，至多 6 人 (含部门负责人)。组织

研训练入门等多个方面均卓有成效。
为进一步了解钱

者与各职能部门统筹领导活动志愿者的招募与后续

学组活动有效性，我们向 21 级钱学森班学生发放活

工作。
钱学组成员和志愿者均根据实际工作时长和质

动满意度调查问卷，共发出问卷 123 份，收回 108 份，

量给予志愿服务工时或其他激励。

剔除无效样本后，筛选出有效问卷 104 份。同时，随
机对 21 级钱学森班的 10 名学生进行了深入访谈。调
查与访谈结果均显示，钱学组在学业提升、能力培养、
学生互助等多方面均有较大意义 (如表1所示，各项评
分满分均为 5 分)。
表 1: 钱学森班学生对钱学组的评价

图 2: 钱学组各部门职能分工
在组织学业活动时，策划部通过问卷调查、日常
走访等形式收集学生的学业需求，
提出活动策划并由
考核部审核；联络部联系讲座主讲人、资料编写志愿

评价指标

评分 (满分为 5 分)

提供有效讲座
提供知识共享平台
提供志愿服务岗位
提升班级学习氛围
激发个人学习动力

4.66
4.49
4.70
4.44
4.40

3.1 学业辅导

者；宣传部对活动进行宣传；组织部统一进行活动的

为帮助初入大学的大一年级 (2021 级) 学生科学

组织和推进；活动结束后宣传部进行总结与后期宣

备考，迎战本科阶段的第一次课程考试，钱学组举办

传；考核部全程监督活动的组织举办，记录工时和激

了期中考试复习系列讲座。
三场大型讲座充分发挥钱

励。

学组
「朋辈辅导」
的优势，
由 2020 级钱学森班的多名优

2.3 组织活动

秀学生主讲，先后各吸引了百名学生参与，受众由钱

作为以推动全体钱学森班学生共同进步为目标

学森试验班学生逐步扩大到钱学森学院各试验班，
乃

的学生小组，知识分享是钱学组的根本任务。针对钱

至西安交通大学全校各专业的新生群体。
在切实促进

学森班学生的入学适应、学业辅导、科研指导、竞赛

新生与优秀高年级学生深入交流、
提升学业水平的同

培训、专业规划类等需求，钱学组组织各种类型的学

时，钱学组积极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回收活动评价，

习活动，促进学生的学业进步、个人提升，对教师教

分析改进朋辈学业辅导的组织运行模式，
调动学生的

学进行补充。
除了面向各种需求邀请高年级学生与教

自主精神与组织能力。调查结果 (表2) 显示，钱学组

师举办讲座与座谈会，针对学生学业辅导、竞赛培训

的辅导模式在《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工科数学分

等方面的需求，
钱学组可以组织编写学习资料与各类

析》
《工程图学》等多个科目上对学生学业成绩提高

指南，支持学生的长期学习。

有较大帮助。
随后我们借助访谈等多种方式进一步研
究了钱学组数次学科复习讲座成效体现的具体方面，
结果如表3所示 (各项评分满分为 5 分)。反馈显示，钱

3 成效分析

学组举办的课业辅导讲座在复习方向、学习方法、知

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钱学组共举办 10 场
讲座，组织编写学科复习资料 8 份；同时借助 QQ 群，
面向 2021 级钱学森班学生建立了答疑分享平台，主

识点理解与考试技巧多个方面对学生的成绩提升均

要活动形式为高年级同专业志愿者线上答疑、
学生自

程图学》复习讲座的评分均超过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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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帮助，
在数学类基础课程与大工科专业基础课
程方面效果尤为突出，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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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钱学组在学业辅导方面的学生反馈
课业科目

认同钱学组辅导对成绩有较大帮助的学生占比

工科数学分析
思想道德与法治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工程图学

70.87%
57.78%
83.91%
79.57%

表 3: 历次讲座学生反馈
讲座时间

讲座内容

复习方向

学习方法

知识点理解

考试技巧

总评

2021/11/21
2021/12/16
2021/12/29
2022/2/11
2022/2/15

工程图学 I
思想道德与法治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工程图学 II
工科数学分析

4.20
3.95
4.40
4.27
4.79

4.12
3.92
4.20
4.27
4.79

4.24
3.86
4.23
4.27
4.64

4.04
3.89
4.23
4.45
4.86

4.04
3.92
4.10
4.27
4.71

表 4: 钱学组学习资料下载量 (截至 2022 年 3 月 28 日)
资料内容

下载量/次

占钱学组资料分享群总人数百分比 (%)

高数上期中试题集及答案
高数期中讲座 PPT
积分专题例题整理
高数上期末模拟考试题
高数期末讲座 PPT
高数上期末试题集及答案
思想道德与法治试题集及答案
思想道德与法治期末讲座 PPT
科研竞赛经验分享 PPT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期末讲座 PPT
工程图学期末讲座 PPT
工程图学知识点总结

262
147
170
143
182
259
405
343
143
232
291
224

84.8
47.6
55.0
46.3
58.9
83.8
131.0
111.0
46.3
75.1
94.2
72.5

平均值

233.4

75.7

表 5: 学习资料学生反馈
评价内容

很不符合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很符合

资料总体有效实用
资料贴合课程内容
资料内容正确可信
资料排版美观易读
资料发布及时迅速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7.39%
8.7%
8.7%
17.39%
21.74%

52.17%
60.87%
60.87%
39.13%
47.83%

30.43%
30.43%
30.43%
43.48%
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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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钱学组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调动 2021 级钱

一方面，
由于进行答疑的学生均为同级或高年级

学森班学生编写了多门课程的复习材料，
内容涵盖知

优秀学生，
对于学生们可能出现的问题能够较深入的

识点梳理与重点难点总结，
答疑分享群内各科资料下

理解，甚至已曾经历类似问题，因此能够给出更有前

载量均逾百次，如表4所示。钱学组还对学习资料的

瞻性的解决方法，让学生少走弯路。另一方面，钱学

学生反馈情况进行了收集，调查结果 (表5) 显示，钱

组的组织者和服务对象都是同级同学，
更能贴近学生

学组编写的资料满足了同学们对高质量、及时、美观

获取学生实际需求，脱离以往可能出现的滞后性、程

的需求。

序性、浮于表面的问题，具备一定的实时性。

3.2 竞赛指导

4.2 创造多元交流平台

钱学组在学科科技竞赛方面也进行了多方面的
尝试，曾开展「科研说」系列活动，现已邀请学科、
科技竞赛经验丰富的高年级学生为新生分享自身的

通过与多名授课教师与辅导员的访谈，
我们总结
了过去学业辅导模式实施中存在的痛点：一、在新学
期开始时，
授课教师与辅导员均不能第一时间了解到

竞赛经验，介绍多项竞赛的准备思路与技能提升。

学生群体的学业状态，
往往需要和几个或几十个学生

「科研说」系列首场讲座针对美国大学生数学建

深入交流后才可能获得一个清晰的印象；二、学生针

模竞赛，由曾获得美赛 O 奖的高年级学生主讲，为

对课业的问题具有同质化的倾向，
但因为交流的私密

学生备赛指出明确方向。
该场讲座线下约有百名学生

性导致信息流通不畅，
当学生基数较大时同一问题甚

参与，线上回放播放量 375 次。
钱学组于 2021-2022 学年寒假期间对 2020 级、

2021 级钱学森班学生进行问卷调研，统计钱学森班

至可能被不同学生重复数遍。三、很多学生在学业上
遇到困难时习惯自行解决，
并没有积极寻求帮助的习
惯，导致学习效率不尽人意。

大二、大一学生有计划参与学科科技竞赛的人数。问
卷发出共 246 份，收回 193 份，剔除无效样本后，筛

钱学组针对以上难点，创造性地构建了一种交

选出有效问卷 190 份，统计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

流平台。按照美国行为科学家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

出，在其他条件几近相同的情况下，接受竞赛指导的

(Fredrick Herzberg) 的双因素激励理论 (Dual-factor
Theory)，钱学组首先建立了一套保健体系 (Hygiene
Theory)，同时用工时记录、学生间的思想碰撞、丰
富且便捷的科研竞赛组队资源作为激励因素 (Motivation Theory), 使学生乐于学习、乐于交流，切实提
升学生学习兴趣 [8]。

21 级学生相比没有接受竞赛指导的 20 级学生，各类
竞赛有计划参加的学生比例平均增加 10.28%，说明
了钱学组在竞赛指导方面发挥的作用。

4 研究讨论

相较于目前主流朋辈辅导模式的「一对一帮扶」
，

与主流朋辈学业辅导模式相比，
钱学组模式在以

即由优秀学生帮助学习能力不足的「学困生」解决学

下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习中的种种困难，钱学组的模式更注重于前瞻视野、

4.1 贴近学生实际学业需求

经验分享、政策分析、学业提升及交流讨论。学生可

前文已经提及，钱院学生专业分布分散，同专业

以不仅仅交流本专业的课程内容，
也能够对学业相关

各年级学生间的交流较为便捷，朋辈压力普遍存在，

的领域进行讨论。除此之外，在目前各专业交叉融合

传统学业辅导模式呈现「水土不服」的状态。钱学组

的大背景下，
钱学组能够给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个

模式的产生即基于钱院这种实际情况，
即钱学组的由

共同交流沟通的平台，使学生在科研、竞赛、课内外

同专业高年级学生及同级的优秀学生进行答疑的模

实践等活动中能够找到志同道合、能力互补的伙伴，

式能够充分解决这一问题。

提升学生的协作能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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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学科科技竞赛参与程度反馈
竞赛项目

20 级有计划参加学生比例

21 级有计划参加学生比例

50.55%
23.08%
16.48%
19.78%
9.89%
6.59%
3.30%
6.59%
9.89%
9.89%

76.47%
69.61%
19.61%
23.53%
16.67%
7.84%
3.92%
16.67%
19.61%
16.67%

15.60%

25.88%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
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
ACM 国际程序设计大赛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Robomasters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con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中国机器人大赛 (暨 RoboCup 中国大赛)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平均

4.3 实现学业辅导矩阵化管理

5 建议与展望

传统的朋辈学业帮扶模式较为分散，
各帮扶小组

5.1 加强辅导培育，构建支持体系

之间的协作性不强，难以统一管理。而钱学组模式在

如照上文提到的钱学组作为一种上下的连接器、

推广之后，于每个专业班级内设置一个学组，形成以

承担一部分政策解读答疑的职责，
那么学生对政策的

专业为横向，年级为纵向的矩阵形式。

理解与解读上需要狠下功夫。同时按照组织架构，钱
在这种矩阵模式下，
各学组之间的消息可以做到

学组里的大部分职务、讲座内容、日常答疑都需要学

快速、立体地传递，
便于统一管理。而各个班级的学组

生准备，并且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讲座，钱学组的讲

也能够发展自身的班级特色，
进行范围性的比较和协

座需要面向不同专业、水平不同的学生，要求讲解员

作，
形成网状的学业帮扶模式。对于帮扶对象来说，
矩

自身对知识理解深入化、完备化准备、讲解系统化。因

阵形式扩大了信息的接收面，增加了信息的多样性，
使学生能够全面地得到提升。

此钱学组内的学生需要一段较长的能力培养与适应
的时间，学院层面可提供资深的学科授课教师资源，
作为指导教师把关讲座和资料的质量，
通过系列培训
提升讲解人的专业知能和专业素质；书院层面可在场

4.4 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意识

地、人员等方面多加协调，加强对学业辅导相关活动
由于在钱学组创造的学习交流平台中进行答疑

的宣传，号召更为优秀的学生加入到钱学组之中，以

的主要是同级或更高一级的学生，
为了更好地进行答

夯实钱学组在学业辅导上的组织基础。就目前而言，

疑，他们自身必须具有过硬的学业水平，且有着较强

钱学组已经在钱学森试验班中形成规模，
但将其向其

的自主学习能力，
能够不断地从其他学生的问题中学

他班级进行推广仍需要较长的准备及培育的时间。

习提升。
而有答疑需求的同学本身即具有自我提高的

5.2 推动组织管理，提升服务能力

需要，具备较好的自我学习动力，在答疑过程中能够

由于钱学组的模式尚处在探索阶段，
各部门之间

获得知识，实现自我提高。

的分工与工作安排有待明确。钱学组的主要工作均

根据人文主义学习理论，
教学的目的在于促进学

由学生自主安排完成，包括讲座的策划与准备、宣传

习。对于进行答疑的学生来说，他们通过答疑的方式

与管理、资料的编写与修改发布等。从钱学组目前的

巩固自身所学的知识，提升自我；而对于被帮扶的学

运行情况来看，这些工作之间的配合情况仍需提升。

生来说，他们能够在同龄人的竞争中激发学习的动

例如，就编写资料而言，存在着资料编写者与组织者

力，将学习从被动变为主动。因此，这种学习模式能

之间的联络机制较为松散，
资料审查者与编写者的沟

够双向促进学生的学习动力与学习能力。
在钱学组模

通效率较低，编写资料格式不统一等问题。这些情况

式下，帮扶者与被帮扶者既是互相帮助的关系，也是

是一个组织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
其核心问题

互相竞争的关系，
从而对双方的自主学习意识都能够

在于组织与管理能力的不足。
因此在相关方面钱学组

产生较好的激发作用，
形成互相协作而又有良性竞争

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相关的管理者应建立部门与部

的良好学习环境 [9]。

门、部门与志愿者、志愿者与志愿者之间更明确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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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与配合形式，以提升工作效率，更好地帮助学生共

6 结论

同进步。

5.3 展望未来模式，助力多方发展

钱学组虽然成型时间尚短，但已在课程辅导、科

朋辈学业辅导模式在面向群体专业种类多、
专业

技竞赛支持等多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相较于传

课程存在一定差异、学生学习情况不一的情况下，有

统模式，钱学组能够更加贴近学生群体，聆听学生的

效地发挥出模式的高兼容性，取得卓越成效，具有极

学业诉求；为学生创造多元化交流平台，推动学生群

强的可拓展性，未来应用覆盖多个行业，面向多个群

体便捷交流；加强纵向和横向联系，利于学生矩阵化

体，均可以起到不错的积极作用 (如图3所示)。

管理；促进学生开展利他活动，推动过程中的自我学
习。基于钱学组对推动学生学习、竞赛、成长等方面

1. 朋辈学业辅导模式可以拓展至各年龄层的学生

的显著成效，该模式值得被进一步发展和推广应用。

群体中。在保持模式的核心框架的基础上，根

尽管钱学组模式还存在着成型慢、
工作流程不够完善

据不同的辅导主体、辅导对象，调整辅导方式

的问题，期待未来这些问题将通过加强辅导培育、构

和辅导内容。提高同年龄层学生间在学习问题

建支持体系以及推动组织管理，
提高服务育人来不断

上的互动频率，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

完善。
而钱学组模式在各高校如何因地制宜地实施以

学生良好的自学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

及长期发展带来的收益，
还有待更多的教育工作者进

力，让学生能够通过辅导和被辅导的基本途径

一步地实践探究。

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充实，自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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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涅夫斯卡娅的樱桃园与艾米莉的玫瑰
姜雅文
俄国作家契诃夫戏剧《樱桃园》中的女主角拉涅

给了她致命打击，她最终选择了极端的方式——谋杀

夫斯卡娅和美国作家福克纳小说《献给艾米莉的玫

荷默并在古旧的宅第中同爱人的尸体度日，
自己营造

瑰》中的女主角艾米莉都是旧贵族的代表，都在新旧

一个贵族体面与自身幸福得以两全的幻境。
她是南方

时代交替的巨变中无所适从。拉涅夫斯卡娅放纵享

文化的受害者，却又是不自觉的维护者；既被北方的

乐、挥霍无度，试图延续花团锦簇的生活，实则空虚

新文化吸引，又为它所折磨，只好在矛盾的挣扎中走

无聊，成为「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活着」的时代的

向堕落与绝望。
艾米莉在旧思想的桎梏下无法建立正

多余人；艾米莉孤僻高傲离群索居，尽力维持高不可

常的人格、摆正同社会的关系，但自我意识的觉醒和

攀的形象，实则衰颓寥落，成为古怪而无法接近的现

天性中对美好的追求又让她饱受煎熬，
她本该如玫瑰

实的边缘人。她们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同，但本质上都

一般浪漫美好，却在新旧文化的夹缝间逐渐凋零。

是对旧时代的固守，对新时代的逃避。

拉涅夫斯卡娅与艾米莉困境固然与自身的性格

拉涅夫斯卡娅是空虚麻木中的困惑者，是 19 世

缺陷有关，
但时代变迁给人带来的心理伤害与价值真

纪末俄国社会常见的「多余人」典型：他们注重物质

空更是重要原因。旧事物中存在美好，新事物中亦有

享受，却终日无所事事，消沉懒惰。她被长期的贵族

弊端；旧的还没有完全消失，新的也还没有完全确立。

寄生生活俘虏，即使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经消失，

时代的断裂和人的变化几乎是骤然而起，
所有人都无

也既无兴趣、又无能力去应对这样的变化；她无法摆

所适从：在旧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人们很难与传统完全

脱贵族的傲慢虚荣，
即使面对现实的困窘只能被动招

割裂，渐渐被时代抛弃，只能带着美好和落后的部分

架，仍想不失身份体面，只好躲进享乐、躲进昔日生

一起消失；新兴文化的代表者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施展

活的记忆中去。时代的抛弃带给她麻木和困惑，她得

拳脚，但却容易在价值的混乱中缺乏约束、迷失自我。

过且过，生活在浅层次的生活表面，不能理解生活的

物质上的重建容易，
精神上的摧毁和重建却非一朝一

意义。她说，
「生命就要过去了，可我好像还没生活

夕之功，新旧文化的拉锯下，身处其中的人们很难不

过。
」

对价值观念的流变产生迷茫和困惑。

艾米莉是挣扎痛苦中的失败者。
父亲的严格管制

种植园经济溃败，工业文明兴起，贵族特权实际

与过度保护赶走了她年轻时的追求者，
剥夺了她追求

已经丧失现实土壤，
但是艾米莉并没意识到南方贵族

幸福的权利，要求她必须成为「南方淑女」
；长时间父

正在日益衰亡，
即使她曾有过对旧南方文化对女性不

权制和门第观念的灌输却又使她继承父亲顽固自守

合理要求的抗争，
却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南方文化的羁

的特征，养成偏激追求尊严的性格，她难以割舍贵族

绊，例如她坚持家族免税的特权、习惯了黑奴的照顾

的特权，执拗地捍卫家族的荣誉。
「北方佬」荷默是建

等等。不仅艾米莉固步自封，没能从旧文化中走出，
老

筑公司的黑人工头，在南方文化的视角下是低贱的；

一辈小镇人也仍把艾米莉视为旧南方的
「纪念碑」
「传
、

可他作为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兴工业文化的象征，
又是

统的化身，义务的象征」
。编造一套说辞来豁免艾米

充满吸引力的。父亲去世后，艾米丽剪短头发，不顾

莉的一切税款，
在艾米莉家里传来难闻气味时偷偷去

镇上人们的议论和贵族亲戚们的劝阻与他恋爱，
这是

她家草坪撒石灰，把女儿和孙女送到她那学画⋯⋯他

她对南方文化的抗争，是追求幸福的勇敢尝试；然而

们以委婉的方式自发维护艾米莉的生活，
仿佛只要她

世俗的议论成为她无形的枷锁，
爱人的拒绝和抛弃更

仍和从前一样高高在上，
他们也能掩耳盗铃地回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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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思想更为开明的新一辈小镇人对艾米莉的特权敢

生活、精神家园、和谐自然的眷恋；
「樱桃树两年才

于表示不满，上门要求她依法缴税；在艾米莉的宅第

结一次果，而且没法处理它，谁也不会买」
，在代表新

传来难闻的气味时不顾她的淑女身份和贵族体面，
通

兴资产阶级的新主人眼里，
樱桃园只关乎经济价值的

知她限期把房子打扫干净；对艾米莉的瓷器绘画课也

评估。樱桃园被毁，改为别墅区，宣告了这场物质与

不再感兴趣，没有让自己的子女继续过去学习⋯⋯他

精神角逐的结果——精神追求本是美好的，但在快节

们受到旧南方文化的影响已经明显减弱，
但他们也未

奏的时代却被判为「无用」
，不得不与旧时代的糟粕

能完全摆脱旧日南方的阴影。
即使有法律和新一代权

一起黯然离场。人类长时间受到物质匮乏的困扰，寻

力机构的支持，
新一辈人们在与艾米莉的交锋中仍然

求物质资料的丰富无可厚非，但如果一味追求物质、

被她的几句话打败，她的特权仍然天经地义。

崇拜金钱，割裂优良的传统、忽视美丽的自然、停滞
精神家园的建设，人类并不能获得幸福。
「在过去的

「樱桃园」象征旧的地主阶级，但也象征着过去

50 年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并没有使人们增加多

生活的诗意、
美丽的精神家园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少快乐，这是进步的悖论。今天的一代人比以前更富

状态；樱桃园的毁灭是农奴制物质外壳的崩溃，却也

裕，更健康、更安全，享有更多的自由，但他们的生

斩断了新旧文化之间的精神联系与文化传统。
「反对

活却似乎更压抑⋯⋯」19 世纪的契诃夫天才地洞见

贵族阶级的专制制度、
等级制度和封建迷信的任务尚

了 20 世纪乃至 21 世纪人们的真实困境。

未完成，
文学又担负起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矛盾和弊

旧的毁灭并不能代表新的建成，
失去的精神家园

病的使命。
」契诃夫明白资本主义潮流的不可逆，了

无法在物质的土壤上重建。或许，越是在时代快速发

解历史进程的必然，认同时代的发展，但他并不盲目

展时，我们越是需要少一些浮躁，多一些耐心。

乐观，
在批判空洞腐朽的旧制度的同时对新生力量也
保留怀疑和警惕的态度。
「在经历了灰暗的阴雨连绵

作者信息

的秋天和寒冬，你又恢复生机、充满幸福，天使不会

姜雅文

抛弃你」旧主人对樱桃园珍惜而自豪，满怀对诗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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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台赋
姚清竹
古王京之承诏，师于丰镐。及贞观，筹永安以清暑太上。
《大明》曰：文王有明德。故掣西南，起东内，
谓之大明。当是时也，据龙首，演六爻，千檐钩转，百宫相卯，以拱陛上者威仪。天地四时之官，俯仰北面
而叩，竟不知时方。临宇眉吞吐之清朗，悲丹凤徒翩于残桓，而政令不宣，元凉难孕，太液之下，墟散人离。
步青阶而四顾，风声扼于无物。
适悼往，觉此身零落如木之凋形。东内不亦叶之无根者乎？流光之去也，向所盛极之远矣，而伤甚于游
子。旅人所以游，四方上下而弋，其背乡也，终有燕返之时；明宫所以殒，往古今来所亏，其归尘也，不复
世间一瞬。
于是不胜嗟然，登高台，风杀甚，角声敛，主商音。目天光之既倦，云帖之如涟，犹高台独立，而五腑与
八方齐安。眄琼瑶于东庭，携扶摇而上者。月下故园之所处，正中原中也，夏后氏之所隐，成汤之所都，并
长安于伯仲。其式微也，出明宫千载余，紫薇休祲云云，今诚不得梢见。复南向，及姑苏、余杭，烟火水乡
比皆，有西泠韵迹，六桥佳话，而舀天地灵，盛一汪气运，世人多美之，有词语：
「钱塘自古繁华。
」相形而
自惭，徒增台之空荡。
遂登云问天，曰：「何不稍缮耶？」
天默，复问无以回，唯遣夕阳以还。知不可骤乎通明，乃神动而降魂幡，视东内再起，纶巾叠云，飘乎
其中，徐徐无声。紫殿钟鸣，士人冲冠而天下发指；明镜高挂，一宫拔起以万宫之宫，岂三五枯台所意欤？
恍惚兮醒风洗面，而略有所得。雕梁陨兮青台兀，冕旒一炬而长安为哭，固一世之恨也，然其俱往，不
复存焉。水之逝也无往不利，安得为一夫之心而忤者哉？一时自孕一世，其中位格盈亏，苟非一念可以易之，
乃亿亿所祈，万世万时以养。此彼固无灵，而流诸是处，彼则势衰，不过归恒之道也。呜呼！明宫遗蜕，寄
于挫矮，其为恨者非不变而物我无尽者乎？千岩牢固，高台不倒，而至尚景气演化于心；大明名讳，既千年
未已，亦万世不朽，不日天下人皆称，长安京人氏。
风本无形，台上台下而受抟。物本无情，宫起宫落而依然。熵之增者不可却，泣语于天地何加焉？小儿
女切切不过尔，烈阳因挟，落入旧日云天。东南再望，既消失落，不予作比。淮南诚为佳处，河东自有诸天
玄妙之所指也。是处人间，名有不及，亦别出一亭贵气。睥睨意气已矣，而清明上河风图犹存。彼与彼胜数
不同，至于高下所判，岂非小人妄言，感土误之不知也。
四下之内，浮马稍住，噤月衔星，旷心宜神。耳鼻之抚及森木，眉下之触于远黛。客乡人徘徊酉戌之候，
魏文长踟蹰子午之间。其将北出也，盘连潼武，兵抵长安，竟成覆曹之势，意欲与亮相角，师效淮阴以兴汉
室。然情随事迁，汉中守三族亦为诛，延之遗策终不用焉，世人多不解，史家相争也千年矣。无可究其故，喏
叹清欢，朝朝代代，尽成墟台。台上人唯一游子、一扫翁，尘沙顿起而泻，参差于箕竹中隙，风扬如碎蜂之
聚离，衫摆循风而跹飞。遥岑暮云之泮，声在山形；独坐台沿一撇，捺为身斜。风之长吹者，未有歇息，九州
风土、九海风水、九天风月飘临彼彼，引荒星而寰宇周天，殊不知日月之易位、流光之回转。向年以年，江
南游子，闲登秋台，伤古比今。金陵台，羊角翻动而上羲翼于重霄，空濛索叹流坠其间，长安之望怀亦难释。
幽州台，古今之交也，谓楚狂者复接舆之歌，星移之不可掇乎而怆，悠而缈兮唱问天。章华台，细腰而漫舞，
独步天下举国营之，后世漂生多驻于此，其中伤别与灞桥一也，而灞陵正畔临东内，为郊埜之涂矣。向宫桓
之深者，今殊途同归于此，自有情人独钟焉，登揽兴由与怀。所以以心同躯，遁入行运其变数，与万物化而
不相隔之。
园终至矣。御风而阶，孑然西东，繁荫隐夜，行人不迹。中行三时，俯仰之间，梳向所感。北出丹凤门，
携风声而点秋凉，望终南而馀冬雪，沐晴空而踏春泥，背烈日而迎夏雨。四季万象织诗成锦，崇山俊林为倾
覆之，以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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