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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收看“少年时”视
频。该节目生动形象地
解释深奥的科学知识，
让孩子更好地理解书中
的科学难点。

扫码参加每月1次的“少
年时阅读指导”、每月2次
的“小多教育分享”
（入群
请备注“少年时 ”）。

数学是什么？

数学是有关数字及其运算、相互关系、组合、概括和抽象以及空间构型及其
结构、度量、变换和概括的科学。
——《韦氏大学词典》
算术就是不脱鞋就可以数到二十。
——米老鼠

数学就是把整个世界简化在一张纸上。人们拿着纸，把纸上的东西应用在实际生活中，不管是
买糖果还是对时间。很多年前，许多伟人运用数字和符号让数学变得清晰、也更容易理解。如果没
有符号和方程，数学仍然存在。只不过，我们可能无法使用它，虽然它早已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了。
——格洛里亚（13 岁）
数学是世界通用的语言。如果你是美国人，用英语给日本人写信，他们可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是如果你给他们写“2 + 2 ＝ 4”，他们会明白你的意思是告诉他们等式“2+2”的答案是“4”。
——艾琳（12 岁）
数学是一种人类行为，人类创造了它，并将其应用在计量、舞蹈、音乐等一切方面；
数学是一个供人研究的学科；
数学是用于各种学科的语言和工具。
大部分学校的数学都侧重于第三者，但是我们需要拥抱他们全部。
——戴夫 • 穆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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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上帝创作宇宙的语言。
——伽利略 • 伽利雷
数学是人类能拥有的一切知识工具里最强大一种。
——勒内 • 笛卡尔
数学是给不同事物取相同名字的艺术。
——亨利 • 庞加莱
纯数学，就其本质而言，是逻辑思想的诗。
——艾伯特 • 爱因斯坦
数学是艺术的姐妹，也是艺术的仆人，他们都来自同样的疯狂和天才。
——马斯顿 • 莫尔斯
数学是一种会不断进化的文化。
——雷蒙德 • 魏尔德
任何事物，当你研究得足够深时，就发现了里面的数学。
——迪恩 • 施利赫特
数学就是研究所有我们能想到的对象及对象之间的关系。基于现实世
界，数学家们构造了一个更宏大的数学世界。
——约翰 • 康威

数学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并驱使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
的程度。亦正是这种精神，试图决定性地影响人类的物质、道德和社会生活；试图回答有关人类自身存在提出的
问题：努力去理解和控制自然；尽力去探求和确立已经获得知识的最深刻的和最完美的内涵。
——莫里斯 • 克莱因
数学，作为人类思维的表达形式，反映了人们积极进取的意志、缜密周详的推理以及对完美境界的追求。它
的基本要素是：逻辑和直观、分析和构作、一般性和个别性。虽然不同的传统可以强调不同的侧面，然而正是这
些互相对立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综合起来的努力才构成了数学科学的生命、用途和它的崇高价值。不论对
专家来说，还是对普通人来说，唯一能回答“什么是数学”这个问题的，不是哲学而是数学本身中的活生生的经验。
——理查德 • 柯朗 ， 赫伯特 • 罗宾
盲人和大象的寓言恰好是数学哲学的隐喻。在这里，智者正在摸索数学这个神奇的动物。
——鲁本 • 赫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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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令人着迷的黄金分割率
作者：让 - 皮埃尔 • 博笛（ Jean-Pierre Petit）
译者：秦捷

1.618 033 988 74…从来没有另外一个数字能如此令人们着迷！这就
是黄金比例，也叫黄金分割，也有人把它称作“神圣的比例”。
如果采用几何方式表现：
a

b

a+b

a+b

a

当 a ＝ b 时，这个比例数值正好就是黄金比例值：1.618 033 988 74…
而且这个数字还具有很多其他的惊人的属性，例如：
黄金比例数与自身相乘＝ 1 ＋黄金比例数
1.618 033 988 749 894… x 1.618 033 988 749 894…
＝ 2.618 033 988 749 894…
小数点后无穷的分数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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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146.5 米

先来看看它的发现历史吧……
“黄金比例”这个命名的出现并不
久远，1914 年英国记者西奥多·库克
（Théodore Cook）首次使用希腊字母
φ 代表这个概念，以纪念古希腊雕塑
家和建筑师菲迪亚斯（Φειδίας）。因
为菲迪亚斯的著名作品巴特农神殿和雅

1.618
1

边长：2

30 米

埃及胡夫金字塔的示意图，其斜面中线与底面边长的
一半之比大致符合黄金比例

典娜女神像被认为是使用黄金比例的成
功范例。

质；此后，这个数字一直让科学家着迷，

不过，库克并不是黄金比例的发现

达·芬奇把它称作“黄金段”，开普勒

人。事实上，我们目前并不确定人类最

则提到“神圣分割”，到了 15 世纪末

早认识黄金比例是什么时候。关于这个

的时候，一位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

问题存在着不少猜测：有些人说古埃及

利（Luca Pacioli） 专 门 研 究 这 个 比 率

的很多遗迹里也有这个比例，如金字塔

并撰写了一本相关专著《神圣的比例》，

的斜面中线与底面边长的一半，大致就

达·芬奇还为他的这本书画了 60 多幅

符合这个黄金比例（如图所示），不过

插图呢！

迄今为止，考古学还不能提供明确的证

不过，关于这个比例的神秘色彩和

据，在古代，人们往往使用人体部位作

玄秘性是在19世纪开始引人注目的，

为测量长度的单位，而黄金分割率似乎

当时德国数学家兼哲学家阿道夫·蔡辛

在人体很多部位有体现，所以也有可能

（Adolf Zeising）开始到处寻找和记录

古埃及的建筑师从人体比例获得灵感，

古代遗址里存在该比率的地方。而20世

而不是发现了黄金比例。不过，对这些

纪初，罗马尼亚的一位名叫玛蒂达·季

解释我们都需要非常谨慎，如有些人说

卡 的外交官开始著书宣传黄金比例在

人手的长度和人的前臂的长度之间存在

西方文明历史中的卓越地位，有关黄金

黄金比例，但是解剖学家看到的只是大

比例的神话诞生了！

致的 2/3 这个比例……
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毕达
哥拉斯发现了非通约性局部，这似乎和
黄金比例相关。同一时代雕塑家菲迪亚
斯的作品中的确存在这个比例，尤其是
装饰巴特农神殿的雅典娜女神雕像。
大约两百年后，欧几里得在他著名
的《几何原本》里定义了相当于黄金分
割的比例，并研究了一些相关的几何性

黄金比例为什么如此令人着迷？
黄金比例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
现。从数值上看，它是方程式

x 2-x -1 ＝ 0
的正解，具体就是：
Φ＝

1+ 5
2

，

即 Φ ＝ 1.618 033 988 749 894 848 204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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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黄金比例的兴趣其实只是
人们对数值世界兴趣的一个反映，这个
数值具有一定“通性”特性，无论采用
哪种计数方式，无论代数还是几何，它

数值的影响，黄金比例如此吸引数学家
的注意力也就顺理成章了。

数学家眼中的黄金比例研究
数学家对黄金比例的研究主要涉

都有体现。
我们来举个例子。在中世纪，欧

及这个数值的属性和众多的表现形式。

洲大教堂的建造者使用与人体有关的长

这个数值属于无理数，从词源上
讲，“无理”意味着“不受理性控制”，

度测量单位。

数学家由于缺乏对这个数值真实性质的
手

理解，所以只能力图量化“逃脱理性限

掌
跨
度

制”东西。

度

手指宽

手掌宽度
度
臂长

伟大的德国数学家格奥尔格·康
托尔（1845—1918）花了很多精力做
“数”的属性方面的研究，他一生中遇
到的困难大多与他对“数”的性质的解

前

1 手掌宽度≈ 7.64 cm
1 手指宽度≈ 12.36 cm
1 手掌跨度≈ 20 cm
1 脚底长度≈ 32.36 cm （脚底）
1 前臂长度≈ 52.36 cm

释有关，他所受到的来自同行的打击跟
古代无理数支持者所遭遇的毕达哥拉斯
派的攻击类似，古代甚至有个传说故事，
讲到那些发现无理数的人被神惩罚，在
沉船事件中灭亡。这种传说故事虽然不

手掌跨度

是真实的，却反映出很多人对“数”和

宽度

度

长

底

脚

手指

度

宽

掌

手

前臂长度

如何从低级长度单位换算到上一级
长度单位呢？
非常简单，你只要乘 1.618 ，也就
是黄金比例值！

数的性质的研究抱有强烈的情感冲动。
把无理数划分成不同程度，黄金比例数
值被认为是“无理数中无理程度最高的”
的数值，仅仅这个属性就足以引发很多
人对这个数值的“激情”。
数学家发现这个数值构成有很多
种形式， 比如：

这并不是黄金比例唯一的惊人属
性。数学家发现这个数值在数学的不同
分支领域都存在，有些分支领域看上去
彼此似乎没有很明显的关联，但却都拥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黄金比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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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Φ ＝ 1+

1

1＋

1

1＋
1＋

1
1 ＋…

五角形是含有众多黄金比例数的几

用图形形式表现也可以看出它的几

何形状。

何属性：

C’

P2

D
P4

Φ
1/2

C

M

1

P1

P5
P3

使用一个圆规可以很容易地绘出黄金比例

以 C 点为中心，绘制一个半径为 1

P2 － P3 点连线和 P2 － P4 点连线

（橘色）的圆，然后，画出和这个半径

的比例是黄金比例；P1 － M 点连线和

垂直、长度为 1/2 的直线（绿色），再

M － P4 点连线比例是黄金比例；这个

以这条直线的另一端 C’点为中心、以

图中所有的三角形都是“黄金比例三角

1/2 为半径绘制第二个圆，将 C 点 到 C’

形”。
你能数出来在五角形里一共有多少

点的连线延长到第二个圆周，这条线（蓝
色）的长度正好就是黄金比例数。

个黄金分割率么？

数的组成
也许，学数学接触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数。
0，1，2，3，……这些我们最早接触到的数字合称为自然数

。

在这些数字（0 除外）前面加上一个负号，就成了负整数。负整数和自然数合称为整数 。
当我们把数的概念延伸至可以表示成分数的数时，就得到了全体有理数
构成的集合

。有理数总能写成两整数之比，如 3/2 等，有理数的

小数部分是有限或为无限循环的数，如：1.33333…。
那么，无限不循环小数就是无理数了。无理数不能表示
成两整数的比，常见的无理数有圆周率 π、黄金比例 φ 和
2 。无理数最早由毕达哥拉斯学派弟子希伯索斯发现，这
个发现让当时的数学家产生了恐慌，被称为数学史上的第
一次数学危机。有理数加上无理数，我们就得到了全体实
数构成的集合

。

接着又有了虚数的概念，实数与虚数组合在一起，我们就得
到了全体复数构成的集合 。

9

是指系统的状态随时间而变化，从物理
学角度讲和系统承受的力量有关。黄金
比例的动态是什么呢？这就是共振。
我们可以看一个音乐领域的例子。
如果我们把两把一模一样的弦乐器放在
一起，在弦线受到相同张力的情况下，
演奏者可以通过按压弦线的长度来产生
不同频率的声音，空气传递这种振动，
现在来看看含有黄金比例的长方

可以影响相邻的弦线。早在古代，人们

形（两个边长之比为黄金比例）： 假

就已经发现：如果两根相邻的弦线长短

如你删除以长方形的宽为边长的正方形

一致并且产生同样的振动，共振显然是

（黄色、蓝色、粉色、绿色……），新

最大的；而当弦长度是无理数的时候共

出现的长方形仍然含黄金比例，这个现

振则最小。黄金比例数是无理数，符合

象可以无限重复延续。

共振最小的规律。

黄金比例有没有物理含义呢？
所有那些具有独特属性的数字都有
一定的物理含义，这里所说的物理含义
不局限于几何属性（用于绘图等），而
是包含了物理动态含义。所谓动态系统

巴特农神殿含有许多黄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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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现象的研究对建筑物的防震很
有用。假如一个建筑物的共振很低，那

冥王星

天王星

太阳
小行星带

水星

土星

海王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太阳系内行星的轨道半径遵循一定的规律

么抗震能力就强，由此我们可以设想：
一个建筑物的结构比例中含有很多黄金
比例，那么地震引起的共振小，发生地
震的时候则会比较结实耐震。很多保存
下来的古代建筑里含有黄金比例，大多
数人都把这个选择归因于美学标准，将
黄金比例在建筑中的运用与建筑物的抗

波德规则推算
测量轨道半径
的轨道半径

行星

序列

水星

-∞

0.4

0.378

金星

1

0.7

0.723

地球

2

1

1.00

火星

3

1.6

1.523

谷神星

4

2.8

2.765

木星

5

5.2

5.203

土星

6

10

9.537

震能力挂钩，这还是近些年才有人提出

天王星

7

19.6

19.229

的，假如这个解释成立的话，又会引出

海王星

8

38.8

30.069

新的疑问：“古代的人是怎么了解到黄
金比例与共振的关系的呢？”

行星轨道半径R ＝ 0.4 + 0.3 x 2n-1。

最后，咱们还可以看看关于黄金

波德推算规则仅仅是通过总结观察记录

比例在天文学领域的一种应用可能的研

得出的，并没有理论解释。太阳系行星

究。天文学家很久以来就在研究一个问

组成的系统如何达到稳定状态？科学家

题：太阳系里的行星各自都在一定半径

也不太清楚。

的轨道上运行转动，这些行星的位置和

法国数学家苏里佑通过黄金比例属

轨道是受什么力量影响、遵循什么规律

性给予了一个初步的解释：潮汐现象对

而排列成的呢？

太阳系稳定状态产生主要影响。我们知

18 世纪后期，两个德国天文学家约

道，月球引起的潮汐对整个地球产生影

翰·提斯和约翰·波德通过观察发现：

响，海洋表面会上升（达到半米左右），

假如使用地球轨道半径作为评估行星轨

释放出热量，这种潮汐效应不仅减缓了

道的天文单位，将水星以外的其他行星

地球的旋转，并且改变月球本身的轨道

顺序用 n 表示，则存在下面这个规则：

（月球以每年几厘米的速度远离地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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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王星
太阳系校准曲线
天王星

太阳系行星
土星
木星

太阳系内相邻轨道两个行星（矮行
星）的平均周期之比都接近黄金
比例，这个规律也许可以用来帮
我们预测是否存在未发现的星体

谷神星

地球

火星

基 本 一 致， 说 明 苏 里 佑
教 授 用“ 黄 金 法 则” 所

金星

做的解释和实际观测数

水星

据相符。
苏里佑教授发现的
这 个“ 黄 金 法 则” 可 以
太阳系内的所有行星都对太阳产生潮汐

用来计算太阳系内未知行星的可能性，

现象，这个潮汐效应与太阳距离立方的

并且推算出未来太阳系行星存在轨道

倒数成一定比例，所以减缓了太阳自身

和相对位置的演变，比如：海王星和

的旋转速度，正如“地球—月球”那样，

冥王星的“异常”轨道将会发生演变，

太阳产生引力场的改变，处于其中的行

慢慢地类似于其他行星类似。

星的轨道也发生变化。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跟黄金比
例有什么关系？

每当提到黄金比例时，许多人会

先设想一个简化的太阳系，只有两

立即想到艺术作品或古代遗迹中的“完

颗行星绕太阳旋转，太阳对这两颗行星

美比例”。其实，黄金比例的意义和

起到一个“谐振器”的作用，它们通过

影响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美学范围，我

太阳在其表面上产生的潮汐效应来相互

们这里只是简单提到了数学家对其属

影响。两颗行星绕太阳旋转周期的比例

性的一些了解和它在物理领域的一些

达到黄金比例的时候共振最弱，它们彼

用途，实际上黄金比例还在其他一些

此的相对位置达到稳定状态。拥有众多

我们意想不到的领域有一定意义和影

行星的太阳系的情况稍微复杂些，计算

响，如植物学领域（研究植物茎排序

起来也复杂些，但是原则是一模一样的。

等），甚至心脏科学领域 ! 可以说，在

如果比较波德规则和苏里佑教授用
“黄金法则”计算出的轨道结果，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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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结论的结论

黄金比例背后还隐藏有很多秘密等待
我们去发现。

如何制作黄金
分割规？
作者：南希

满足黄金分割率的图形或物体可
以让我们的眼睛感到舒适，因此这一比
例普遍地存在于许多艺术作品和建筑物
中。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很多
东西可能都用到了这一比例。如何判断
它们的外形比例是否符合黄金分割率？
让我们先来制作一个黄金分割规。

制作步骤：
1. 用刻刀在硬纸板上裁出 4 个硬纸
条，注意每个硬纸条的宽度相等。
2. 按照图中的尺寸测量、标记、打
孔，注意打孔位置位于硬纸条中心线上。
3. 按照模型裁剪硬纸条，用双脚钉
固定相应位置，注意 F、G 和 H 三点位
于同一条直线上。

材料准备：
硬纸板、直尺、刻刀、打孔器、双
脚钉（打孔器和双脚钉可在淘宝购买）。

移动黄金分割规外侧的两只脚（F
和 H），这两只脚与中间那只脚组成
的比例关系永远满足黄金分割率，即
FG/GH ＝ 1.618。利用这个黄金分割

AF ＝ AH ＝ 340mm
BG ＝ 210mm
AB ＝ AC ＝ BE ＝ CE ＝ 130mm
EG ＝ 80mm

A

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检验我们周围
的建筑和物体是否是基于黄金分割率
设计的。在我们进行绘画或设计的时
候，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规来帮助

B

C

布局，让我们笔下的物体看起来更加
和谐和舒适。

E
双脚钉
F

G

H

为什么选用这些尺寸？
计算一下，你会发现，这组数恰好符合黄金
分割率，即 BF/AB ＝ CH/AC ＝ BE/EG ＝ 1.618，
我们很容易根据相似三角形的比例关系，推导出
FG/GH ＝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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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氏几何
与科学思维

作者：让 - 皮埃尔 • 博笛（Jean-Pierre Petit）
译者：秦捷

谈到人类文明的历史，人们往往会把西方文明与希腊文明关联起来。上图是意大利
画家拉斐尔的壁画《雅典学院》的一部分，全画以纵深展开的高大建筑拱门为背景，汇
集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学派的著名学者。中间正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伟大的哲学
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台阶下右侧弓着身子、手执圆规在一块黑板上给学生演算的是
几何学家欧几里得。正是古希腊的数学方法，孕育了西方的理性思维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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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在纯科学体系出现之

古代文献，比如：古巴比伦算术泥板、

前，技术进步都是以观测和经验方法为

古埃及的莱因德数学纸草书。不过，那

基础的。数学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知

个时候，人们对数学知识的需求主要在

识学科之一，甚至有些人认为人类早在

测量或建筑领域，比如测量距离或面积、

掌握书写文字前就已经有一定的数学知

计算和分配物品等。从这个时期开始，

识了！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涉及数学的

人们对数字和形状有了简单的认识，后

来，慢慢发展为算术和几何，并
与具体事物紧密相连。在漫长

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被称为“几何学
之父”（左）；在埃及俄克喜林库斯发现
的“29 号纸草书文献”是现今发现的最
古老的《几何原本》第 2 卷片段（右）

的几千年间，人们往往将“科
学”这个概念与“魔法”混淆。
直 到 古 希 腊 时 代， 更 具
有普遍意义的数学诞生了，这
个时期的数学家开始强调逻辑和证
明，而不满足于简单的实地鉴定，古希
腊的理性精神在这样的框架下得到充分
体现。也就是说：真实的东西必须凭借
足够的、确定的和必要的理性解释才能
够被认知。
古希腊时期数学进步的一个重要
体现就是公理法和逻辑推理法，而这正
是近两千年来广泛用于所有领域（不仅
仅是纯科学领域，也包括人文领域和哲
学领域，甚至艺术领域）的科学方法的
基础。在古希腊最伟大的学者当中，亚
里士多德奠定了形式逻辑的基础，而给
近两千年来的人类文明留下最重要影响
的人，却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

第一个印刷本出版以后，至今已有一千
多种版本。中译本于 1607 年出版，由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中国的徐光启合
译。徐光启对这部著作的评价是：“此
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
不必改。”
《几何原本》共分 13 卷，包含了
465 个命题，涉及几何图形的定义定理、
几何空间定义定理和初等数论等大量内
容。这是一套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
汇集了欧几里得之前的数学知识，并增

欧几里得和《几何原本》
欧几里得（Euclid）生活在公元前 4公元前 3 世纪。尽管他被誉为古代最伟
大的数学家之一，但我们对他的生活情
况了解得并不多。他早年在柏拉图创立
的雅典学院学习，后来居住在埃及的亚
历山大，他在那里领导了一个数学家团
队，完成了一部数学巨作：《几何原本》。
《几何原本》是数学史上的一个伟
大的里程碑。在西方世界，除了《圣经》，

徐光启（右）是
明代著名科学
家、政治家，曾
与意大利天主教
传教士、学者利
玛窦（左）有过
交往，二人合作
翻译了《几何原
本》

没有任何著作的作用、研究、印行之
广能与《几何原本》相比。自 14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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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欧几里得自己的一些原创证明。这

■公设四：所有直角都相等。

套著作影响了两千年来的几何学研究，
在这套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几何学也
被叫作“欧氏几何”。
欧几里得从人们公认的一些事实出
发，以逻辑的方法来研究各种几何图形
的性质，从而建立了一套从公理、定义
出发，论证命题得到定理的几何学论证
方法。

■公设五：若两条直线都与第三条
直线相交，并且在同一边的内角之和小
于两个直角和，则这两条直线在这一边
必定相交。

《几何原本》的思维方法
首先从确认公设、公理和定义开始。
公理（axiom）是不需证明就被普遍接

α

∠α+∠β < 180°

β

受的命题，也是接下来推理的基础。公
设（postulate）是需要大家接受、作为
推理基础的基本常识，在《几何原本》

由第五条公设还可以导出：通过一

中，欧几里得特别注重下面这五个公设：

条直线外的一点，有且仅有一条不与该

■公设一：从一点到另一点能作且

直线相交的直线。

只能作一条直线。

■公设二：任何有限直线都可以无
限地延长。

在数学上，我们一般也把这些欧几
里得叫作“公设”的原则统称“公理”。
这几条公理看上去似乎很简单，而欧几
里得却在这些看似简单的公理基础上创

■公设三：给定任意线段，可以以
其一个端点作为圆心，以该线段作为半
径作一个圆。

建了欧几里得体系。
欧几里得提出了基于三个基本要素
的证明法：提出公理、逻辑演绎推理、
数字法示范。希腊哲学家普罗克洛总结
说：欧几里得对所有命题的论证都严格
而系统地遵循同样的六个步骤：提出命

R1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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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展示实例、复述议题、建立图示、
图示论证、得出结论。

以欧几里得的一个命题为例：

■相等的事物减去相等的事物仍然
相等；
■一个事物与另一
事物重合，则它们相等；
■整体大于局部。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
出欧几里得几何论证方
法 的 要 素： 假 设（ 提 出
命题）、基本公理和证据，
将三者通过推理过程得
到 结 论。 与 单 纯 的 经 验
法和启发法的不同点在
于其严谨性，同时也更具抽象化，这可

●提出命题：在给定的一条有限直
线上构建等边三角形。
●展示通用实例：A 点到 B 点间是
一条有限直线。
●复述议题：在 AB 两点组成的直
线上构建等边三角形。

以算是理性思维精神发展的起点，也成
为真正的科学思维方法的基础。欧几里
得采用推理论证方法还有另外一方面的
影响也值得注意：理性推理代替了宗教
教义或传统观念，欧几里得的思维可以
说是早期的世俗化趋势的科学思想法。

●建立图示：以 AB 有限直线为半
径，分别以 A 点和 B 点为圆心画圆，
圆周交汇点 C 到 A 点和到 B 点分别有
直线 AC 和直线 BC。

基于公理 ＋ 推理论证：适用于
所有学科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被公认为

●图示论证：由于 A 点是圆 CDB

历史上最重要的数学著作之一，除了他

的 中 心， 所 以：AC ＝ AB； 由 于 点 B

对数学的贡献，他所开创的基于公理的

是圆 CAE 的中心，所以：BC ＝ BA。

推理论证方法给后人带来的影响也非常

● 结 论：AB ＝ AC ＝ BC， 所 以

深远。

ABC 三点构成的三角形为等边三角形。

事实上，两千多年来，几乎所有

在这个例子里，我们还看到一些相

的领域（包括数学领域、物理学领域、

等的概念，这归结到欧几里得提出的另

哲学领域、建筑学领域、艺术领域等等）

外五个“一般概念”，也可以作为公理：

都在使用欧几里得式的工作方法：基

■与同一事物相等的事物相等；

于公理、从假设和提出命题开始、运

■相等的事物加上相等的事物仍然

用逻辑推理得出结论，由此得到自己

相等；

的理论。《几何原本》孕育了一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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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精神，如果说欧几里得的推理方法

示的时间取决于它的历史（时钟所有过

对整个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都有影响，

的运动速度、时钟所经过的空间的引力

这并不算夸张。

场和电磁场等）；其次，两个物体之间

在科学进步史上，以公理（公设）
为基础并以提出假设命题为研究起点的
例子非常多：

的距离本身没有意义，因此放弃了“绝
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概念。
1885 年，弗洛伊德在听了神经学

以惯性原则公理（任何物体或系统

家夏尔克的课程后开始关注精神病课

在不与其他系统和物体发生相互作用时，

题，他提出了一个公设：意识不是人类

会保持匀速或静止）为基础，牛顿提出

精神的基本形式。心理分析学正是在这

了运动三大定律，经典力学由此发展。

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也是从公理

推理论证更是在科学研究（纯理科

出发：时空不是简单的伽利略空间（即

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无所不在，甚至在

欧几里得空间＋时间维度），而是时空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我们需要分析一

相连的闵可夫斯基空间。这个公理也可

个现象或做一个决定时也在使用。

以划分成两个公理：首先，原子钟所指

欧几里得

牛顿

爱因斯坦

警察侦破犯罪案件就是一个很好的

提出命题
展示实例
复述议题

建立图示
图示论证

得出结论

惯性原则公理：任何物体不
与其他物体发生相互作用
时，会保持匀速或静止

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力使物体
获得加速度，力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

运动三大定律
与由此建立的
力学体系

（1） 相 对 性 原 理， 物 理 规
律的形式在任何的惯性参考
系中是相同的
（2） 光 速 不 变 原 理， 对 于
一切惯性系，光在真空中都
以确定的速度传播

时间和空间本身都不是绝对的，绝对的是
它们的一个整体——时空，在时空中运动
的观测者可以定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而不同的观测者所定义的时间和空间可以
是不同的。而在一系列变换关系下可以推
导出“尺缩”“钟慢”等效应

狭义相对论

（1）人需要食品
（2）人需要繁衍后代

人口增长和食品供求增长的分析

人口理论的
数学模型

意识不是人类精神的基本形式

在意识的背后都可能具有各种各样的欲望
和冲动，这些构成了人的潜意识，它是人
类一切精神生活的根本动机

精神分析学

案发时不在案发地点的人可
以排除嫌疑

嫌疑人 A 案发时不在案发地点

嫌疑人 A 可
以排除嫌疑

马尔萨斯

弗洛伊德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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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科学推理论证”方法工作的例子。

欧几里得思维法的局限性

某天 20 点在 A 地点发生了一起犯罪事

欧几里得思维法的本质是什么？其

件，有人举报了一名嫌疑人。这时候警

实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在学校学的所谓严

方推理的基础：案发的时候不处于案发

谨思维。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公

地点的人可以排除嫌疑，这就相当于公

理（公设）具有理所当然的性质，但是

设（公理）。接下来，警方会通过调查

有些被接受的公理（公设）也可能是错

取证来证明这个嫌疑人在案发时间是否

误的，因此即使有严谨的推理论证，假

在案发地点 A，并由此得出结论：这个

如最初的公理（公设）不成立，或者最

人是否可被列为嫌疑犯。

初的假设和命题有错误，那么最终的结

如果更细致地说，科学的推理论证

果也会是错误的。

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演绎法、归纳法

勒维耶认为空间符合欧氏几何的空

或者类比归纳法。欧几里得比较注重演

间概念、行星的运行符合牛顿力学，以欧

绎法，上面这个警察判断嫌疑人的例子

氏几何和牛顿力学的公理出发，他经过严

就属于演绎法推理。在《几何原本》中，

格的计算得出结论：在靠近太阳的地方必

欧几里得主要是采用演绎推理和论证。

然存在一颗行星（祝融星），否则无法解

然而，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归纳法，可

释水星近日点的运动；而爱因斯坦从不同

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体现：我多次观察

的公理（不同的时空几何结构）出发，他

到不同的猫从高处跳下的时候是四肢着

的计算结果否定了祝融星的存在。

地，所以我归纳出“猫跳下来的时候都

勒维耶和爱因斯坦所采用的工作方

是四肢着地”。这种归纳推理并不能解

式（公理→ 假设和命题→计算论证→结

释一个现象，而是推理出一种很强的可

论）是一样的，都符合欧几里得的思维

能性。

方法，但是出发点公设不同，结论不同。

在希腊人的哲学探索中，他们寻求确定和理解概念、性质的最完美的形式，因为完
美本身就是永恒的。
古典希腊时期对数学、对我们人类生活和思想的贡献依然有待我们去探讨。让我们
以现代人的眼光回顾一下这一在数学方面富有创造力的时代。坚持以演绎方法作为唯一
的证明方法的，注重抽象而不注重个别事物，选择最富有成果、具有最高可接受性的公
理系统，这些决定了现代数学的特征。巧妙的猜想、大量十分重要的定理的证明，在数
学发展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数学和来源于人类理性的卓越光辉的真正激情，第一
次被希腊人激发了。他们的数学成就表明，在人类活动中，思想具有至高无上的作用，
而且由此提出了文明的一个新概念。
——莫里斯·克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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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几何与代数结伴而行
作者：南希

只要代数同几何分道扬镳，我们的进展就缓慢，它们的应用就狭
窄。但是，当这两门科学结合成伴侣时，它们就互相吸收对方的新鲜
活力，并迅速地趋于完善。
——约瑟夫 • 拉格朗日（Joseph Lagrange）

20

当欧氏几何走到了头
17 世纪早期，尽管科学在各个领
域有了重大突破，但是数学还只有一个
几何体系，就是根据古希腊数学家欧几
里得所著的《几何原本》创立的经典平

圆
椭圆
抛物线
双曲线

面几何体系。这个体系仅适用于由直线
和圆组成的图形。这时候的代数，不过
是几何的附属品。
然而，随着人们对科学的不断深入
探索，许多新的奇形怪状的图形相继出
现，这些都没有办法通过欧氏几何理论
进行分析。比如，为了描述天体运行的
轨道，天文学家绘制了椭圆、双曲线、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研究了平面上直线与圆、圆
与圆之间的各种关系，但是没有涉及除了圆的 3 种其
他圆锥曲线问题

抛物线，其中抛物线也很好地勾勒出炮
弹出膛后的运动轨迹；在海上航行时人

少。没有可以参考的方法，这是当时的

们常常借助月亮来判定方位，因此人们

数学家所面临的困境，数学方法的落后

迫切需要了解月球的运行轨迹和规律；

甚至妨碍到了整个科学的发展。

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使透镜走进了

这时，有一位法国数学家率先站了

人们的视野，但是人们对透镜的性质和

出来，明确地表示了对欧氏几何那套方

参数却完全没有概念，比如说透镜表面

法的强烈不满。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应该是做成什么样，才能有最好的光线

里提到的每一个问题，证明过程都需要

会聚性能？

一个新颖、奇巧的方法，不但过于抽象，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了解曲线的

而且多依赖于图形，甚至需要解题者具

概念和定量分析方法。但是欧几里得没

有非凡的想象力。古希腊数学家虽然在

有提出任何有关曲线问题的解决方法，

研究数学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却

古希腊人在圆锥曲线（平面与圆锥体相

从不考虑它们的实际应用问题。他直接

交得到的曲线）方面留下的著述也非常

抨击欧氏几何“成了一门充满混乱和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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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有意用来阻碍思想
的记忆，而不是一门有
益于思想发展的艺术”。
这 位 数 学 家， 就

勒内·笛卡尔，法国著名数学家、
哲学家。在数学方面，他将代数
和几何联系到了一起，引入了坐
标系的概念，为微积分的提出奠
定了基础；在哲学方面，最著名
的思想是“我思故我在”

是 勒 内 • 笛 卡 尔（René
Descartes）。1637 年， 他 发
表了著作《方法论》。在一篇叫作《几
何学》的附录中，他提出了一种不依赖

丁节的盛宴上狂饮之后，笛卡尔做了一

于图形也更为普遍的方法，这就是将代

个生动的梦。据笛卡尔所说，“在梦中

数应用于几何，把几何和代数中的精华

他正用不带迷信的科学眼光，观察着凶

部分结合起来，互相以长补短，我们称

猛的风暴，他发现一旦他看出风暴是怎

之为“解析几何”。

么回事儿，它就不能伤害他了。”这个
梦境仿佛向他展示了一把“魔钥匙”，

数学的“魔钥匙”
1596 年，笛卡尔出生于法国拉艾

掌握所有科学的真正基础。尽管，笛卡

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8 岁那年，他对

尔并没有明确说明这把神奇的钥匙是什

数学产生了兴趣，在接受了 10 年的正

么，不过人们通常认为这就是把代数应

规学校教育之后，他决心通过直接的切

用于几何的方法，就是解析几何。

身体验来更好地了解世界。他到巴黎体

他认为，代数可以很好地弥补几何

会了浮华的生活，又回到了拉艾进行了

在抽象方面的不足，因为代数可以直接

一段时期的沉思。后来，他时而随军参

用抽象的符号和数字进行推理，而且代

战，时而四处旅行，时而在巴黎醉生梦

数还可以把推理过程变得程式化，从而

死。最后，他决心安定下来。在接下来

让每一个人在面对数学问题时，不必因

的 20 年里，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

为想象力的限制而裹足不前。

用来著述。
在笛卡尔活跃的一生中，他其实一
直在思考，“我们怎么理解事物，如何

于是，一种新的数学方法应运而生，
这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解析几何，也是
现代应用数学的基础。

才能获得真理？”尽管真理不会自己产

人们把 1619 年 11 月 10 日当成解

生，但是对笛卡尔来说似乎有些例外。

析几何诞生的日子，也是现代数学的诞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他的灵感来源

生日。解析几何理论就像一道光一样，

于一个梦境。

将蒙在数学家眼前的黑暗渐渐驱散，迎

1619 年 11 月 10 日，在庆祝圣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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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把钥匙能打开大自然的宝库，并使他

来了数学界的崭新的黎明。

公式和图形牵手

字，我们称为“坐标”。

解析几何因为它的简单而格外引

比如，一座城市的地图上，大道从

人注目。就像数学中所有真正伟大的

南到北按数字分成 1 大道、2 大道、3

东西一样，解析几何的基本概念简单

道……街由东向西按数字分成 1 街、2

到近乎一目了然的地步。这个基本概

街、3 街……我们可以把大道和街建成

念就是坐标系。

一个坐标系，任何建筑都可以按照靠近

几何中最简单的图形是直线，直

哪个大街—大道交口来定位。比如纽约

线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描述，笛卡

图书馆的位置位于：5 大道和 41 街的

尔就想办法用直线来表示曲线。在平

交口。

面上放置两条相互垂直的直线，以相

通过构建坐标系，几何图形或者

交的位置作为原点，指定这两条直线

说曲线上的任何点，都可以用两个数来

的方向，画上刻度，就建立起了笛卡

表达了。原本复杂的几何问题就转化成

尔平面直角坐标系。对于坐标系内的

了能用公式和数字来表达的代数问题，

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用一对数字来表

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按照代数方法来计

示（x ，y ），用正负号表示它具体位

算。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

于原点的哪一侧，x 和 y 分别表示它在

勾股定理说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

两个方向上离开原点的距离。这对数

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如果我们把这

如果在纽约市地图上建立坐标系，那么纽
约图书馆的坐标为（5 大道，41 街）

纽约图书馆

41 街

5 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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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

y

y
x

x

x

x

直角三角形的三条边满足：x 2 + y2 ＝ R2，当把直角三
角形放在坐标系里时，满足这个关系式的所有 x 和 y ，
它们对应的点连成了一个圆，这个圆的半径就是 R

个直角三角形放到坐标系里，让一个锐

立的解析几何体系，按照这种思想，任

角顶点位于原点，锐角相邻的直角边与

何几何曲线都可以通过建立坐标系用一

x 轴重合。我们把三角形的斜边长设为

个方程来表示。反过来，对于一个已有

R，两直角边分别为 x 和 y ，那么对应

的方程，数学家也可以在坐标系内画出

于 R，我们可以画出不同的 x 、y 组成

它的样子，一根曲线、一个曲面，或者

的很多个三角形，它们都满足关系式：

是一个球面，从而进一步研究它的性质。

2

2

2

x +y ＝R，

比如：

当我们把这些三角形的另一个锐角的顶

y ＝ x 2，

点连起来时，就得到了一个圆，而这个

通过在坐标系里描点、连线，我们可以

圆的半径就是 R。

得到这个方程对应的曲线，这是一根抛

于是，我们就在代数方程和几何图

物线。抛物线在科学、技术、工程等领

形之间建立起了联系。这就是笛卡尔建

域中广泛出现。2 000 多年前，古希腊

y ＝ x 2 在坐标系内的曲线是一条抛物线，喷泉的轨迹恰好是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
y

x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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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在研究圆锥曲线时已经发现了抛
物线，但只有到了解析几何，才能对抛
物线进行有实用价值的定量研究。
更重要的是，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并
不限于平面几何，而是同样适用于三维
甚至多维空间。在三维空间内，我们可
以在平面坐标轴的垂直方向上增加一条
“z ”轴，并用 3 组数（x ，y ，z ）来代
表空间内的每一个点。比如，我们在绘
z ＝ x 2 - y2

制三维城市地图时，只需在考虑建筑物
位于大道和大街的位置之余，增加一个
表示建筑物高度的参数。

在坐标系上建筑现代数学
为了构建一种更好的数学方法，笛
卡尔把方程和曲线结合了起来，也把代
数和几何合二为一，让代数不再附庸于
几何。坐标系的应用不仅把几何上已有
的曲线转化成了方程，也通过构建方程
定义了一些复杂的曲线，大大简化了复
杂曲线的分析过程。虽然曲线千变万化，
构建方程的方法却始终如一。

z ＝ x 2 - y2 在三维坐标系里不再是一条曲线，而是一
个马鞍面（双曲抛物面），波兰华沙沃赫德火车站的
屋顶正是按照马鞍面的形状所建

在建立了坐标系后，平面上的一条
曲线可以通过两个变量的函数方程来表

些其他的新坐标系，解决了一些更为复

示，这不仅把代数和几何联系起来，而

杂的曲线问题。在那个科技文明大发展

且还把变量、函数等重要概念密切联系

的时代，解析几何的思想解决了天文学、

了起来，由此也对牛顿的研究有了一定

力学和技术中的许多实际问题。

的启发。在牛顿发表的《流数法与无穷

笛卡尔的工作大大提高了数学在

级数》中，采用了很多解析几何的方法，

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也向全世界证明

而牛顿的流数法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微

了数学在探索真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积分。

和力量。解析几何的提出，是一个时

尽管笛卡尔的解析几何主要解决的

代结束的标志，为日后微积分的出现

是圆锥曲线的问题，但在他的理论基础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

上，17、18 世纪的科学家还引入了一

数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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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sun)

微积分

a1

F2

——研究现实世界的每一瞬间

A1

作者：凯西恩·科娃斯基（Kathiann M. Kowalski）
译者：陈喆

A2

planet1
plane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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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F3

速度 × 时间 ＝ 距离

离又会增加。开普勒用数学的方法描述

这是一个最简单也最有用的公式。

出了行星运动的规律，他发现行星与太

不过，在这个公式里，速度指的是

阳的连线在相同的时间内扫过的面积相

匀速运动的速度，或者是在这个时间段

等，这意味着行星每时每刻的速率都不

里的平均速度。这就使这个公式在实际

相同。这根本无法用以往的匀速运动来

应用中，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因为在我

分析，这是 17 世纪的科学家所面临的

们的世界里，各种事物的运动（或是变

主要问题，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数学

化）速度都不是均匀的。

方法来解决这种变速运动问题。
科学家不断地探索这些问题，许多

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变化。庄稼不断
生长，生意起起落落，人们行色匆匆。

相关发现也在陆续出现。在这一背景下，

就连我们脚下的地球，也在随时间不断

英国的艾萨克·牛顿和德国的戈特弗里

变化着。天体的运行、原子的运动、气

德·莱布尼茨也都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温的升降，等等，这些变化着的事物，

接着，他俩各自独立地发现了微积分。
牛顿可能比莱布尼茨更早完成了这

他们的变化速度都不是均匀的。
为了研究变化不匀速的世界万物，

项工作。但是，莱布尼茨首先写出并发

人类需要一种数学。这种数学的确在

表了他的工作，这也引发了一次长达一

17 世纪出现了，它叫作“微积分”。

个多世纪的争论（详见“少年时”《论
争改变世界》）。最后，两个人与全世

微积分的发现

界分享了他们的工作，微积分也渐渐成

约翰尼斯·开普勒是 17 世纪的一

了一个新的数学领域。后来，约瑟夫·拉

位德国天文学家。他观测到行星围绕着

格朗日（Joseph Lagrange）和莱昂哈

太阳旋转。在椭圆轨道上运行时，每个

德·欧拉（Leonhard Euler）等数学家

行星都有距离太阳最远的那个时刻。行

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微积分。

星会一直移动，到达轨道上距离太阳最
近的点。然后，行星与太阳之间的距

微积分得以出现，首先得益于一个
数学概念：函数。

y
开普勒发现，太阳位于行星椭圆轨道的
一个焦点上；在相等时间内，太阳和运
动着的行星的连线所扫过的面积都是相
等的，所以，由右图可见，行星的运行
速度在时刻变化着，靠近太阳时速度快，
远离太阳时速度慢

行星

x
行星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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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30

20

10

埃尔帕索在某个夏
日一天内各时间点
对应的温度
O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时间（h）

函数是变化的因果关系
夏天，日出时，美国得克萨斯州西

间的关系。在上面的例子中，自变量是
时间，因变量是温度。

部城市埃尔帕索的气温可能是 20℃。

如果数学关系是一个真实的函数，

到上午 8 点，天气会变得暖和一点儿。

那么“每个自变量都有一个确定的因变

当太阳越升越高时，温度也会快速上升。

量”，黛博拉·摩尔 - 拉索说。但是，

正午过后，升温速度会慢下来。下午 3

在任意一个给定时间点，影响温度或者

点左右，温度会达到一天内的最高峰，

汽车速度的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很少

约 31℃。接下来，温度会一直保持在

会只是一个单一变量的函数，通常会有

这个水平上，直到傍晚时分。夜间，温

很多个自变量会影响因变量的结果。”

度又会不断下降。

了解各种变化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

“在任意一个时间点，埃尔帕索

帮助科学家、工程师及其他研究人员了

都只有一个确定的温度，换句话说，温

解更多信息，分析各种现象，而他们用

度是时间的函数。”美国布法罗大学数

到的工具正是微积分。

学教授黛博拉·摩尔 - 拉索（Deborah
Moore-Russo） 说。 在 数 学 中， 函 数
指的是关系，是一种事物的量的变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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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也有快慢
回想一下埃尔帕索那个温暖的夏

导致另一种事物的量变化的关系。它们

日，除了温度在时刻变化，更重要的是，

可以用方程的形式表达，也可以用图表

温度变化的速率也在不断变化着。这是

的形式表现。比如画一条曲线，横轴代

因为许多因素在影响温度，它们共同作

表一天的时间，纵轴代表温度。这条曲

用的结果就是温度变化时快时慢。

线代表了这两个变量——温度和时间之

我们可以在函数曲线上分析这种变

间的关系，也就是他们的函数关系。在

化。选择这条曲线上的任意一小段（这

公式表达中，函数是自变量和因变量之

一段越短越好），把它放大。“当你把

温度（℃）

温度（℃）
Δy

Δx

Δx

Δy ＝ 0

时间（h）

时间（h）

某一点的导数，相当于曲线在这一点近似直线的斜率，用纵坐标和横坐标变化量的比值来计算。在最大值
和最小值处曲线的导数为零

它放得越来越大时，这一段曲线开始看

表示运动物体的瞬时速度和加速度，对

起来像一条直线。”摩尔 - 拉索说。这

于距离 - 时间函数来说，某一点的导

条直线的斜率，叫作这一点的导数，可

数指的是这一时间点的速度，而对于速

以用纵坐标和横坐标变化量的比值来计

度 - 时间函数来说，某一点的导数是这

算。

一时间点的加速度。
当变化率也就是斜率为零时，这条

导数有很广泛的应用，其中之一就

直线会变得水平。这时候，曲线将达到

是可以表示经济学中的边际成本，也就

它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因此，在一天内

是每增加一单位的产品，所带来的总成

温度最高的时刻，温度的变化率为零。

本增量，这个增量是一直在变化的。比

当然，在一天内温度最低的时刻，变化

如，在一个生产线上仅生产一辆汽车的

率也为零。

成本是极其巨大的，而生产第 101 辆汽

导数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可以

车的成本就低得多，生产第 10 001 辆

告诉你，这条曲线在那个点上将会发生

汽车的成本就更低了。越大的生产规模，

什么。比如，这条线会随着时间或其他

分摊到每个产品的成本就越低。

独立变量的增加而向上或向下倾斜，倾
斜程度是锐利还是平缓，倾斜程度的大

变速运动物体走过的距离

小代表在这一时刻发生的变化是快还是

现在我们回到文章最前面的公式：

慢，斜率的正负决定了这条曲线将会递

距离 ＝ 速度 x 时间。我们可以计算非

增还是递减。

匀速运动情况下的距离了。

物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中的许多重

设想一下，你正在骑自行车。在骑

要概念都可以用导数来表示。导数可以

行中的任何时刻，路况都会影响你的速

29

速度（Km/h）

速度（Km/h）

时间（h）

时间（h）

变速运动的物体在一定时间内走过的距离，在速度 - 时间曲线上可以通过曲线下面积来表示。计算曲线下面积时可
以把这块面积分割成许多个宽度相等的窄的长方形，分别计算出每个小长方形的面积后把它们相加

度。在平坦、整洁的路面上，你可以骑
得很快，下坡时，你可以骑得更快。但

从 17 世纪微积分被发现时开始，直

是，当你上坡或者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

到今天，它在科学技术，以至于各行各

骑车时，速度就会降下来。

业中一直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那个

你可以画出这个函数，即一条轴表

科学发现遍地开花的时代，是微积分推

示时间，一条轴表示速度。现在，如果

动着科学不断前行。后来，微积分继续

你想知道骑行过程中的任何一段时间内

促进了商业和社会的发展。甚至，对于

具体骑了多远，你可以用对应的这段曲

前往月球以及太空中更远的地方完成太

线下的面积来表示。

空任务来说，微积分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计算这个面积的方法之一，就是

“微积分通常用来计算某些物体的

用许多宽度相等的窄的长方形来近似估

应力，包括建筑物、桥梁，甚至管道。”

计。每个小长方形的面积都代表着一个

摩尔 - 拉索说。所有这些物体都有不能

非常短的时间和在这个时间段里的速度

够被超越的最大应力。一旦超过这个最

的乘积。最后再将一个个小面积相加起

大值，物体的结构就会遭到破坏，甚至

来，就是距离。时间段取得越短，算出

坍塌。导数可以帮助工程师和科学家计

来的结果就越精确。而如果把时间段取

算出函数将在什么时候达到它的最大值

得极端的短，再用特别的方法求和，这

或最小值。

就是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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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和微积分

也许某一天你会开始做生意。导数

积分的意思是累积。一个东西从一

可以帮你制定价格、计算最大利润，以

点变化到另一点，在这过程中增加（减

及研究市场行情等。积分也可以在这些

少）了多少？这取决于变化率。“当一

领域发挥作用。想象一下你开始了一桩

个东西增长得非常快，它正在快速地积

新生意。起初，你可能会赔钱，接下来

累一些东西，不管你测量得到的结果是

你可能会盈利。积分可以帮你算出总共

多少，”摩尔 - 拉索解释说。

赚了或赔了多少，或者在一个特定时间

段内的盈利情况。
微积分也可以帮环境科学家解决一些问题。比

微积分被用于建造
摩天大楼和桥梁

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诺埃尔·阿诺伊休斯（Noel
Aloysius）和同事非常担心化肥污染，因为这会增加发
生水华的概率。这也是位于美国和加拿大边界的伊利
湖存在的一个问题。
下雨时，雨水进入土壤，可以溶解肥料。一些雨
水渗入地下，形成地下水。也有一些进入农田的排水
沟，流入小溪。当发生大暴雨时，大量堆积的雨水无
法迅速渗入地下或者汇入溪流，就会淹没农田，冲走
农田里过多的肥料。这些肥料随着雨水流入小溪和小
河，最后汇入湖泊。
“接着，土壤发生了变化，农田利用类型发生变

微积分被用于为机器
人进行工作指定命令

化，斜率也发生了变化。”阿诺伊休斯说。为了计算
有多少化肥随着雨水经过了漫长的旅程后进入了伊利
湖，他的研究团队使用了一种计算机模型。该模型使
用积分的方法列出了方程，就是先计算出在这么广阔
的面积中每个小区域内发生了什么，再把它们相加。
在电工电子技术领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也
离不开导数和积分。下一次你使用笔记本电脑、数字

微积分被用于研究
生物体的相互作用

电视机或智能手机时，请仔细思考一下。在化学、物
理和电子领域，微积分的应用也随处可见。
在摩尔 - 拉索看来，微积分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
决，也有很多值得深入探索和挖掘的地方。“这就像

微积分被用于计算
空间飞行器轨道

是在寻宝，我们要试着寻找一些什么。”她说。

微积分被用于
找到经济体最
佳解决方案
微积分被用于最大限
度地降低成本
微积分被用于
解决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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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的统计学
作者：拉克希米·钱德拉塞卡兰（Lakshmi Chandrasekaran）
译者：李雨霖

那是 1943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
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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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暗中侦查和截获德军电报，盟
军情报人员估计，德国人每个月生产的

德国的闪电战在二战前期占了很多

坦克数为 1 000~1 400 辆。然而，过了不

便宜，直到后来，苏联的坦克才能与其

久，盟军就发现这个估计数字相当不可

一较高下。作为德军的主要战斗力，坦

靠，德国生产坦克的速度远远达不到这个

克的相关数据是盟军非常希望获得的重

数量。“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探寻这个隐

要情报，如德国一个月究竟能生产多少

秘的信息？”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摩

辆坦克。获取这些信息有助于由英、美

根州立大学的数学系副教授乔纳森·法利

等 57 个国家所组成的盟军做出正确的

（Jonathan Farley）博士问道，“我们怎

战略部署。

样才能确定一个准确的数字呢？”

统计学的力量
从实际情况来看，德国设计的坦克几

K＝1

200

乎坚不可摧，盟军不可能俘获所有坦克。

180

于是，盟军采用了一种数学方法来估计坦
克的数量。这始于一个偶然的观察，他们

160
K＝2

发现每辆被俘获的坦克都有一个编号。由

140

K＝3
K＝4
K＝5
K ＝ 10
K ＝ 20
K ＝ 30
K ＝ 50
K ＝ 80

于生产这些坦克的是德国人，按照他们做
120

事严谨的习惯，盟军有理由猜测这些坦克
是按一定顺序生产的。由于盟军俘获每辆

100

坦克的概率是相同的，这个问题就变成了

80

一个叫作“均匀分布的边界估计”的问题，

75
60

这对统计学家而言非常简单。假设德军坦

N

克的编号分别为 1，2，3…N，其中 N 为

40

最大编号。设俘获德军坦克的数量为 k，

20

其中坦克的最大编号为 m，就可以用公式：
N ＝（1+1/k）m

0

0

20

40

60

80

100

m

来估计德军坦克的总量。
战后，人们在分析德国战时记录时发

不同俘获坦克数量（k）下的坦克总量估计
（N）。当 k ＝ 4、俘获坦克的最大编号（m）
为 60 时，估计坦克总量为 75。当 k 值越大（俘
获坦克数量越多）时，估计数量越接近实际
数量

现，战时德国每月生产坦克的实际数量为
255 辆。使用估计理论以被俘获的坦克为
样本估计得到的数量为 256 辆，这与实际

根据俘获坦克上的编号，可以估计德军生产坦克的总量
德军的坦克出厂时按顺序编号：

1

2

3

…

N

盟军俘获了 4 辆德军坦克，编号如下：

3

二战中标有编号的德国坦
克，摄于 1941 年 4 月

11

19

25

根据俘获坦克编号估计德军生产的坦克总数，即最大编号 N：
将 k ＝ 4， m ＝ 25 代入公式 , 得：
N ＝（1+1/4）×25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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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量 非 常 接 近， 从 而 证 明
了统计学的力量。

失踪的弹孔
然而，统计学并非战争

统计学
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广
泛应用于数据的分析、整理和
分类。它在医学、金融、政治
和战争等领域有着多种多样
的现实应用。

中唯一采用的数学知识。还有
一个广泛应用的数学分支，叫概率
论。这是一门预测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学
科，它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
很多时候我们都很难准确地预测一些事
情。概率论最简单的例子之一就是抛硬

亚伯拉罕·瓦尔德，罗马尼亚裔美国统计学家，主
要从事统计决策理论的研究，并奠定了序贯分析的
基础

币。一枚硬币有两面——正面和反面。
当你抛起一枚硬币，最终得到正面的概

就是要搞清楚如何使己方战斗机不被德

率是多少？因为抛硬币最终得到的不是

军击落。这难道不是飞机工程师的工

正面就是反面，所以在进行大量重复实

作吗？为什么要从数学家那里寻求答

验（抛硬币）的前提下，得到正面和反

案？！

面的次数与总实验次数的比

原来，为了让飞机不被

才接近 0.5。概率论是一个

击落，军方要为飞机披上装

强大的概念，在数学、人工

甲，使它们更好地防御敌人

智能和医学等方面有着非常

的攻击。装甲太重就会增加

广泛的应用。

飞机的重量，降低飞机的机

即 使 是 在 战 争 期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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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也会消耗更多的燃料，

概 率 论 也 可 以 大 显 身 手。

但是防御不足又会带来问题。

在 20 世 纪 40 年 代， 亚 伯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一个

拉 罕· 瓦 尔 德（Abraham

最优方案。军方把这些数学

Wald） 是 美 国 统 计 研 究 小

家聚在一起的目的就是找出

组（SRG，隶属于纽约的哥

这个最优方案。

伦比亚大学）众多数学家和

通过研究那些从战场归

统计学家精英中的一员。瓦

来的飞机上弹孔分布的规律

尔 德和 SRG 其 他成员一起

（如第 35 页表格），军方认

居住在曼哈顿的一套公寓里

为，应该把装甲集中安装在

（如今这栋建筑已成为哥伦

飞机受攻击最多的地方，也

比亚大学的教工公寓），他

就是弹孔最多的地方。但是，

们在秘密地进行一项研究，

这些地方究竟需要增加多少

飞机部位

每平方英尺平均弹孔数

引擎

1.11

机身

1.73

燃油系统

1.55

其他部位

1.80

飞机的弹孔部位代表飞机在这些部位中弹后仍能安全
返航，其他部位中弹的飞机无法返航。图中红点代表
返航飞机的中弹部位，蓝色的圆表示少有弹孔分布的
部位，也是需要增加装甲的地方
注：1 平方英尺≈ 0.093 平方米

装甲？他们希望瓦尔德可以给出这个问

击中，无一不被击落。大量飞机在机身

题的答案。然而，瓦尔德给出的答案却

被打得千疮百孔的情况下仍能返航，这

出乎他们的意料。瓦尔德提出了一个反

个事实充分说明机身可以经受住打击，

直觉的解决方法——他建议加装装甲的

也就不需要增加装甲。

地方是没有弹孔的地方，也就是飞机引
擎，而不是布满弹孔的机身。
STATS 负 责 人 和 美 国 乔 治 梅 森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瓦尔德解决
的问题很简单——如何确定飞机从一定
数量的攻击中存活的概率，比如说 4 次

大学数学科学系教授丽贝卡·戈尔丁

攻击中被击中 3 次。假设有 10 架飞机，

（Rebecca Goldin）博士说：“瓦尔德

7 架飞机从战场归来，机身上有 3 处弹

认为，从飞机上的弹孔获得的数据只能

孔。弹孔具体在飞机的什么部位？机身、

代表那些未被击落的飞机的情况。

燃油系统、引擎抑或是其他部位？瓦
尔德注意到，归来的飞机中，

因为飞机各个部位被击中的
概 率 应 该 是 相 同 的， 那
么引擎上失踪的弹孔去
了哪里？只能是因为被
击中引擎的飞机没能返
回。” 如 此 看 来， 引 擎
就是飞机的死穴，一旦被

STATS
是美国统计协会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和美国科学认知
组织（Sense About Science，
USA）的合作项目，旨在提高新
闻工作者、学术期刊编辑以及
研究人员的统计素养。

引擎遭到的打击比其他部位
更少。那么另外 3 架未飞
回的飞机呢？是因为机械
故障还是被击落了？在战
争期间，最符合逻辑的假
设是这 3 架飞机被敌军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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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此基础上，瓦尔德进一步推测这些飞

幸存者偏差

机被击落的原因是引擎被击中，这也是它们
没有飞回来的原因！

互联网上最抓人眼球的文章标题大

观察到这一点很重要，乔丹·艾伦伯格

都千篇一律，如“成功人士推荐的 10

（Jordan Ellenberg）在他《魔鬼数学》（How

本书”“走向成功的 8 个关键”“特

not to Be Wrong ）一书中写道：“如果你

朗普总统竞选中的 4 个令人钦佩的品

去医院的恢复室看看，你就会发现腿部有弹

质”，让人以为似乎通过几个简单的步

孔的人比胸口有弹孔的人多得多。但这并不

骤就能获得成功。

是因为人们胸口不会中弹，而是因为胸口中

然而，这些结论却仅仅源于对某
一特定人群的观察，如成功人士，这
叫“幸存者”。图中显示的是选择一
个100人的样本而只考虑其中获得成功

弹的人多半无法挽救。”因此，艾伦伯格把
发动机比作飞机的“心脏”。如果你心脏中弹，
与大腿中弹相比你的存活可能性小得多！

的2个人的情况。如此，我们只考虑了

我们通常会由于偏见而引起一些过失，

其中的2%，而忽略了占绝大多数的那

而这种选择偏见在商业模式中随处可见。通

98%。实际上，成功人士在人群中所

常，当我们尝试分析或理解某一情况时，我

占的比例非常小，通常100万人里只有

们并没有保持客观的立场，我们会被偏见左

1人能获得成功，仅占0.0001%。

右，从而偏向于某些判断，从而导致我们得

那么，这些基于幸存者得出的结论
就存在很大的偏差，因为它没有选择一
个足够大的样本，没有考虑“失败者”

出错误的结论。在飞机的这个例子里，选择
偏见体现在大部分人仅仅关注了飞机被敌军

的情况。这种现象叫作“幸存者偏差”。

击中的部位，而瓦尔德的敏锐观察是将注意

由于幸存者偏差的存在，我们不能完全

力集中在那些没有被子弹破坏的部位，并且

采纳幸存者提出的策略、战术和建议，

在这些部位安装装甲使飞机能更好地抵挡敌

因为它忽略了许多人做了同样的事却没

军的攻击。正如《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有成功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想

Business Review ）中所说：“要找到使企

成功，更应该研究失败者失败的原因。

业成功的方法，理论上，正确的办法就是去

2%

研究那些蒸蒸日上的公司和那些挣扎在死亡
边缘的公司，两者都要研究。”

战争与数学
这些都是二战中的例子。数学对现代
战争有什么影响呢？法利自己的研究采用
98%

了晶格理论的概念，这是代数的一个分支
学科。他的研究将一个给定恐怖主义网络
被摧毁的概率进行了量化。法利在摩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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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医学
假设一位病人是酒鬼，那么他患肝
病的概率有多大？我们可以通过概率论
来计算。计算前我们先了解基本的表达
式：
A 出现的概率一般会写成：P(A)；在
B 条件下 A 的概率写成：P（A|B）。
艾伦·图灵，英国计算机科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
密码分析学家和理论生物学家，他被视为计算机科学
与人工智能之父

现在，分析一个诊所的数据，我们统
计出在前来就诊的病人中，患肝病的概率
为“x ”（x = P（G）），病人中酒鬼的概

立大学的博士生泽纳布·班德佩伊
（Zeinab Bandpey）和瓦尔德一样，
正在尝试着探寻这个隐秘的信息。
“班德佩伊正尝试利用数学方法来回
答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没法真正看到
恐怖分子小组本身，如何确定它的
‘最优’结构呢？”法利说。法利反
恐怖主义的相关工作已被牙买加国家
安全部采用，中国的研究人员也引用
了他的理论。
另一位来自英国的科学家艾伦·图

率是“y ”（y = P（J）），而肝病患者中
是酒鬼的概率为“z ”（z = P（J|G））。
从这些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一个患肝病的概
率。
根据一个被称为“贝叶斯定理”的
方程
P（A）P（B|A）＝ P（B）P（A|B），
通过代入得到：
P（J）P（G|J）＝ P（G）P（J|G），
计算得到：
P（G|J）＝ P（G）P（J|G）/P（J），
即酒鬼病人患肝病的概率 P = xz /y 。

灵（Alan Turing）在数论解码领域的研
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对第二次世界
大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戈尔丁说道：

B

A

“财务信息和密码的安全涉及一种叫作
U
A B

加密的技术，这种技术正是基于数学中
的数论发展起来的。如今，加密术已经
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能力，这归功于他们经过数学思维训练

在估计坦克的月产量时，传统的

的大脑。这些例子充分地显示了包括统

方法无济于事，结果高估了这个数值，

计在内的理论数学的重要性，它们在现

此时统计学成了情报人员的“救命稻

实世界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草”。同样地，瓦尔德的敏锐观察也让

战争远远不止是敌我双方力量的抗

盟军在战争中占据优势。数学家找到了

衡。事实证明，战争也是脑力和统计数

一些聪明的方法提高了战斗机的抗打击

据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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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用统计学预测未来
作者：凯西恩·科娃斯基（Kathiann M. Kowalski）
译者：陈喆

假设你在一个刚刚研发出新疫苗的研究小组工作。如果有足够多的
人接种这种疫苗，就可以避免未来一种致命疾病的暴发。可是，你怎么
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接种才是足够的呢？
或者，你正在一个城市规划署计划重建某个旧城区。你知道当暴雨
和洪水来临时这里曾发生过什么，你也知道，气候正在发生变化。那么，
你应该如何为这个项目制订计划？
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统计学可以帮我们预测风险，
这样我们就能做出更好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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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定会输的赌局

着你有 35/36 的概率会输钱。

可以说，统计学的研究开始于 17

同样地，你也可以计算一下其他点

世纪的一次掷骰子，或者，更确切地说，

数出现的概率。比如，两个骰子掷出总

是很多次掷骰子。

点数为“3”点有两种情形，分别是“1+2”

数 学 家 布 莱 士· 帕 斯 卡（Blaise

和“2+1”，出现这两种情形的概率都

Pascal） 和 皮 埃 尔· 德· 费 马（Pierre

是 1/36，于是，掷出“3”点的概率就

de Fermat）通过研究概率问题，搞明白

是 1/36+1/36（2/36）。让我们仔细地

了为什么法国贵族在赌博的时候一定会

计算一下同时投掷两个骰子时可能出现

输钱。原来，赌徒在 24 次投掷骰子的

的情形和各自的概率，结果见下表（空

过程中至少有一次会押注“双 6”，但

白处请读者自己补充）。

是每次掷骰子出现“双 6”的机会（数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当掷出这个
总点数的可能出现的情形越多时，掷出

学上称为概率）只有 1/36。
这是一个很容易计算的问题。一个

这个总点数的概率也就最大。不难看出，

骰子有 6 个面，正常情况下掷骰子时每

掷出总点数为“7”的可能出现的情形

个面朝上的概率都相等，都是 1/6。以

最多，共有 6 种组合，概率也最大，为

此类推，同时掷两个骰子时，同一个面

6/36。而掷出“2”点和“12”点的概

朝上就意味着两个骰子这个面朝上的事

率最小，均只有 1/36。由此看来，押注“7”

件同时发生，发生这一事件的概率是两

点，赌徒可能会输得少一点。为什么不

个骰子的这个面朝上的概率的乘积，也

是赢的可能性多一些呢？因为，数学家

就是 1/6×1/6（1/36），不管朝上的这

计算了所有输钱情形与总投掷次数的比

个面点数到底是 1 还是 6。因此，数学

例，结果概率超过了 50%，也就意味着，

家指出，当你押注“双 6”时，就意味

赌徒押注的是一场注定会输的赌局。

总点数

可能出现的情形

概率

2

1+1

1/36

3

1+2，2+1

2/36

4

1+3，2+2，3+1

3/36

5

1+4，2+3，3+2，4+1

4/36

6

1+5，2+4，3+3，4+2，5+1

5/36

7

1+6，2+5，3+4，4+3，5+2，6+1

6/36

8

2+6，3+5，4+4，5+3，6+2

5/36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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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分布呈现出“正态”
如果把两个骰子掷出的总点数与
各自概率之间的关系画成一条曲线，
那么这条曲线看起来将会像一口钟，
数学家称它为“钟形曲线”，这样的
概 率 分 布 称 为“ 正 态 分 布”（Normal
distribution），也叫“高斯分布”（以德
国数学家卡尔·高斯的名字命名）。也
正是因为高斯等人，我们才了解到正态
分布这个非常有用的概念。
在多次投掷骰子的试验中，如果
用每次掷出的总点数之和除以投掷的次
数，得到的平均数（Mean）约为 7，
这意味着每次掷出的总点数集中在“7”
附近。同时，“7”也位于所有掷出次
数最多的总点数按顺序排列成的一组数
的正中间。
正态分布具有许多非常漂亮的性
质。比如，对于任意特定的数据集，所
有数值会在平均数左右呈现出某种对称
的特性，大约三分之二的数值总是落在
在高尔顿（Galton）板试验中，自上端放入一个小球，
任其自由下落，当小球碰到木棒时，从左边落下与从
右边落下的机会相等，碰到下一排木棒时又是如此。
小球最终落入哪一格子难以确定，但是如果放入大量
小球，它们最终在各个格子中的分布总是一样的，呈
现出正态分布

平均数附近的某一范围内。当扩大这个
范围至原来的 2 倍时，95% 的事件都
将包含其中；扩大至 3 倍，这个范围将
包含超过 99% 的数值。这些特殊的性
质可以帮人们判断哪些事情可能发生，

0.4

哪些不可能发生。“就其本质而言，统
0.3

计学旨在通过分析可能数值的分布来

34.1% 34.1%
0.1%

0.0

0.1

0.2

量化信息。”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统计

2.1%

-3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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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2σ

-1σ

13.7%
μ

1σ

2.1% 0.1%

2σ

3σ

典型的“钟形曲线”以平均值 μ 为中心左右对称，
曲线下面积代表落入这个区域的数据所占百分比。落
入 μ±σ、μ±2σ 和 μ±3σ 范围内的数据分别占
68.2%、95.6% 和 99.8%（σ 为标准差），其他数据
占 0.2%

智 商 在 85—115
分之间的人约占
68.2%

学 家 克 里 斯 多 夫· 维 克（Christopher
Wikle）说。
在生活中，许多数据集都呈现出
正态分布。例如，服装公司在制作牛仔

智商在 70—130
分之间的人约占
95.4%

裤时通常不会每一尺码做相同的数量。
大部分人的尺码都在正常范围内，只有
相当少的人需要穿非常大或非常小的尺

0.1%
55

码。为了尽可能多地销售牛仔裤，服装
公司会生产更多正常尺码的牛仔裤。
统计学也会影响其他的许多决策。

0.1%
2.2% 13.6% 34.1% 34.1% 13.6% 2.2%
70

85

100

115

130

145

人群的智商符合正态分布，大部分人的智商都在平均
值（100 分）附近，智商过高或过低的人都非常少

民意调查可以显示人们大多观看哪种类
型的电视节目。电视台在决定继续播放

就可以推测可能有风暴来临。当然，也

哪些节目时会考虑这一点。统计数据能

许并不会下雨，因为影响天气的因素还

够显示出什么时间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去

有很多。不过，如果你知道下雨的概率，

购物，商店可以计划在那个时间段安排

就可以决定是否要带把伞了。也正是基

更多的销售人员。

于统计学、微积分和其他数学领域的研

统计学在学校也有用武之地。考试
成绩一般也会呈现出正态分布，大部分

究，科学家发现，气候的变化与温室气
体的排放等因素有关。

学生的成绩都集中在平均成绩左右的一

然而，生活不会停滞不前，气候

定范围内，如果总体成绩偏离了正态分

也在不断变化，统计学可以帮我们预测

布，就意味着出了问题。

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例如，气候变化
将导致炎热的天数增多。从下图的曲线

基于统计学的预测

上看，分布曲线似乎发生了偏移。炎热

统计在气象学中也很重要。天气表
现为发生在室外的温度、晴雨、风力和
其他情况。“气候是 30 年来的平均天

平均气温升高

气水平。”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气象学家

当前气候

理查德·鲁德（Richard Rood）解释道。
过统计学数据来预测。
统计学数据可以让研究人员成为侦
探。通过挖掘数据，他们可以找到不同
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暴雨前大气压
通常会下降。那么，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发生可能

一个地区的天气如何，人们通常可以通

炎热天气
极端寒冷
天气减少

冷

极端炎热
天气增多

新气候
平均气温

热

天气以平均气温为中心呈现正态分布，过热或过冷的
天气都很少见。气候变化导致平均气温向高温方向偏
移，因此炎热的天数增多，出现极端炎热天气的可能
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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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数增多将增加发生其他极端事件的
可能性，比如暴雨。一些你本来以为每
100 年才会发生一次的事情，现在可能
每隔几十年就会发生一次。
要了解所有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
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列出许多方程式。
同时，还要考虑这些因素分别包含的几
十亿个可能的条件。为了处理这种复杂
的问题，研究人员通常使用计算机建模
分析，就是把数据、方程式和运算规则
输入计算机程序，来计算在特定情况下
可能会发生什么。
无论计算机模型在处理什么，统计
学可以帮我们选择输入模型中的数字，
也可以通过插入一些变量的已知值来确
定一些研究人员还不知道的因素可能产
生的影响。“关键是确保我们能够尽可
能地解释那些我们不确定的部分，”维
克说，“统计数据还可以帮我们整合来
自不同模型的结果。”使用多个模型也
增强了我们对预测结果的信心。例如，
一项政治民意调查可能会预测某位候选
人将赢得大选。如果 6 项民意调查的结
果同时指向这位候选人，那么你将会对
这个结果更有信心。

当“僵尸来袭”
计算机模型中的统计工具甚至可以
帮助研究人员处理全新的情况。“我们今
天所面临的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可能
是在一些我们之前从未经历过的事情的
推动下发生的。”维克说。这些例子包括，
二氧化碳水平的不断升高、农作物新品
种的出现，以及新疾病类型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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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尸来袭，在人群中迅速蔓延

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
是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一位数学家。他
在一本书中使用统计学、微积分和其他
数学方法来展示僵尸袭击是如何蔓延
的。在这些恐怖的故事中，“不死族”
僵尸杀死一些人并把他们变成僵尸。新
的僵尸会杀死更多的人。结果，威胁不
断升级。
尽管僵尸是假的，史密斯却可以用

它们来说明，当新的疾病威胁出现时，

相比，这些改变将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

数学是如何帮我们做好应对规划的。他

和程度。

也经常在研究中使用计算机建模分析。

人们减少污染，或者他们一如既往

他解释说：“建模可以实现‘同时

地污染环境，在这两种情况下各会发生

考虑所有的事情’。”与其他类型的实

什么呢？一些气候研究对此描绘出了不

验相比，计算机模型运行起来是“非常

同的情景。在制定政策之前，决策者可

便宜的”。“我可以看到每一种可能，

以权衡一下，在人们不做出任何改变的

也可以看到最终可能会发生什么，”史

前提下未来将要付出的代价，以及现在

密斯说。更加理想的是。计算机模型可

就减少污染可能会蒙受的损失，通过比

不会真的导致疾病暴发，或者僵尸来袭。

较决定两者之间究竟哪个更合适。
不过，目前仍然有一些信息尚未确

处理不完整的信息
在了解有关新疾病的所有事实性信
息之前，医疗机构不会改变现有的健康

定。但是，“社会不能只是袖手旁观，
一味地等待，”鲁德说，“实际上，我
们经常会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策。”

计划。但是，当人们收集到这些信息以

统计学有助于量化不确定性，也

后，可能已经有成千上万人死亡了。
“当

可以帮我们提出一些减少不确定性的方

你等到了一个 100% 的答案时，可能已

法。人们可以根据统计学和其他研究的

经太晚了。”史密斯说。

结果，做出最佳判断，然后，按照某一

类似的灾难也会在其他领域发生。

选定方法采取行动。这个选择一定是慎

如果人们不提前为气候变化做出规划，

之又慎的，毕竟，结果可能会影响我们

可能会有某座桥不幸被洪水淹没，或

所有人的未来。

者庄稼颗粒无收，如此就会有数百万
人挨饿。

成本

“我们正以非常快的速度迈入一个
的
成
造
准
不
测

最佳范围

总成

预

本

成

作

操

定，因为我们无法很快从这件事所造成

本

测

面的工作，我们不得不开始做出一些决

预

业、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规划以及其他方

损
失

更加温暖的世界，”鲁德说，“关于农

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对于是否尝试着改变以降低某些
风险，人们也可以做出一些决定。设想
一下，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减少二氧化碳
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随着时间的推
移，与每个人都继续做着污染环境的事

精确度下降
精确的预测可以避免决策错误造成的经济损失，然而
要达到精确的预测，需要做大量数据采样，付出很高
的统计实施成本；我们可以在经济损失和统计成本中
间找到一个最佳点，由此来设置统计规模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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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拉克希米·钱德拉塞卡兰（Lakshmi Chandrasekaran）
译者：陈喆

在 数 学 中， 除 了 开 普 勒 猜 想，
还有许多尚未证明的猜想。马萨诸塞
州剑桥市的克莱数学研究所列出了 7
个这样的高难度猜想，并将它们统称
为“千年大奖”问题。2000 年，这
些猜想被设为新千年庆祝数学进展
的标志。解决其中任一问题，都将赢
得一百万美元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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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勒猜想
当我们回忆起逛市场的经历时，
会注意到小商贩将待售的橙子码成金
字塔的样子。然而，他们为什么要把
橙子码成金字塔，而不是以其他方式
堆放呢？原来，金字塔是在三维空间
内堆叠同样尺寸的球体（橙子）的
最有效的方式。数学家将这个
问题称为“堆球问题”。
这个问题的历史悠久，
最 初 它 被 称 为“ 开 普 勒 猜
想”，是以 17 世纪德国著
名数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

猜想 vs 证明
猜想指的是尚未经过证
明的数学陈述或猜测。在数
学中，从猜想出发，推导出
让人们相信的推论的过程，
称为“证明”。

1611 年，开普勒在文章《关于六
角雪花》中提出三维空间内的最
佳堆球方式是金字塔型

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的教
授 厄 休 拉· 惠 彻（Ursula
Whitcher）说：“堆球的方式

（Johannes Kepler） 的 名 字 命
名的。然而，尽管开普勒提出空间内

千变万化，每种方式都可能涉及数不

堆球的最佳方式是金字塔形，但他却

清的球：你不可能对这些堆球方式逐一

没能证明这个猜想！

进行测试，来找到那个最佳的。”

实际上，这个猜想看似简单，证

在这个猜想问世近 400 年之后，

明起来却非常困难。“这意味着你需

数学界终于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突破。

要证明一种在三维空间内堆叠球体的

20 世 纪 90 年 代 末， 一 位 美 国 数 学 家

最佳方式，”美国数学学会（AMS）

托 马 斯· 黑 尔 斯（Thomas Hales） 和

《数学评论》的副主编、美国威斯康

他的研究生塞缪尔·弗格森（Samuel

在一个固定容积的箱子中装入很多小球，怎么样摆放才能容纳最
多个球？右边是两种最佳的摆放方式，用这种方式摆放，小球的
体积总和可以达到箱子容积的 7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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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尔解决的堆球问题是一个三维问
题，他证明了金字塔锥形是最有效利用
空间的堆积方式。虽然更高维度的堆球
问题很难想象，但是我们仍然要问：为
什么堆球问题会止步于三维？对科学的
好奇将怂恿着我们继续发问：更高维度
的堆球问题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在
四维空间内的最佳堆球方式吗？这个问
题一直悬而未决吗？
托马斯·黑尔斯，美国数学家，匹兹堡大学数学大
学教授。1998 年使用电脑协助证明了开普勒猜想，
1999 年证明了用最少的总周长将一个表面划分成面积
相等的区域的最佳方法是正六边形网格（蜂巢猜想）

Ferguson）证明了这一猜想。证明过
程由 200 多页的数学计算公式和数千
行的计算机代码组成。证明方法中最关
键的部分，是他们将无限多的堆球方式
并入了 5000 种不同情形中，从而把这
个无限问题转化成了有限问题。“接着，
黑尔在一个名为‘Flyspeck’的项目中
与许多人合作，他们用计算机来检查每
种情形的分析是否正确。”惠彻补充道。
最终提交给裁判评审组的资料包括了
250 页的注解与 3GB 的电脑资料，包
括程序代码和结果。2003 年，裁判评
审组给予评价——“99%
确定了”此证明的
正确性。

事实上，数学家已经仔细考虑过
这 个 问 题 了。2016 年， 一 位 乌 克 兰
数学家马琳娜·韦佐夫斯卡（Maryna
Viazovska）与同事合作，找到了证明
八维空间内堆球问题的方法，也确定了
最佳堆球方式。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在四维空间如何堆叠橙子这个本应更简
单的问题，其答案却仍然是未知的！

纯数学
开普勒猜想只是纯数学问题中的一
个例子。那么，什么是纯数学？纯数学
处理的是数字和图形的问题。从根本上
说，纯数学研究的是从客观世界中抽象
出来的东西，是数学规律之间的内在联
系。例如，分形几何学是纯数学的一个
分支，它研究的是具有无限层次的复杂
模型。雪花是自然界中最著名的分形几
何图形之一。雪花图案的美妙之处，
在于无论我们如何放大雪花晶体
的某个部分，它的图案永远在重
复！尽管这个现象从理论上看
似乎微不足道，但它却着实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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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300 年之谜
公元 1637 年，法国有一位著名的律师、数

皮埃尔·德·费马

学家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
他在一本书上的某一页潦草地写下了一些字：

不过，费马是否证明了这个结论？就在

“给定 3 个正整数 a、b 和 c，它们不可能满足

写下这个结论的那一页上，他也写下了一行评

方程 an+bn ＝ cn，其中 n 为大于 2 的任意整数。”

注：“对此，我确信已发现一个美妙的证法，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费马最后的定理”，也
叫“费马大定理”。

这里的空白太小，写不下。”由于不曾见到
费马对这个结论的证明，这个结论一

如果你完全不能理解费马大定理，让我

直停留在“猜想”阶段。为了证

们先来看看另一个看起来极为相似的定

明这个猜想，三个多世纪以

理 —— 毕 达 哥 拉 斯 定 理， 即

来，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前

a2 + b2 ＝ c2。这是我们每个

仆后继，却壮志未酬。直到 20

人在中学数学里学过的，我们

世纪 90 年代，这个 300 年之谜终

通常称它为“勾股定理”，代

于揭晓。一位来自牛津大学数学研究

表直角三角形三条边的边长关

所的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系。工程师可以基于建筑物影子的长度

Wiles）经过 8 年的孤军奋战，终于在

计算出其高度，在海上航行时水手可以

1995 年用 130 页长的篇幅证明了费马

使用工具六分仪判断方向，这些都是毕

大定理。

达哥拉斯定理的重要应用。

在英国剑桥大学牛顿学院的数学研

这是勾股定理的表达式：
2

2

讨会上，怀尔斯用了3节课的时
2

a +b ＝ c

间来讲解他的计算过程，当
最终敲定结论时，全场报以

现在，我们把公式里面的指数 2 改成任何大
于 2 的整数，看看能不能成立：

a3+b3 ＝ c3
a4+b4 ＝ c4
a5+b5 ＝ c5
…

热烈的欢呼声。那时各国
媒体犹如潮水般涌入会场，
整个会场气氛又推向了新
的高潮。数学家巴里·马聚尔
（Barry Mazur）在回忆当时的情景
时谈道：“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精彩的一次
演讲，在他讲解证明的过程中你能够感受到思维

根据费马大定理，我们找不到 3 个正整数 a、
b 和 c，来满足这些公式，也就是：

an+bn ＝ cn
这里的 n 是大于 2 的任何整数。

的跳跃，收获最新的思想方法。我怀着紧张激动
的心情赞叹这项证明工程是如此的伟大。”
2016 年，怀尔斯被授予了著名的阿贝尔奖，
这相当于数学领域里的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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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数
代表四维空间，由
实数加上三个虚数单位组
成，是 1、i、j 和 k 的线
性组合，可以表示为 a
+ bk+ cj + di。

威廉·哈密顿，爱尔兰数
学家、物理学家及天文学
家。他最大的成就是发明
了四元数，并将其应用于
物理学领域

住了许多数学家。早在 17 世纪，他们

为“四元数”，这是一种不同于简单运

就已经试图解释并量化这一现象了！直

算的新的代数领域。四元数代表了四维

到现在，分形几何学依然是风靡世界的

空间，每个四元数是由 4 个系数组成的

“大自然几何学”。

一组数。早在 19 世纪，一位名叫威廉·哈

但是，证明一个分形几何学物体（不

密顿（William Hamilton）的爱尔兰数

管尺寸如何）的重复结构，甚至是开普

学家发明了这个理论。然而，他却显然

勒猜想，为什么会对纯数学学家如此重

活得不够长，没能看到他的发现对整个

要？即使数学家努力证明了这些问题，

世界造成的巨大影响，手机这个当时完

谁又能从中获益呢？

全无法想象的东西现在已经走进了每一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智能手机

个家庭！“纯数学的影响相当大，它们

无处不在。每次你使用手机时，都会

对现实生活所造成的影响通常会在几百

产生数据的传输，即便是简单地打个

年之后才表现出来，”庞普伦说。他的

电话。“在几乎不消耗多少能量的情况

研究推广了哈密顿的代数理论，也因此

下，一两个天线就可以将数据发送到你

产生了一些更为有效的数字数据传输方

手机内的小天线，非常可靠地将信息传

式。

递至你的手机里，并让你理解它们的意

实际上，看似简单的水果堆叠方式，

思（于是你可以用手机通话）。我们把

也有相当大的用处，它直接导致了一种

这种类型的数据传输中用到的数学称为

无线电通信方式的产生！在利用无线电

‘空时分组编码’。”诺丁汉大学数学

信号向卫星发送消息时，当误差较小时

科学学院的苏珊娜·庞普伦（Susanne

可以猜出正确信息，比如，我们很容易

Pumpluen）教授说。

猜出“HwllO”真正代表的意思应该是

手机数据传输中用到的纯数学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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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时分组编码：
一种无线通信技术，它
在不同时刻、不同天线上发射
多重数据，从而利用时间和空
间两个维度对信号进行编
码，提高了数据传输的
可靠性。

“Hello”。可是，如果我们需要通过

一个噪声较多的信道发送消息，如何才

那样，“许多人都曾有机会更多地了解

能保证我们能读懂信息的含义呢？想象

数学，但他们却混淆了数学与算术的概

一下，如果把信息中所有数字和字母的

念，并且认为数学非常枯燥。事实上，

个数当作维度，把球体的中心视作准确

数学是一门需要进行大量想象的科学。”

信息，球体的边缘当作允许误差，那么

数学也在不断地将这种想象力转化为一

发送一条信息时，就相当于解决一个高

种可以量化的东西，并赋予了它一种形

维度的堆球问题。

式——“证明”。这种形式对纯数学学

令人着迷的抽象理论

家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很多数学家都
在追求它所带来的单纯的兴奋和快乐。

实际上，在进化成了如此复杂的生

数学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它可以

物之后，人类更喜欢考虑抽象艺术和抽

获得创造力，发现新的模型或算法，

象理论。图形激起了人类大脑的兴趣，

也可以以全新的方式欣赏现有的模型，

大脑甚至会在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物

甚至突然间将某些点串成一条线。对于

体身上寻找图形，比如地板上的瓷砖、

数学家来说，探索这些问题让他们如获

墙壁上的马赛克以及曲调中的节奏等。

至宝，他们为此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

数学正是这些图形的抽象表达。“数学

全部的热情，却从不去考虑它们的实

特别有趣，你可以观察到因为改变规则

际应用。

而发生的变化，而不是总是考虑同样的
图形。”惠彻说。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有生之
年，数学家可能看不到他们的发现应用

通常，数学家会采用什么方法来解

到实际领域。然而，他们遗留下来的研

决问题？可以把它想象成做一道菜。
“在

究成果，也许会在保存了几百年之后得

思考如何解决问题时，我通常会试着寻

到出不可思议的应用！

找已经解决了的类似问题。这意味着，
我并不是从零开始寻找一个新的解决方
案，而是从一个已经考虑了很久的既有
理念中寻找灵感。它可以是一个模型，
也可以是一种算法……”庞普伦说。也
就是说，你已经有了一份食谱，你可以
对照着它，通过调整食谱和改变配料来
烹制你最喜欢的食物，看看会发生什么。
数学家认为，解题类似于从事一项
抽象艺术，这需要拥有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就像著名女数学家索菲娅·柯瓦列
夫 斯 卡 娅（Sofia Kovalevskaya） 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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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一盏明灯，
照亮了我的人生
作者：郭朝晖

从数学系毕业多年后，我已经把数学公式忘得差
不多了，很多题目也都不会做了。不过，幸运的是，
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思维习惯，都一一保
留了下来。它们就像一盏盏明灯一样，照亮了我的人生。

1

先确定存在性、可行性，再求解
建立数学模型的时候，很多人的想法都是：如果

精度足够高，则如何如何。我首先考虑的是精度的极
限能有多高；如果精度就是这么高，该怎么办？我很
喜欢孔子的话——“从心所欲不逾矩”：知道什么做
不成，才能做什么成什么。
郭朝晖，教授级

2

注重发展

高工，宝钢中央研究

学过微积分的人都知道导数。在某个局部，导数

院首席研究员。曾担

对函数值的影响不大，是“无穷小”。但是，一旦离

任中国工业与应用数

开这个局部空间向外扩张，“无穷小”就变成了“无

学学会常务理事、副

穷大”。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就很少计较眼前的得

理事长。

失，而更关心一件事对未来发展的影响。

3

追求简单
学数学以后，对问题的复杂性有了很深的认识。

我知道复杂的东西不容易想清楚，也容易出错，所以
我在做技术时一直强调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追求简单，
其实是追求抽象，也是在探求事物的本质，进而关注
结论的可靠性。

50

4

变化中的不变性
要发现规律，其实就是发现“变化

中的不变性”，这是数学家特别喜欢的
东西。进行数据分析时，我常常故意让
有些要素变化，看看某些特征是不是依
然存在。通过这种方法，我发现了很多
规律。

5

然结果不好，但在理性上却是正确的；
当然，过于理性的决策，未必能得到好
的结果。犹豫不决会贻误战机，我们
往往必须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做出决
策，而在关键时刻做出决策本身就比不
做正确。

学过数学，思考问题的严密程度会

9

喜欢刨根问底，把道理想清楚。根据这
个标准，很容易把“砖家”挑出来。

分类与变换
老师曾告诉我：从某种意义上说，

数学就是分类。通过分类，可以借鉴过
去的知识和经验。分类的手段之一是变
换，能变换到一起的就是一类。我在研
究技术创新和智能制造的过程中发现，
人类的许多创新其实就是对前人工作的
借鉴和变换。

7

必在行动上过于追求完美：很多决策虽

严密与自洽

增加。这是毋庸置疑的。搞数学的人，

6

100% 的确定性。概率论告诉我们，不

互为因果，反馈增强
世界的发展往往不是单向的因果关

构造条件
一个数学结论能否成立，关键是看前

提条件是什么。现实中很多理想没法实
现，其实不是你的能力不够，而是不满
足前提条件。这个时候，善于创新的人
不会硬来，他们会把很多的精力放在构
造条件上，这就叫作“退一步海阔天空”。

10

加辅助线
困难的问题，加一条辅助线就轻松

化解了。加一条辅助线，本质上是把论
证和计算分成几个部分，把困难的问题
拆开。我认为，技术创新的关键和难点，
往往就是“把登天的问题变成登山的问
题”，也就是把问题分解。

系推动的，而是在互为因果的反馈中实

对于我而言，数学带给我最大的

现的。通过不断的反馈和发展，世界可

启发就是从原点出发。数学的很多题

以很不一样：宇宙、大自然和人类本身

目让我们从最基本的概念考虑问题，

就是这么进化过来的。同样地，伟大的

这也时刻提醒着我铭记从事创新的目

目标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达成的，重要的

的。创新不是为了发明而发明，也不

是提供一个环境，促进良性发展。

是为了显示技术的高深，而是为了创

8

造价值。正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任正非所说的：“不要只顾了展示锄头，

对于我们做创新的人来说，没有

忘记了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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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数学战争
作者：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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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上“数盲”的美国人
在 2014 年 7 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
美国人数学这样烂？”的文章，文章分析了美国人普遍数学
能力低下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文中提到这样的例子：在
20 世纪 80 年代，A&W 连锁快餐为与麦当劳竞争，推出了一
种比麦当劳的“1/4 磅牛肉汉堡”价格相同、滋味更佳的“1/3
磅牛肉汉堡”。铺天盖地的广告轰炸后，对这一超值之物消
费者却并不买账。A&W 进行的市场调研结果让人哭笑不得。
原来，“1/3 磅牛肉汉堡”给美国人出了一道分数题，大多数
人都答错了。他们不知道 1/3 比 1/4 更大，反而认为 A&W 的
汉堡价格更贵。
用 天 普 大 学 数 学 教 授 和 作 家 约 翰· 保 罗 斯（John
Paulos）的话说，美国的国民都染上了一种病，他把这种
病 称 为“ 数 盲” —— 数 学 方 面 的 文 盲。 世 界 经 济 论 坛 的
2012—2013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与其他 65 个工业化
国家相比，美国在科学和教学教育质量方面排名第 47 位，
美国学生的数学能力排在第 31 位。多年来，人们清楚地知道，
美国在国际评估中的低排名与美国“一英里宽，一英寸深”
的课程结构有关。
从广大的教师、家长，到教育专家，再到美国总统，都
普遍地承认美国 K-12 教育，特别是小学、初中教育“一英
里宽，一英寸深”的这种现状。《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作
者再次强调这种现状的目的，在于倡导一种有效的数学教育
方法，这种方法由美国数学教师委员会（NCTM）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倡导，但是按照作者的说法，在此后的二十几年中，
由于执行不力而没有发挥作用。
事实上，正是这种为很多美国教育人士熟悉的基于建构
主义教育理念的数学教育方法，激化了跟数学教学相关的美
国教育界两大派的矛盾，引发了 90 年代的数学“战争”。
为了理解建构主义教育的概念，我们还得回溯美国式教
育的先驱——约翰·杜威（John Dewey）。

世界经济论坛的 2012—2013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指
出，美国在科学和教学教育质量方面排名第 4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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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教育系统，认为学校不应教
约翰 • 杜威，美国哲学家和教育
家，也是美国建构主义教育的
代表人物

学生那些一辈子都用不到的
知识，而应教他们在社会上
用得到的知识，因此要根据社

20 世纪初的进步教育
文艺复兴取得的科学和艺

用的传统课程。
于是，从 20 世纪初开始，美国掀

术成就，让人们对人类文明前景的预

起了进步主义潮流。这首先体现在课程

期非常乐观。在这个时期，自由平等的

中教授有用的知识，如学校开设烹调、

思想萌芽了一种进步主义政治哲学，它

驾驶培训、会计等科目，减少那些所谓

认为建立民主制度，实现自由平等，社

抽象、无用的高级学术性课程，如微积

会才能不断进步发展。同时，进步主

分、拉丁语等。学校课程不再按学术科

义还认为集体与社会公共利益高于个

目来安排，而是从学生的需要和兴趣出

人权利。

发，他们的口号是“我们在教孩子，而

这种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建

不是教科目！”到了 40 年代，中学数

国之初的领袖。在他们执政期间，美

学课程变得着重于消费购买、保险、报

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革。进步主

税、家庭收支等实际问题，而削弱了代

义思想也波及了美国的教育，认为教育

数、几何或三角等科目。

不应当只是以传授知识为主要任务，而
是要以社会公正为准则，追求同等的学
习成就，并培养适合国家发展需要的

从新数学到 NCTM 标准
就在这个时期，全球科学及工程技

人才。除了关于“教什么”的教育目

术飞速发展，陆续涌现出了雷达、密码、

标和功能方面的内容，进步教育也提

导航和原子能等新技术，公众逐渐意识

出了“怎样教”的教育方法或教学理

到数学教育的重要性。1957 年 10 月，

念方面的含义。

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

进步教育的代表人物杜威对 20 世

1”。这件事强烈刺激了美国民众的数

纪美国教育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他主张

学“自卑”情绪，对教育的不满空前高

鼓励学生自我探究和创新，帮助学生在
实践中学习经验和知识。同时，
他也批判了当时美国的 K-12 公

1957 年 10 月 19 日英国《新政治家》杂志刊
登的一则漫画，漫画调侃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
时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还在打高尔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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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需要设计课程，淘汰那些无

涨。在全国发出的重振基础数学的呼声

“解决问题”，培养数学的智力、创造

下，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决

力和启发式思考，并且引进新的教学方

议加强学校教育。数学家主导了“新数

法。

学运动”（New Math Movement），

1983 年，教育部发表了一份题为

他们第一次参加了中小学教程的编写，

“危险中的国家”（A Nation at Risk ）

在教材里引进了许多新的内容，如集合、

的报告，批评中学里充斥着大杂烩式的

函数、非十进制数等，希望引导孩子们

课程，导致学生质量直线下降。报告警

从小就像数学家一样思考。

告说：“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险中……

然而，从实用算术一下子跨越到了
抽 象 的 现 代 数 学， 这

我们国家的教育基础正被平庸所侵蚀，
威胁着我们国家的未来。”

种矫枉过正的改革让

1983 年的报告指出了 NCTM 的教

教 师、 家 长 和 学 生 叫

育存在的问题，但是 NCTM 教育专家

苦连天。1962 年，64

们 并 没 有 放 慢 脚 步。1989 年，NCTM

位数学家联名发表了

出版了《学校数学课程和测试标准》，

一 封 题 为“ 高 中 数 学

也被称为“1989 年 NCTM 标准”。这

课 程” 的 公 开 信， 批

个标准倡导了一个新的理念：“建构主

评了“新数学”课程，

义”（constructivism）。

并为课程体系建设提
供了一些指导。在“回
归基础”的呼声下，这场延续了十多年
的“新数学”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是一个心理学词汇，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的日内瓦学

“回归基础”的结果是：从 20 世纪

派创始人、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初，美国全国统

Piaget）曾明确地提出了人的认识并不

考的数学成绩一路下滑，高中毕业生的

是对外在的被动的、简单的反映，而是

成绩和大学入学标准也一降再降，美国

一种以已有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主动建

在国际数学评比中的排名低落。随着 80

构活动的观点。

年代两份报告跃入公众视野，一场数学
战争正在酝酿。
1980 年， 国 家 数 学

基于杜威和皮亚杰的思想，
1986 年，冯·格拉斯菲尔德（Von
Clasfield）在伦敦举行的第十

教 师 委 员 会（NCTM）
发表了题为“行动的规
划 ”（An Agenda for

Action ） 的 报 告， 建 议

让 • 皮亚杰，瑞士著名发展心理学家，
他提出的认知发展理论被认为是 20
世纪发展心理学领域最权威的理论

基础数学教育应着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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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课堂上，老师按照教科书讲解、指导（左）；
在建构主义课堂上，学生围成圈子讨论，老师引导
学生提出问题、得出结论（右）

届数学教育心理学会上发表了题
为“合成单位及构成它们的运算”
的研究报告，支持这一研究的理
论框架就是认识建构主义。建构
主义运用于教育实务，老师与学生的角

诵并练习无穷无尽的公式，而往往是围

色发生了变化。

成圈子进行讨论，教师的角色是促进讨

通常来说，传统的数学教育方法有

论，他们引导学生提出问题，跟随学生

固定的课程标准和教科书；老师按照教

的问题、兴趣，引导他们就这个问题得

科书进行讲解、指导；学生需要完整理

出自己的结论。

解定义和概念，背诵一些法则（如乘法

如此一来，不仅学生必须学习如何

表），做大量的习题，定期通过测试并

建构知识，老师也必须学习如何引导学

按照正确答案进行评估。

生建构知识，教室沟通由单向的“接发

而建构主义认为，不应把学习看成

模式”转化为双向的“回馈模式”。这

是对教师所授予的知识的被动接受，而

样看来，建构主义不但对数学，而且对

是一个以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

其他学科的教育也有正面的意义。

的主动建构过程。建构主义认为教师是

在这样的教学机制下，数学不再枯

协助学生建构知识的引导者，要以了解

燥痛苦，而是富有挑战性、刺激性，甚

学生真实的思维活动为基础，通过提供

至很有趣的。学生们某天可能会推导出

适当的问题情景或实例促使学生反思，

矩形的面积公式，第二天他们就可以去

从而让学生最终通过其主动的建构获得

推导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

新的认知。
在建构主义课堂上，学生不需要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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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9 月， 布 什 总 统 参 加 了
美国历史上的首个教育峰会，承诺到

2000 年将使美国学生在数学和科学领
域成为世界第一，并呼吁通过设立全国
教学标准来提振教育。由于刚刚发表的
NCTM 标准倡导了新的教育理念，又符
合“社会公正”的思想，各界都寄厚望
于这个国家的数学教育标准。

硝烟弥漫的数学战争
随着 NCTM 在全美的推广，各地
对这些教科书的质疑、批评之声四起。
这是因为，NCTM 标准把学生小组合作
“发现”“探索”当作首选的甚至是唯
一的学习模式，而数学家们认为：指望
学生自己通过探索找到标准解题方法是
不合理的；建构主义课堂上学生的热烈
讨论虽然表明他们在行为上是活跃的，
但不是真正学习意义上的“认知活跃”；
消耗了大部分时间的讨论，并不能保证
学生最终能够学到正确的概念。
批评者认为，建构主义无异于让

国家数学教师委员会标志

学生自己“重新发明轮子”。在一个
研讨会中，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马丁·西
蒙（Martin Simon）教授提出一个问题：
试想邀请两个从未学过棋的学生比赛下
棋，如果我们只告诉他们游戏规则，却
不教导其下棋策略，当对弈一段时间之
后，两人会不会各自发明出赢棋策略？
人们把 NCTM 教材叫作“糊涂数
学”，有人甚至嘲讽 NCTM 数学标准
大概是体育老师写的！事实上，编写
“1989 年 NCTM 标 准” 的 24 名 工 作
组成员中的确没有一个是数学家。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加州就已完
全采用了 NCTM 标准。1992—1994 年，
加州帕洛阿尔托学区八年级学生的数学
平均成绩从全国的 91 百分位滑落到 81
百分位，其中计算部分则从 86 百分位
数急剧下降到 58 百分位。1994 年 5 月，
600 多名家长联名向学区请愿，反对使
用采用 NCTM 标准的新教材。从此之后，
美国各地涌现出由家长、数学家组成的
许多反对 NCTM 标准的各种组织。
NCTM 标准支持者认为学生成绩

美国数学教育家约翰·萨克松（John Saxon）推出的
萨克松数学（Saxon Math）教材，作为传统教育的典
型教材已经使用了 30 多年，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

的暂时下滑并不是因为教育方法的错
误，而是这些方法还没有很好地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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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贯彻执行。他们指出，新的教育方法

念的基础上，是响应‘为所有人的数学’

需要老师具备大量的专业知识，而在学

的召唤，是站在‘教育为民主平等’的

校里这方面的师资不足；在教堂上，不

阵营里……传统课程对学生的过滤机制

称职的教师没有设计有效的教学导向，

带来高不及格率和辍学率，对于某些少

而只是依靠学生发现或构建自己的基本

数族裔尤其如此，使得这些群体在社会

信息。

底 层 的 地 位 固 化。” 不 过，2000 年 1

这时，原本只是数学家与数学老师

月《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则强调：

两个阵营的论战开始泛政治化，有支持

NCTM 课程轻视计算的结果将会关闭学

NCTM 标准的人给反对者贴上了“保守

生学习代数的大门，也将关闭学生毕业

派”的标签。于是，数学战争仿佛成了

后成为工程师与科学家的大门。

“党派”之争：保守党倾向于支持传统
的高标准严要求的数学教育，反对课程

中庸的“共同核心标准”

改革；而进步教育思想由于带着反精英

由于美国的教育体制，各个州都有

主义和追求社会公正的元素，而吸引了

很大的决策权。90 年代末，加州通过

很多自由派人士，这些人群正是民主党

了由斯坦福数学家修订的新标准，麻省

的选民基础。

也采用了哈佛数学家参与撰写的教材。

阿 伦· 舍 恩 费 尔 德（Alan
Schoenfeld） 在《 数 学 战 争 》（The

这些教材相对 NCTM 标准有了很大的
提升。

Math Wars ）一文中写道：“NCTM 标

2006 年 4 月 18 日， 布 什 总 统

准是建立在‘每个人都重要’的平等信

创 建 了 国 家 数 学 顾 问 小 组（National
Mathematics Advisory Panel）， 呼 吁
结束数学战争，并得出结论：
“概念理解、
计算和程序流畅性以及解决问题的技巧
同等重要，并相互加强。关于数学各组
成部分的相对重要性的争论是错误的。”
其实，从 2001 年开始，美国就开
始了名为“美国学位项目”（American
Diploma Project，ADP）的研究工程，
目标是建立一套国家学科标准和相关
考试系统，这就是“共同核心标准”
（Common Core） 的 起 源。2008 年，

美国很多家庭也喜欢课外补习，这套由理查德·罗斯
克（Richard Rusczyk）等人撰写的《解决问题的艺术》
系列丛书，专为在数学方面表现优秀的学生设计，深
受美国家庭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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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 叙述了如何将各州的教育标准整合
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标准，并正式更名为
“共同核心州立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2010 年 全 美 45 个

们的进步主义数学教育上所取得的异乎

州和华盛顿特区都宣布加入“共同核心

寻常的成功，从长期看可能是导致它们

标准”，美国实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

衰亡的主要原因。”

化的教育标准。

曾 任 NCTM 委 员 会 成 员 的 美 国

“共同核心标准”的撰稿人也清楚

数 学 教 育 学 教 授 道 格 拉 斯· 格 劳 斯

地表明，“共同核心标准”在教学方法

（Douglas Grouws）在谈到数学教育

上是中性的，教师可以自由地选择：传

问题时说：“数学如何教往往取决于老

统的、建构主义的或任何其他的。然而，

师或社会对数学抱有什么信念。当数学

自“共同核心标准”颁布以来，支持和

被看作是一种工具或一套技能时，它的

反对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争论的中心

教学方式通常是反复操练；当数学被视

也仍然在教育标准高低和教育方法上。

为了解周围事物的一项重要知识时，老

从 20 世纪 20 年代的进步主义教

师也会构建一种架构来帮助学生把握各

育，到如今的“共同核心标准”，美国

种技能之间的联系；只有当老师认为数

中小学数学教育一直都在改革，经历着

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发现新联系的过程

充满火药味的“战争”。建构主义究竟

时，他自然会引导学生通过分析归纳法

是否能够提高美国人的数学水平，从目

来学习。”

前来看仍然是个未知数。然而，随着数

美国著名数学家、国家图书奖获得

学家和家长反对呼声的不断升高，建构

者鲁本·赫什（Reuben Hersh）在谈到

主义在美国的地位似乎不再固若金汤，

数学的教学方式时说：“那么，问题不

就像美国数学家大卫·克莱因（David

在于，
最好的教学方式是什么，
而是在于，

Klein）在他的论文结尾处写的那样：
“具

数学到底是什么。不解决数学本质的问

有讽刺意味的是，进步教育家在推行他

题就无法解决有关教学方式的争议。”

2014 年， 美 国 民 众 针 对 共
同核心发起了“选择退出”
（Opt-Out）示威游行。他
们认为“‘共同核心标准’
过于注重标准化测试，限制
了学习内容”“不断测试会
给孩子带来压力”，这场运
动的起因是人们对仅把测试
成绩当作评估标准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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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数学教育 100 年
1865 年

南北战争结束，美国迎来了工业革命时代。

美国实现了参议员直选、妇女投票权、反托拉斯法以及征收入税等一系列
社会改革；中小城市开始建立高中，受教育的中产阶层人士大量上升。

1908 年

1901-1921 年

国际数学教学委员会（ICMI）对美国教育进行的调查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学都提供
了至少一年的代数和几何教育，但只有 50% 的学校开设了超过一个学期的代数课，提
供更高等数学教育的学校不足 20%。

1915 年，美国教育协会推出“中等教育中的数学问题”的报告，建议删去高中
数学中的代数和几何内容。

1916 年

杜威的《民主和教育》出版。杜威认为，教育不能仅仅围绕获得前人既
定的知识而行，而是要教会学生获得开发自己全部潜能的能力。当时美国约有
1400 多所教育学院、教育系或教师学院。

美国数学协会国家数学标准委员会推出“中等教育中的数学的重组”报告，强调了代
数对于“每一个受教育者”的重要性。

40 年代中期

1957 年

“新数学运动”受到多方批评，终至被取消。

国家数学教师委员会（NCTM）发表了题为“行动的规划”的报告，
建议基础数学教育应着眼于“解决问题”，培养数学的智力、创造力和启
发式思考，并且引进新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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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

美国在中学中推出“生活调整运动”，数学教学重于购买、保险、报税、家
庭收支等生活问题；该运动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因遭到各方批评而撤销。

苏联发射了“Sputnik 1”人造卫星。1958 年，数学家主导了“新数学运动”，
在中小学教程中引进了集合、函数、非十进制数等抽象内容。

1962 年

1915 年

1980 年

1983 年

教育部发表了题为“危险中的国家”的报告，指出中学教学质量下降，并警告
“我们国家的教育基础正被平庸所侵蚀”。

1989年，NCTM制定了《学校数学课程和测试标准》，也被称为“1989年NCTM标
准”。这个标准倡导了一个新的理念：“建构主义”，强调解决问题、沟通、联系和推理。

1989 年

9 月，布什总统参加了美国历史上的首个教育峰会，呼吁通过设立全国教学
标准来提振教育。“1989 年 NCTM 标准”成为美国国家数学教育标准。

两百多位以专业数学家与科学家为首的大学教授（包括七位诺贝尔奖得主与两位费尔
兹奖得主）发表致教育部长的公开信，表达对 NCTM 标准课程反对意见，并为代数计算的
重要性做辩护。

2000 年

2002 年

小布什总统创建了国家数学顾问小组。他们的结论是“概念理解、
计算和程序流畅性以及解决问题的技巧同等重要，并相互加强。”试图
在 NCTM 标准和批评意见中找到折中点。

“美国学位项目”叙述了如何将各州的教育标准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标准，并正式
更名为“共同核心州立标准”，简称“共同核心标准”。

2009 年

1999 年

NCTM 对标准进行了更新，延续了“1989 年 NCTM 标准”强调的核心内容，分别列出
了各个年级应掌握的数学知识以及应具备的能力，增加了数学教学的专业标准和评价标准。

小布什总统签署了《有教无类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规
定美国所有州都实行问责制。几乎每个州都制定了自己的数学大纲，其中包
含反映 NCTM 标准的内容标准。

2006 年

1989 年

2008 年

奥巴马政府设立了一个名为“力争上游”的基金，也提供了一
些资金和拨款，推动全国教育体制改革。

2010 年，美国正式颁布了“共同核心标准”，并将其作为统一的教学标准在全
美推行。同年，45 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都加入了“共同核心标准”，美国实现了第一
个国家化的教育标准。根据2017年的一个报告，在采纳“共同核心标准”的46个州中，
目前只有 17 个州仍完全执行，8 个州已经撤销了标准，还有 21 个州作了修改。

2010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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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数学家

直击“共同核心标准”
——专访旅美教育工作者成丽虹
采访人：小多
90 年代，美国明确规定了学生在每一个
年级应达到的程度，也提出了采用统一标
准进行考核的观点。经过反复修改，最
终形成了共同核心教学标准，于 2010 年
6 月 2 日正式颁布，作为统一的教学标准
在全美推行。共同核心的目的是重振美
国的基础教育，为 21 世纪美国的就业市
成丽虹，美国长岛华夏中文
学校前校长，纽约大道学苑创办
人。他从 1990 年起就在纽约市
教育系统教数学，1998 年转到
纽约州教育系统。他编写过教学

场提供有竞争力的人才。
“共同核心标准”在各个州的
推行情况如何？是不是所有的州都
采纳了这一标准？

大纲、教材和各年级数学课程的

大部分州都决定采纳这一标准，目

教案。过去的十几年里，他帮无

前已经有 40 多个州在推行这个新的教

数学生实现了进常春藤学校深造

学大纲。有些州开始采纳但后来放弃了，

的梦想，他的学生遍布美国排名

还有一些州只采纳其中的一部分。这是

前 30 的大学。他有丰富的教学

由各个州的政治生态决定的。一些比较

和行政管理经验，对美国教育系

保守的州不希望联邦政府干涉自己的自

统和理念有深刻的理解。

主权，他们主张小政府，也希望根据自
己的情况制定学习标准。

“共同核心标准”是在怎样
的背景下提出的？
最近的几十年里，大家对美国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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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核心标准”使教学大纲
发生了变化，那么，对学生的测试
也随着大纲进行相应的调整吗？

教育的讨论非常多，而且各执一词。基本

在测试中，新的大纲与现行教学体

结论就是美国的初等教育落后了。20 世纪

系之间的衔接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

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纽约州釆纳了

语言表达出来。

渐进的“双规制”，就是允许学生选择
考试内容。学生可以选择现行大纲的考

“共同核心标准”推行之后

试，也可以选择新大纲的考试，或者两

的反响如何？您怎么看这个标准？

个都考，取较好的成绩记入档案，而新
大纲考试将在两年或三年以后完全取代
旧大纲的考试。

任何一个公共政策的推行，总会有
正反两种不同的意见。对于“共同核心
标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它到底对

在测试题型方面，与旧大纲相
比，“共同核心标准”做出了那些
调整？能否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不对。美国的公立教育一直是政治的一
部分，“共同核心标准”正是这种政治
现实的产物。它所倡导的教育改革是一
个非常大胆的举措，有不少值得称赞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

地方，也有很多有待商榷、可以改进的

两道题，这两道都是 5 年级的测试题，

地方。比如，它单纯地把高年级的课程

上面是旧题型，下面是新题型。

内容下放到低年级了，从教育的角度来
看，这只不过是把以后要学的内容提前

右表显示了在
一周钓鱼活动
中， 每 个 人 钓
到的鱼的数量。
求每个人钓鱼
数量的平均值。

钓鱼总数
姓名
乔尔
吉姆
卡拉
阿波罗
麦迪逊

钓鱼数量
17
25
16
18
14

了。提高教学标准的真正做法应该是把
各年级的重要内容讲得深、讲得透，为
学生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共同核心标准”会对美国的
教育产生哪些影响？在实际推行过

在一个数学游戏中，一个人选了两个数字，有
以下的特征：
• 第一个数字是介于 2 和 10 之间的带分数
• 第二个数字是 1、2、3、4 或 5
下面哪一句话描述了这两个数字的积？
（A）两数之积是整数，且小于第二个数字
（B）两数之积小于第二个数字
（C）两数之积是整数，且大于第二个数字
（D）两数之积大于第二个数字

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共同核心标准”作为一套全国统
一的教学大纲，它涉及美国的每一个家
庭。大纲的成功与否，至少在今后的十
年内会对孩子们造成深远的影响。
尽管纽约州已经为此花费了7亿美元，
却没有一分钱是真正花在了课堂上。
相反，

通过比较这两道题，我们就能明白：

这些经费用在了聘请各类专家制订计划、

旧题型侧重于数学解题，得到答案就可

发表演说以及推广方面，还有一些用在了

以了。新题型则关注学生的思考过程，

请大型出版公司编制各类试题上面。一项

学生需要综合考虑题目列出的条件，在

教育改革，竟然牵扯到如此多的利益集团，

思考过所有情况之后得到答案。有时候，

可见要实现它预先设想的
“共同核心标准”

新题型还要求学生把思考过程用明晰的

的作用，挑战将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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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习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
数学学习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是美国数学教师委员会提出的一些理论，
包括了 8 条“数学教育实践标准”，这 8 条标准代表了学习数学的方法，也体
现了“共同核心标准”的目标，就是让学生在理解数学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
加深对数学的理解。
我们从官方的解释上，来了解这 8 条标准：
1. 理解问题并寻找不同的解决方法
探讨问题的含义，并寻找解题的切入点，思考各种解决途径，目的不是简
单求得答案，而是明白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如，当你画速率曲线
时，你要明白为什么把速率 v 当作横轴，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上把自变量当作横
轴。他们会试图把复杂的问题变成个案或者简单形式，以便探求问题的含义。
不同层次的学生也许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学生可以相互理解别人的解决途径，
并分析不同途径之间的对应关系。最后，还要用不同的方法检查问题的答案，
证明这个答案是否有道理。
2. 用抽象和量化方式去解决问题
学生在解决问题时应理解问题的本质内涵，并能够用公式和符号表达，在
此过程中，还要考虑涉及的单位、了解数量的意义，并灵活地应用到不同场合。
比如，约翰共有 43.25 美元，学习高尔夫的入场费是 7 美元，每分钟 1.25 美元，
那么约翰学 10 分钟还剩多少钱？解题时，设约翰学了 x 分钟，列出这些数量之
间的关系：43.25-7-1.25x ，当 x ＝ 10 时，结果是 43.25-7-1.25×10 ＝ 23.75（美
元）。
3. 构建可行的论证并能评论他人的推论
学生要善于猜想，懂得怎么下定义，能建立逻辑推理的过程，并使用已有
的论证结果来进行新的逻辑论证。他们会使用个案分析；他们懂得归纳数据，
并从数据产生的背景判断这些论据是否可用。同时，要能与他人交流，提出支
持自己论点的佐证，并回应他人的论点。也要学会比较论据的有效性，区分逻
辑方法是否正确、推理是否有缺陷，并指出错误所在。所有学生都要能够描述
别人的论点，判断其是否合理，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4. 数学的应用
学生可以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或职场中应用数学知识。从简单地写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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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说明状况的公式（低年级），到使用数学的推理能力分析问题（中年级），
再到用函数表达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高年级），最终他们可以用数学知识来
改善周围的事物。他们能使用图表，双向表格，流程图和公式等工具来表达看
起来复杂的实际问题，可以从数学上分析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比如，一辆
小货车可以运 3 吨苹果，那么货车辆数（n ）与苹果吨数（t ）之间的关系就是：

t ＝ 3n 。学生也可以将数学结果套用在实际情况中，来反复验证自己的推论是否
正确，从而改进结果。
5. 适当地使用数学工具
学生在解决问题时根据自己的年级使用适当工具，包括笔和纸、模型、尺子、
量角器、计算器、电子表格、计算机代数、统计软件或动态几何软件，并了解
这些工具的功效和限制。他们也可以通过估算和使用其他数学知识，来检查自
己的结果，找出错误。此外，他们还会寻求其他资源（比如网上内容）来辅助
解决问题，并利用技术工具来探讨和深化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6. 对精确度的理解
学生要尝试精准地传达概念。比如在与他人讨论或进行推理时，尽量使用
清晰的定义，要陈述自己所选择符号的意义。他们要注意度量单位和坐标轴上
的数值。他们在计算时既要准确也要力求高效，根据具体的问题来设置答案精
准度的位数。
7. 寻找窍门拆分复杂结构
学生在解决各种各样的数学问题时，要注意它们的结构，找到它们之间的
联系并能够将复杂的式子拆解成简单的表达形式。比如，学习乘法分配律时，
学生会发现 7×8 可以写成 7×5+7×3。在解一个复杂题目时，学生会退一步纵
观整个题目并改变解题角度。
8. 对规律性的现象要有判断和表达能力
学生在重复计算某些类似的题目时，应留意解题过程或结果是否有一定的
规律，并依此找出通用法则或解题的捷径。比如，一个非0整数除以11会得到
一个无限循环小数；如果一条直线过点（1,2）且斜率为3，这条直线可以写成
（y -2）/（x -1）＝3。学生在解题过程中会发现一些细节，让他们可以退一步
纵观整个题目，并反复检查结果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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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相关性
——从开放排列（面积）模型到多项式乘法
作者：刘健

中国有句俗话，“教师是人
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话一直
在 潜 移 默 化 地 影 响 着 我。2012

刘 健， 北 京 人，18 岁 时 随 父 母 移
民美国纽约。高中时开始在亚洲人平等
会做义工，后来进入亚裔学生促进计划
（ASAP）。大学期间选择了数学专业，
辅修教育，后被保送至纽约大学攻读数
学教师研究生学位。毕业后在布鲁克林
区一家公立高中当数学老师。2016 年，
他进入一家非营利教育机构工作，现任
数学 & 科学评估经理。

年，我自纽约大学毕业，到纽约
市布鲁克林区的一家公立高中做
数 学 老 师。 从 2012 年 到 2016
年的四年间，我经历了美国教育
知识大纲的转型过渡。我教的课
程从综合代数变成了共同核心
（Common Core） 代 数 1、 代 数
2 及三角函数，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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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小学老师是不分科的。也

学五年级的 Nancy 老师分别收集了一

就是说，除了体育、美术和音乐，一个

些学生作品，跟在场的各位老师分享了

美国的小学老师要教所有主要科目，包

“共同核心标准”中一个重要环节，就

括数学、英语、科学和历史等。从师资

是知识的相关性。

的培养上，小学老师也不需要有数学专

我跟 Nancy 老师分享的内容就很好

业的背景，所以美国大部分小学老师的

地体现了“共同核心标准”中的第 7 条“寻

数学基础都不是很好，他们的兴趣也不

找规律并利用结构”的思想，题目是“如

在数学上。显然也就没办法要求他们引

何从小学数学的开放排列（面积）模型

导自己的学生热爱数学。没有好的根基，

类推到高中代数中的多项式乘法”。

是很难建造摩天大楼的。

当幻灯片显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

于是，很多高中数学老师都在抱怨

就听到一些老师在小声议论。有的老师

学生的数学基础不好，“他们的初中数

说自己“教小学十多年了，一直都没碰

学老师干吗去了？”初中数学老师也同

过高中数学，什么都不会了”，还有老

样抱怨小学老师，“怎么不把学生教得

师说
“多项式是什么？听起来就怕怕的”
。

好点儿呢？”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的根

对于老师们这样的反应，我早就已经见

源，也顺便了解一下纽约市的小学老师

怪不怪了。以下是分享的具体内容：

是如何教数学的，我参加了一个数学教
师培训讲座，跟我一起参加培训的，有
像我一样的高中老师，也有小学和初中
老师。在系列讲座的最后一期，我和小

刘健老师在展示学生的课
堂作品，创新教学用意大
利面来学习三角函数图像
的特征

在纽约大学中文教师发展中心活
动上给其他老师分享教学方法

67

3行
每行5颗星

3×5＝15

开放排列（面积）模型就
是通过简单的图案把数字整齐
地排列成行、成列，用长方形
面积公式“面积＝长 × 宽”进
行乘法运算。

用圆点可以
快速画出一
个阵列！

10
开放排列（面积）模型应用
的数学原理是乘法分配律，就是
当两个数的和同一个数相乘，等
于这两个数分别同这一个数相乘，
再把乘积相加。

8

6
6×(10+8)=(6×10)+(6×8)
=60+48
=108

28×16
(20+8)×(10+6)
20
10
6

8

10×20

10×8

6×20

6×8

200
120
80
48
448

如何使用开放排列（面积）模
型的方法来教多项式乘法？这是我
的“Do Now”题目。
Do Now：纽约市的一项教学特色就是在正式讲
课开始前，老师要给学生一个暖场题目，目的是
让学生安静下来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可以回顾
之前学的内容，也可以与接下来要讲的知识有
关，叫作“Do Now”，一些老师称之为“Warm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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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分配律也同样适
用于两位数相乘的运算。

丽莎这样计算342×23：

6000
1700

300

40

2

6000

800

40

20

900

120

6

3

160

6
（1）你可以解释一下她为什么这么做吗？
（2）丽莎的最终结果是多少？

用开放排列（面积）模型来计算以下题目：
（3x2+4x+2）×（2x+3）
第一个多项式的名字是什么？
如何得到每一个表格里的答案？
联系“Do Now”，我们如何得到最终
答案？

如何进行多项式的乘法？我
把这个题目放在幻灯片上展示给
学生。

6x

3

17x2

3x2

+4x

+2

6x3

8x2

4x

2x

9x2

12x

6

+3

按照“Do Now”的方法，填好 6
个表格，再将 6 个表格里的代数表达式
相加，得到了最终结果。

16x
6
2
6x +17x +16x+6
3

当这个多项式里的未知数 x
＝ 10 时， 这 不 是 与“Do Now”
的题目完全吻合了吗？

将“x=10”代入这个多项式，
x2=100，4x=40，三项式就变成了
300+40+2，也就是342
2x=20，二项式就变成了20+3，也就
是23
2
多项式（3x +4x+2）×（2x+3）变成
了342×23

“F.O.I.L”方法的局限
我选择练习题的时候特意选择了三项式和二项式相乘，而没有选择二
项式和二项式相乘。原因是学生在八年级接触多项式乘法的时候也许学过
一个叫作“F.O.I.L”的口诀，就是“First，Outer，Inner，and Last”。
在美国的数学教育过程中，老师都在努力地简化一些数学知识点的应
用方式，大部分老师只会告诉学生“F.O.I.L”的用法，而并没有提到最重

（2x+3)(x-5)
（2x+3)(x-5)=2x2
F
Frist
（2x+3)(x-5)=2x2-10x
Outer

F

O
2

要的一点，就是它仅适用于计算两个二项式的乘积，在其他多项式的乘
积中，“F.O.I.L”就不好用了。我在选择课堂练习题的时候，特意把这
一点考虑了进去。我教会了学生使用开放排列（面积）模型的方法，让
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乘法分配律的使用方法，这样他们在遇到其他多项

（2x+3)(x-5)=2x -10x+3x
F
O
I
Inner
（2x+3)(x-5)=2x2-10x+3x-15
Last

F

O

I

式乘法题目时就不会无从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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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分享式全球新课堂
——可汗学院
作者：盖尔·夏普（Gail Sharpe）
译者：李雨霖

可汗学院
是由萨尔曼·可汗在
YouTube 上创办的一个免
费网上教育频道，提供数学、
科学以及其他很多学科的指
导、实践和个性化学习。

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想打造“对全世界所有人免费的世界级教育”。
他不想让你无聊地坐在教室里学习，他想让你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与你的同伴
相互分享、相互学习。有一天，你或许会教一个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人，或许某
个来自巴黎的人会教你点儿什么。如果你与人沟通，你将获得难以预料的收获。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正如萨尔曼·可汗所说的，是“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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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00 多个专注于数学和科学的教学视

你是哪一类学习者？

频，点击量已超过 8.4 亿次。

你是通过观察
学习吗？无论看多少
遍乐高组装说明对你
来说都没有用，直到

看

听

萨尔曼注意

你看了别人是如何组
视觉型

装那艘宇宙飞船的。

到，在常规课堂上，

听觉型

教师在全班同学面

学习方式

如果是这样，那么你

前授课、布置作业。

就是一位视觉型学习

接下来是更多的授

者——你能通过观察
获得最好的学习效果。

这一切是如何
开始的？

动

动觉型

或许，你仅听一
遍就会唱收音机里播
放的最新热门歌曲了，那么你就是一
位听觉型学习者——你能通过听觉获
得最好的学习效果。
你是那种需要列出清单，把所有
东西都写下来才不会忘记的人吗？如
果是，那你就是阅读或书写型学习者。
也许你是一位超级棒的舞者，你
可以在看完 YouTube 上的最新舞蹈后
将它教给你的朋友。如此，你就是一
位动觉型学习者，你可以通过参与一
项活动获得最好的学习效果。
每个人的学习方式不尽相同。萨
尔曼·可汗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因此
创立了可汗学院——一个免费的线
上教学项目，目前已经推出了

书写型

写

课内容和更多的作
业，最后面临的是
考试。然后，老师
批改试卷，你得了

90 分，你的朋友得了 95 分，班上的某
个同学得了 70 分……再然后，老师就
继续讲下一堂课了。你不懂的那 10 分
怎么办？你总是不会做数的 0 次幂计
算，而且你知道自己永远也理解不了这
个问题了，因为整个班级都已经进入下
一堂课的内容了。萨尔曼用学习骑自行
车的过程进行类比，“设想你在学骑自
行车。我先给你上一堂课，再给你一辆
自行车让你练习，两周以后我回来了，
说：‘好了，让我来检查一下你的学习
成果。你左转弯有问题，不太会刹车。
你是个 80 分骑手。’于是，
我在你的前额盖了个大
大的‘C’。”
教育上存在一

萨尔曼·可汗，出生于美国路易斯安那
州的新奥尔良，曾是一位对冲基金分析
员。2009 年，他辞去分析员的工作，
全心投入教学视频的制作，创办了免费
网上教育平台及非营利机构可汗学院，成
为一名科技教育实践家

些缺漏，这些是需
要你在日后的课堂
中 补 上 的 知 识。 但
是， 由 于 传 统 课 堂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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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向前推进，并没有留下复习的时间，

纳迪亚录制小视频。几周后，纳迪亚说

所以缺漏就会越来越大。“我和很多聪

她不想再通过电话交流了，问他能不能

明的孩子一起长大，”萨尔曼说，“下

全部通过视频学习。他问为什么，她解

象棋他们可以打败我，解脑筋急转弯他

释说，视频她想看多少遍都可以，可以

们也比我快，但是面对代数题他们就很

重复不懂的部分，跳过无聊的部分。萨

为难了。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只是

尔曼说：“她的意思基本上就是，‘我

没有我所拥有的数学基础。我在表妹纳

更喜欢视频里的你。’”

迪亚身上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事实上，

他思考了一番，意识到了非常重要

她在所有数学课上都可以得‘A’或者

的一点。纳迪亚说，比起现实中的表哥，

‘B’。即便如此，她的知识还是有很

她更喜欢视频里的表哥。当他从她的角

多缺漏。”当纳迪亚和她的父母从新奥

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时，就很清楚了。当

尔良来访时，萨尔曼了解到纳迪亚七年

通过视频学习的时候，她可以让她的表

级没有学初级代数。萨尔曼说：“嘿，

哥暂停、重复，而不会感觉在浪费他的

这可是件大事啊！你可能没有在意，虽

时间。如果她需要复习几周前甚至几年

然这在中学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害

前的课程，她不必去找萨尔曼重讲一遍，

处，但是到了八年级，她会跟不上代数

也不会因此而感到尴尬。他意识到，当

课。到高年级的时候，她学不了微积分。

学生补课时，他们希望可以保留自己的

那个时候就会真正限制她的职业和机会

隐私。他说：“学习中最糟糕的时刻，

了，甚至会打击她的自信心。”

就是当有人站在你身后问你‘懂了吗？’

所以萨尔曼主动提出通过电话辅导
她的数学。他们在电话上交流，在雅虎

的时候。”
于是，他改造了自家卧室里的一个

通（Yahoo Messenger）上演算数学题。

壁橱，开始在这个壁橱里录制视频并上

如果他们的时间碰不上，萨尔曼就会为

传到 YouTube，可汗学院就此诞生。

在纳迪亚的要求下，萨尔曼把辅导形式从
打电话改成了录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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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可汗学院的网站，选择“学生”进入
科目选择页面，选择“几何”可以从欧几
里得的故事开始，一步步了解几何、增加
学习深度和难度。可汗学院的课程设置符
合分级教学的要求

助学习”。比如说，你喜欢解平方根，
它们对你来说非常容易，但是你的某位
同学就是不会做。如果你俩一起学习，

可汗学院为何如此成功？

或许你可以向他展示解平方根的一种新

这些视频为何如此受欢迎？这些视

思路。如果你可以在网络上帮助一位印

频都很简单，每个只有七八分钟。萨尔

度学生理解平方根问题，这会使整个世

曼一边讲课，一边在屏幕上涂写。就像

界成为一个“全球课堂”。这就是萨尔

电影《绿野仙踪》中的奥兹巫师从不走

曼正在努力奋斗的目标。

出幕帘一样，学生也从来看不到萨尔曼。

萨尔曼把视频做得有趣又好玩。

他乐在其中，他说：“我们的活力透过

你可以通过观察一只蜘蛛和它的 8 只

声音传达出来，尤其是当人们看不到说

眼睛来学习分数。是的，蜘蛛是有 8

话人的脸时。你真的必须要在声音里体

只眼睛的。如果它用 2 只眼睛看着你，

现出极大的活力，如果你自己都不乐在

占全部眼睛的几分之几？你也可以通过

其中，学生又怎么会玩得开心呢？所以

科学计数法来学习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

说，要乐在其中！”

多少。萨尔曼用麦片盒里的奖品来教学

这些视频从“1+1 ＝ 2”开始讲起，

生统计。他提问道，如果每个麦片盒里

逐步完成代数的学习。学生可以根据自

都有一个奖品，那么你必须吃多少盒麦

己的节奏暂停、后退甚至快进。萨尔曼

片才能收集到 6 种不同的奖品？在一

把学生聚集在一起学习，这被称为“互

段有关微分方程的视频中，萨尔曼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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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汗学院的宗旨是为世界各地的所有人提
供免费的教育资源，包括练习习题、教学
视频和个性化的学习界面，让学习者能够
在课堂内外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

举早餐麦片的这个例子。他用
麦片来解释热损失率和牛顿冷

牛顿冷却定律
温度高于周围环境的物
体向周围媒介传递热量时
遵循的规律。

却定律，这样你在吃麦片时就不
会烫到自己的舌头了。
你甚至可以在学习的同时赢取徽章。

即 学 生 在 家 里 学 习， 然 后
到课堂上来做作业。听起来
很疯狂吧？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思

阿 图 斯 学 区 的 卡 米· 托 达 森（Kami

可汗学院设置了徽章作为奖励。你只要

Thordarson）老师率先使用了可汗学院

完成几个视频的学习，就可以赢得初级

教学，并在五年级的数学课上尝试了

陨石徽章。其他徽章，如黑洞徽章，是

“翻转课堂”。这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传说中还尚未有人获得的徽章。可汗学

学生在家里都可以上网，他们在前一天

院共有分为六个等级的几百种徽章。

晚上看一段视频，可能是关于分数的，
也可能是那段“蜘蛛有 8 只眼”的，

可汗学院进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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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第二天来上课。我几乎都能听到女

现在，萨尔曼并不认为电脑课程应

孩子在抱怨那可怕的蜘蛛了，你是不是

该取代课堂学习。一整天待在家里、坐

也听到了？在课堂上，学生用电脑来解

在电脑前该有多无聊？你不能和朋友聊

答有关分数的题目。有些学生组队学

天，也不能在午餐时跟他们开玩笑。因

习，他们可以互相帮助。或许你的朋友

此，最好的答案是“混合式学习法”，

是个分数方面的天才，她正与你分享她

即把在线学习和课堂学习结合起来。这

的智慧。老师托达森女士在教室里走来

可不是要让学生坐在教室里的电脑前看

走去，跟学生交流并解答他们的疑问。

视频！绝对不是！老师仍然是非常重要

当她坐回到自己的桌前时，她就可以在

的，你的同班同学同样很重要！真正有

自己的电脑上看到每个人的学习情况如

效的是一种叫作“翻转课堂”的理念，

何。她可以具体地看到哪个学生在哪里

出了问题。她不必再问“你们哪里还不

她很高兴当时她这么做了。

明白？”“都懂了吗？”这类令人尴尬

我们可以在罗先生的数学课上看到

的问题了。这个程序能够显示一个学生

成果。罗先生在黑板上讲解运算次序，

哪道问题做对了，哪道题做错了——红

就是有关计算时先算什么再算什么的规

色代表错误，蓝色代表正确。

则。你是先把所有数字加起来，还是先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顶峰公立高

把它们相乘？所以，他先解释了这一规

中 的 创 始 人 黛 安· 塔 文 娜（Diane

则，然后学生打开他们的笔记本电脑，

Tavenner）之前对这个项目还不是很确

开始做起了算术题——每个学生都做与

定。首先，这个项目需要一定投入。大

自己水平相当的题。14 岁的妮科尔·贝

部分学生家里都没有电脑，因此需要为

穆德斯（Nicole Bermudez），她的学

每个学生配一台笔记本电脑。她所在的

习进度比同班同学超前一点儿，她已经

社区并不像洛思阿图斯学区那样有钱，

在学习几何了。在教室后排，两个女孩

这个学区差不多有 40% 的学生还生活

儿正戴着耳机看萨尔曼的视频。教室很

在贫困线以下。很多学生在家里都不说

安静，偶尔有学生在通过一级赢得徽章

英语，而且他们的家长也没法辅导他们

时发出的欢呼声。一个女孩问她的同学：

做作业。这样的项目可以在她的学校开

“你的头还疼吗？”

展起来吗？她最终决定花这笔钱。现在

老师可以通过其电脑上的表格了
解学生的学习进展。上面列出了
所有学生的情况：红色表示他们
有问题，蓝色表示他们做得很好

卡米·托达森拥有教育学硕士学位，
擅长项目教学，喜欢尝试重视学生
选择的创意课程。2010 年，她率
先将可汗学院项目引入学校教育，
并设计了适用于 5~8 年级的“混合
式学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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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可汗学院？
1
在 浏 览 器 里 输 入 www.
khanacademy.org，进入可汗
假设孩子今年 9 岁，希
望从代数基础开始学起，
于是你勾选了代数科目。

学 院 的 主 页。 以 家 长 或 老 师
的 身 份 注 册 一 个 账 号， 每 个
账 号 可 以 添 加 多 个 孩 子， 填
好 孩 子 的 个 人 信 息， 选 择 要
学 的 科 目， 系 统 会 自 动 为 你
匹配适合的课程。

学习过程以游戏模式进行，家长和老师可
以同时监督多个孩子的学习情况。进度报
告中每一行代表一个孩子的学习情况，每
一列代表一项课程，深蓝色表示完全掌握，
浅蓝色代表正在学习，红色表示学习困难。

2
点 击“start”， 进 入 课 程。 左 栏 列
出了课程名称，右边是具体内容，点击右
侧标题，就可以开始学习了！

你可以任意选择学习内容，
不需要按照目录顺序，系
统会自动记录你已完成的
项目。

进度条帮你记录学习进度。

76

课程包括需要阅读的文本，
也有 2~10 分钟的短视频。
在学习内容之间穿插着一
些小测验。每当测试达标
时，你可以赢得一枚徽章。

3
你可以在个人主页里查看自己的学习进度，比
如各个项目的完成情况。

自学模式：测试 + 讲解
“自学 + 指导”是高效学习的本质，而系
统化的高质量自学素材和高水平导师（教练）
是自学的基础，可汗学院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
两个世界性难题。
可汗学院的核心是视频，语音、图文同步，
听不懂的内容可以随时停下来消化解决。
质量极高、课程短小、趣味性强。每个视
频都在 10 分钟以内，特别容易学习消化。学习
过程采用网络游戏的经验值 + 奖励（徽章）的
方式，让孩子们喜欢上学习，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是知乎对可汗学院的评价。

通过查看你的答题情况，比如
是否答对、所花时间等，你可
以了解自己已经掌握了哪些技
能，还需在哪些地方加强练习。

在徽章页面下，你可以查
看自己已经获得的徽章，
它们记录了你的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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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数学家

超越竞技的
深层次数学学习
——专访美国奥数国家队总教练
采访人：姝含

罗博深从小就展现出了对数学的兴趣。他在
初中时接触了奥数，首次参加全美初中数学竞赛
MathCounts 就跻身全国 25 名，第二次位列三甲。
1998 年，正在读高中的罗博深第一次入选全美仅 30
个名额的美国奥数集训营，并于第二年夺得国际奥林匹克数
学竞赛银奖。
从 2014 年开始，罗博深正式指导美国奥数队，曾于 2015 年
带领美国队夺得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IMO）冠军，打破了美国
21 年与冠军失之交臂的铁律，并于 2016 年带领美国队蝉联冠军，
2017 年也获得第四名的好成绩。他认为赢得比赛并不是检验成功的
标准，让学生建立起对数学的兴趣和探究深层次数学奥秘的能力才
是奥数的魅力所在。

奥数与学校教科书数学教育的
区别是什么？奥数能让我们学到哪
些在教科书里学不到的东西？

78

我认为两者都很重要。因为，当
你学习任何概念时，都有很多层次，
从最基础的概念理解到深入地去理解
概念、公式，去解决复杂的问题，以

及为什么它们是真的，你又怎么样创造
性地使用它们，去解决你之前碰到的、

学奥数需要天赋吗？

没用这种方法处理过的问题。所以，从
概念的基本字面理解到深度理解有很大

我并不相信天赋。我相信人的能力

的跨度。确实，当你开始学习数学时，

可能存在自然的偏差，但是我认为这种

你会从知识性内容开始，准备一项测验

差异不会很大。比如，人的身高有高也

时，也可能是在探索知识性的内容。但

有矮，但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能比另

是，奥数更关注融会贯通，关注用复杂

一个人高 100 倍。在我指导学生的经历

的方法使用这些概念的能力，是深层次

中，那些被认为已经非常优秀的学生和

地了解一个概念，并找到与之前所做题

不那么优秀的学生实际上大多都可以达

目的不同点和创新点。因此，你两者都

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重要的是拥有一

需要。

个鼓励学生解决深奥题目的环境，奥数
让他们可以挑战自己，可以接触到更难、
美国学生一般都是抱着什么目

更深的问题。

的学奥数的？
您认为学生什么年龄开始学习
在美国，学生接触更深层次问题的

奥数合适？

途径往往是美国数学协会举办的数学比
赛。这些比赛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去体验

你在学习如何做加减法的年龄就可

更深一步的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也是美

以开始思考更深的数学问题了。当然，

国数学竞赛能提供的巨大价值。否则，

学习年龄也因国家而异。美国数学联赛

人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有更深层次的东

（AMC）规定的年龄是从八年级开始，

西，并以此推动自己。

这也是考虑到学生已经学习了乘法、基
础几何和代数。

奥数是学习、训练，还是竞技？

您怎么能发现那些对数学真正
感兴趣的学生？

我并不喜欢“训练”这个词。我倾
向于笼统地称其数学学习。说起训练，

我作为老师的目标不是去辨认这

你会想到你在用和其他人一样的方法，

个人是不是已经有兴趣，而是在我结

目的只是尽力做得更快、更准确。这样

束教学的时候，他们产生了兴趣。所

做有些用，但我认为更有用的是追求深

以不管他们之前是不是有兴趣，我的

度学习。

目标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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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怎么教美国奥数队队员

美国的奥数队是怎么选拔的？

的？自己有什么独特的方法？
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在中国，
很多学生都在通过海量做题进行训
练。 我 认 为， 这 个 方 法 对 提 高 准 确
率 和 速 度 来 说 绝 对 有 效。 但 是， 如
果你想专注地深入理解数学，题海战
术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我在教学时可
能让学生花半小时解答一个题，让学
生从多个角度深刻地了解数学的奥
妙。 为 了 解 决 专 家 设 计 得 非 常 巧 妙
又值得思考的问题，好的训练方式是
兼 顾 两 种 方 法， 一 是 花 大 量 时 间 练

进入美国奥林匹克数学国家队参
加国际赛事的竞争非常激烈，要获得候
选资格，学生们须参加一系列由美国数
学协会组织的比赛，就是 AMC。全国
参赛的 30 万人中约有 1 万人晋级到美
国数学邀请赛（AIME），成绩排名前
500 的选手可以入围美国初级奥数竞赛
（USAJMO），其中只有 60 人进入奥
数集训营，经过几轮专业考试测评和美
国奥数竞赛（USAMO），最后选出 6
人代表美国参加国际奥数比赛。

习 解 题 方 法， 一 是 确 保 你 仍 有 余 力
思 考 更 难、 更 具 挑 战 性 的 问 题， 这

对那些想将孩子送入奥数班的

些 问 题 会 带 你 踏 入 更 深、 更 有 趣 的

家长，您有什么忠告？对那些喜欢

数学领域。

奥数的孩子，您有什么指导、建议？

如果你在做题过程中不断积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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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的方法，就可以归纳出一些解

我要给的第一条建议是不要用胜

题模式，当你看到新的题目时，可以

利与否来评价成功。因为只有一部分

立刻想到最佳的解题方法。但是对于

人能赢，这也是我们在美国所做的。

奥数来说，即便选手已经对解题非常

我们并不以在国际奥数比赛中获胜为

熟练了，也无法一下子就知道从何处

单一的目标来进行国家队训练。胜利

着手。就像进入了一个找不到出口的

是第二位的，第一是技能的培养。特

花园，你会尝试和探索，然后你找到

别是对于父母来说，我认为他们现在

了 路。 因 此， 解 题 时 一 般 要 花 大 约

应该去深入了解学生是否真的热爱数

20 分 钟 的 时 间 来 确 认 应 该 用 哪 种 方

学、科学，只有真正热爱，学起来才

法，这也是提升创造力的过程。相反

会有热情。父母要做的就是帮助学生

地，那些反复练习的问题，其实是一

找到灵感，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这个东

些标准的、你一看就知道该怎么解的

西这么有趣——它们具有天然的乐趣

问题。

呢！可不仅仅是有用。

您如何看待数学教育？

对个人来讲，数学和数学竞赛
给了您什么？

也许有人会问，人们花这么多时
间在数学上有什么用？我认为，数学

我热爱人；我喜欢做一些不可能

是 21 世纪最为重要的学科之一，全球

的事情；我热爱策略性或者分析性的

经济和技术的创新扎根于能够创造性

思考。我发现数学和数学竞赛给了我

地解决问题的数学思维。这些技能全

涉及以上三件事情的渠道。一起竞赛

部要靠大量的数学实践获得。因此，

的都是非常有趣的人；我喜欢帮助人，

我认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关

我喜欢给人做指导老师，因为这能帮助

注一个人能否在国际比赛中赢得奖项

下一代。比赛可以让我挑战那些看起

并不令人激动，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整

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且让我在竞

个文明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们

赛中竭尽全力。很多时候，人们认为

需要掌握各种 21 世纪发展所需要的数

数学仅仅是加、减……其实，数学之

学技能。因此，他们能否赢得奥数比

美是创造，是解决问题。这就是数学

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培养出了

和数学竞赛给了我的。

一大批能够应对 21 世纪挑战的人才。
美国奥数国家队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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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数学差
作者：塞琳娜·阿兹（Céline Aerts）
译者：杨红梅

“女孩＝数学差”就像一句魔咒，让许多女孩在理科学习面
前败下阵来。最新研究发现，女孩并非天生与数学绝缘，而是“女
孩不擅长数学”的刻板印象在作怪。因此，父母应利用一切机会
潜移默化地培养女孩对数学的兴趣，而且这一尝试越早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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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 VS 女孩，一样？不一样？

荷兰
瑞士

在很多国家，一般来说，在初等教育

爱尔兰

阶段，女孩各科表现都很优秀。但是，她

斯洛文尼亚

们的科学课成绩往往会随着学习的深入逐

奥地利

比利时

渐下降。为了进入大学，这些

卢森堡

女孩会选择文科作为将来

匈牙利

经合组织
指经济发展与合作
组织，是全球 35 个市场
经济国家组成的国际
组织。

捷克

的发展方向。调查发现，

澳大利亚
巴西

在经合组织（OCDE）国

挪威

家中，拥有理科文凭特别

斯洛伐克
法国

是数学文凭的女性不到总

葡萄牙

数的 40%。
20世纪70年代，有种观念认为人脑

西班牙
男性

经合组织平均水平
英国

两侧是不对称的：女性的左脑半球通常比
右脑半球发达，因而她们的语言能力较

丹麦
美国
女性

瑞典

强；男性右脑半球比较发达，所以他们在

加拿大

空间感知上有专长。数学的学习恰好需要

智利

良好的空间感知能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新西兰

波兰
韩国

男孩在数学上的表现比女孩优秀。

以色列

人们也找到了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

意大利
芬兰

2003 年针对经合组织国家 15 岁孩子进

希腊

0

印度尼西亚
20

研 究 专 家 凯 瑟 琳· 维 代 尔（Catherine

土耳其

40

法国神经生物学家、性别认知差异

墨西哥

60

断言，男性在数学和科学上更有优势。

爱沙尼亚

2008 年 各 国
拥有数学和
计算机信息
学高等文凭
的男女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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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的数学成绩都更优秀。于是，人们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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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测试结果显示，不管在哪个国家，

Vidal）认为，大脑完成一项工作是靠整
个大脑的各个部位（左脑或右脑）合作
完成的，无论是语言还是空间感知。针

右脑

左脑

对某个问题的同一个解决方案存在着不
同的大脑激活方式。即使为了达到同样
的结果，不同的个体也有他们各自的策
略和激活大脑的方式。因此，维代尔认
男孩和女孩的大脑比较，男孩更擅长逻辑、推理、系统分析，
女孩更擅长语言、艺术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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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男女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别。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也

同时，维代尔也认为，个人经历在

称“自我应验预言”，指的是人们会不

大脑的发育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大

自觉地受到自己喜欢、钦佩、信任和崇

脑的模式是在人生最初的 15~20 年内

拜的人的影响和暗示。这种暗示，会产

形成的。在这段时间内，内部环境（食

生积极的影响，成为你梦想成真的基石。

物、生长激素等）和外部因素（家庭、

比如，当孩子被寄予更高的期望时，他

文化、社会等）都会影响大脑的构建。

们往往会表现得更好。
但是，孩子往往更容易受到消极刻

这说明社会文化因素在大脑的发育中起
着重要作用，但未显示性别对认知能力

板印象的影响，进而导致学习成绩下降。

的影响。所以，理论上女孩完全能够和

比如，如果家长或老师认为男孩更适合
学习数学，这种观念将影响学生

男孩一样取得好的数学成绩。而

对待各学科的态度。最新的研

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男孩和
女孩受教育的机会渐渐趋于
平等。2012 年，几个国家的
女孩科学成绩甚至都超过了
男孩。

刻板印象
专指人类对于某
些特定类型的人、事或
物的一种概括的看
法。

直接影响，还存在其他会影
响成绩的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威胁

可是，仍然有许多国家女孩的

1995 年，克劳德·斯蒂尔（Claude

科学成绩落后于男孩，特别是数学成绩。
这是为什么？

究表明，除了老师和家长的

Steele） 和 约 书 亚· 阿 伦 森（Joshua
Aronson）在密歇根大学进行了一项实

看不见的陷阱——刻板印象
让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一下社会文化

验。他们挑选了 30 个女孩和 24 个男
孩，他们的心理学、SAT 数学成绩相当。

因素对认知能力的影响，比如刻板印象。

这些学生被分成两组，并被要求在电

刻板印象就像一个看不见的陷阱，在你

脑上完成一个测试。在开始测试前，

尚未察觉的时候将你拉入黑暗谷底。我
们的社会中存在大量的刻板印象，诸如

在数学测试中，当提示结果存在性别差异时，男孩和
女孩的测试评分差异显著

“白人比黑人更容易获得学业上的成
的理科很厉害”“和男孩相比，女孩在
数学方面极差”……
19 世纪 60 年代，莱奥诺·雅格布

测试评分

功”“黑人更擅长体育运动”“亚洲人

森（Leonore Jacobson）和罗伯特·罗
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通过试验
证明，刻板印象会对学校教育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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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无性别差异组
男孩

提示有性别差异组
女孩

向一组参与者宣布测试成绩会有性别
差异，对另一个小组宣布测试成绩没

为什么不少女性会疏远科学和数学。
这个现象在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
突出，因为年轻人的心理更易受到刻板

有性别差异。
测试结果显示，在提示测试成绩没

印象的控制。按照克劳德·斯蒂尔的观

有性别差异组，男孩和女孩的成绩一样

点，很多女孩进入了一个对数学和科学

好；在提示存在性别差异组，女孩的测

没有“归属感”的阶段，因为她们看不

试成绩就大大降低了！

到任何能够提高自己在这方面的自信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根据研究

机会。事实上，在这个年龄阶段，其他

人员的分析，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刻

人对自己的看法很重要，父母和老师无

板印象。它降低了参与者的积极性，导

意的一句“数学是男孩的事”就会让女

致她们在回答问题时思考的时间明显减

孩感到气馁。或者，在女孩自己的概念

少。这个现象被称为“刻板印象威胁”。

里，太聪明的女孩不太可爱，或者家长

同样地，如果女孩认为自己的数学

对女孩子的期待本身就比较低。

比男孩差，那么，在现实中，她们在数

这种刻板印象不仅在人群中广为流

学方面表现得可能就真的比男孩差。这

传，还大量存在于电影、电视节目中。

是因为，当女孩把自己与某一消极的刻

尽管一些女性在长期与这种刻板印象进

板印象联系起来，她就会缺乏自信和动

行斗争后获得了成功，她们仍然压力巨

力，从而使成绩受到影响。处在这种境

大，这种压力会一直延伸到工作领域。

地的女孩，往往会低估自己的能力。于

我们应该为扫除这些障碍做些努力，让

是，被消极的刻板印象打上烙印的人会

每个孩子的才能都能得到最好的发挥，

放弃对自己的“投资”，这也就解释了

无论男孩还是女孩。

“刻板印象威胁”会导致女孩陷入不自信的心理状态，并
且往往低估自己，最终在数学上的表现真的不如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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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除刻板印象？
首先，不要轻易相信并传播这些刻

学好的女孩”“我们家的人体育都很
优秀”或者“我们家的人都具有语言
天赋”等等，这些刻板印象限制了人

板印象。
由于“刻板印象威胁”的存在，对
传递给孩子的信息，家长和老师应倍加

们发挥才华的空间。
我们也应该多展示一些成功女性的

小心，因为这些信息会影响孩子对自身

案例。比如，在法国，从 2009 年开始，

能力的认知。

一些与女性参与的数学协会一年会组织

每个人的头脑里也可能有这样的

几次“女孩与数学，闪亮的方程式”活

画面和意识：“我们家没有出现过数

动日。这个活动面向年轻的女孩：初中
生、高中生和预科生，目的是鼓励她们
学习数学。在活动期间，年轻人可以参

小游戏
描述你对家族的认识，你可以用这样
的句子：
“我们家的人是……”
“我们家的人不是……”
“在我们家，我们做……”
……
请把你的家人和职业填到家谱的对应位
置上。

加几个不同的项目：报告会、戏剧或者
与女博士、女数学家或女工程师一起开
展的小组讨论会。这些活动展现了数学
或科学的前景，也会指出存在的困难，
比如社会成见或制度方面的问题等。

锻炼空间能力
空间能力是学习科学的重要前提，
也许女孩在这方面的开发还不够。事实
上，空间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培
养的。中国儿童能够掌握皮亚杰（Piaget）
练习的年龄要远远低于美国儿童，几乎
所有孩子在 17 岁时都能完全掌握，而
美国很多学生在这个年纪却落后很多。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中国儿童在六年
的初等教育阶段就已经开始学习几何
了。而且，汉字非常像几何图形，这也
有助于他们找到水平线，画出水位线也
是同样的道理。比如皮亚杰杯中水位实
验：要求画出一个倾斜的未装满水的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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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的水位线。正确的答案是水平线（黑
色实线）。女孩没有男孩画得准确，她
们试图画得和杯子边平齐（虚线）。
此外，一项研究对位于加拿大东部
巴芬岛（Baffin）的因纽特人（Eskimo）
的空间能力进行了比较：女人和男人一
样要去打猎，打猎需要在选定方向后对
距离和方向做好标记。这种训练让的女
人和男人一样具有良好的空间能力。
为了提高女孩的空间能力，非常重
要的一点是，在她们非常小的时候，就

在皮亚杰杯中水位实验中，与正确答案（黑色实线）
相比，女孩画出的水位线（虚线）更倾向于与杯子边
平齐

通过一些趣味活动来激发她们的这种能
力。我们可以鼓励孩子进行一些搭建类
的游戏，如乐高、3D 拼图，并进行一

大部分游戏光盘、高科技仪器或计算

些视觉分辨练习，比如在给定的空间内

机程序是由男性创造出来的，它们的

找到隐藏的图形等。女孩应当积极地参

组织和呈现方式也更吸引男性。如果

与体育锻炼，因为体育活动能够增强身

将这些软件“色彩化”，让它们吸引

体的协调性，同时改善空间能力。

女性，就可以让女性更多地参与到这

此外，一些视频游戏也可以帮助女
孩快速提高对视觉空间的敏感性，特别
是俄罗斯方块等。

些领域。
女孩并非天生科学学习能力差，
显而易见地，数学能力可以通过后天的
努力而提高。不过，这可能会受到所处

迈向科学领域

国家的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如对女孩的

对于中学女孩而言，应该把重点放

消极刻板印象。近十年来，虽然女性在

在具体的科学方面。虽然女孩像男孩一

数学、科学以及技术领域已经向前迈进

样使用智能手机和电脑，但是她们不一

了一大步，但是文化上存在的障碍还是

定能把这些技术和数学联系起来。因此

巨大的。

要特别注意这方面能力的培养。同时，

在当今这个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

注意避免那些可能影响女孩参与度的性

界，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让年轻人的

别歧视言论。

潜力得到最大的发挥，让他们获得良好

最后，让技术色彩化。在现实中，

的教育，参与到各种科学挑战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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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数学哲学：
数学是真理吗？
作者：潢黎阮（Lê Nguyên Hoang）
译者：邹萍秀

数学是一个知识体系，但它不包含真理。
——莫里斯·克莱因
由于数学，人们就相信有永恒的、确切的真理。
——伯特兰·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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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科学家中，恐

柏拉图主义

怕只有数学家在主张自己

在进一步阐述之前，

的理论是真理时会显得

我们应该首先思考数学

有 些 畏 缩。 这 是 因 为，

是 什 么。 这 个 问 题 可 不

对大部分的数学家而言，

简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真理是需要经过严谨、无可

数学就是研究几何图形和数

非议的证明的。
科学理论很少需要证明，它们通

字的学科，人们假定这些图形和
数字是确实存在的。

常只需要实验数据的支持。但是，有时

然而，人们并不清楚这些数学元素

候数据并不严谨，即使是测量最精准的

是否存在于真实世界里。比如，你手里

数据也有可能是错误的。2011 年就发

可能正捧着 2 个苹果，但你是否捧过数

生了这样一起“乌龙”事件，在当时的

字“2”呢？数字“2”是真实世界里的

“OPERA”实验（一项大型国际物理

一个物体吗？用什么方式可以摸到、听

学实验项目）中科学家探测到了一种超

到或看到数字“2”呢？

越光速的粒子——后来证明是光缆出了
问题。

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Plato）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带来的困扰。

然而，这并不是数学家认为实验或

他明白数学实际上并不存在于真实的世

观测数据无法证明理论的唯一原因。科

界里。真实世界里的圆从来不像数学中

学理论包罗万象，但是数据通常只能检

的那般完美，地球也不是数学意义上的

验科学理论的其中一个结果。因此，即

完美球体——它的表面群山遍布，而数

使人们对数据的可信度并无异议，数据

字也不是我们能够在真实世界里感知的

充其量也只能确保科学理论的某一特定

物体。

结果是正确的。就算一项科学理论的某

但是，柏拉图觉得数学的抽象概念

些结果是正确的，这个理论也可能是错

是一些独属于它们自己的存在。因此，

误的。例如，地心说预言太阳会在每天

他说，尽管它们不存在于真实世界里，

早上升起，然而，即便观察到太阳会在

但它们仍然存在于某个“理想世界”——

每天早上升起，也并不能作为支撑地心

顾名思义，就是想象中的世界。数学让

说的一个证据。

我们接触到了真理，这真理与我们真实

通常，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哪一个科
学理论能够仅通过证明就被视为真理。
不过，也有人认为数学具有缔造真理的
特殊能力。事实上，有人主张只有数学

的世界无关，而是存在于“理想世界”
里的概念。
现在，柏拉图的数学直觉依然在数
学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

能产生真理。那么，数学是真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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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数学家皮亚诺在 1890 年构造了一条能够填满
一个正方形的曲线，给出了“一维的东西不能填满二
维方格”的反例，这条曲线处处连续，但也处处没有
变化率

魏尔施特拉斯在 1872 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函数，
将它的任何一点放大，所得的局部图都与整体相似，
因此函数并不会因为放大而显得更加光滑，它虽然处
处连续，却处处没有变化率

经证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错误的”。

公理化和悖论

比如，与欧氏几何不同的所谓非欧几何

19 世纪时， 出现了所谓的“ 数

告诉我们，在弯曲空间里，毕达哥拉斯

学怪物”。德国数学家魏尔施特拉斯

定理是错误的，而我们所处的时空处处

（Weierstrass）发现了一条奇怪的曲

都是弯曲的——虽然只是轻微的，这是

线，这条曲线处处连续，却没有一处可

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的事实。这也就说

以用笔画出，因为线上的任一点的变化

明，我们所学的平面几何在某种意义上

率都不存在，画的人无法知道每一点该

并不适用于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

朝哪个方向画。意大利数学家皮亚诺

19 世纪后期，数学看起来更像是

（Peano）则发现了一条能填满正方形

一个由相关事实交织成的一个纷杂的网

的曲线。这些都与人们原先对数学的认

络，而不是我们认为的一座在坚实地基

识大相径庭。

上精心建造的大厦。这个网络存在许多
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它通常导致循环论

古典的欧氏几何久负盛名，现在学
校里学的平面几何就是欧氏几何。但是，

证，比如“因为 Y 真，所以 X 真”和“因

这个已经流传了 2 000 多年的经典理论

为 X 真，所以 Y 真”。逻辑学家往往

体系，如今却面临着动摇的危险，因为

认为这种循环论证是无效的。

C

A
B
欧氏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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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 b 2 ＝ c 2

C

A

A
B

球面几何 a2 + b2 ≠ c2

C
B

双曲几何 a2 + b2 ≠ c2

伯特兰·罗素，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
辑学家、历史学家，1950 年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也是 20 世纪欧洲最著名、影
响最大的学者，代表作有《西方哲学史》
《数学原理》

为了避免这种无效的证明，
数学家开展了一项伟大的工作，他们
要为数学大楼建造一个坚固的地基。这
个地基就是最基本的、不证自明的定理，
称作“公理”。

罗素构造了一个集合 S，并设集合 S 由一
切不属于自身的元素组成，即“S ＝ {x|x ∉ S}”。
换一句话说：S 集合了 a、b、c，等等，所有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皮亚诺提出了

一切，a 里面包含了很多元素，但是不能包含

一条有关数字的最简单的公理，即任何

a 自己；b 也包含很多元素，但是不能包含 b

数字后都有另一个数字。简单来讲，这

自己；以此类推。然后罗素问：S 是否能够把

相当于，如果“n”是一个数字，那么

自己（也就是 S）放进去呢？如果放进去了，

“n+1”也是。如果你认为这个说法是
显而易见的，就证明了皮亚诺把这当成
公理是对的。不显而易见的断言决不会
被视作公理。

等于放进去一个包含自己的集合；如果不放，
又不符合“由一切组成”的定义。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用来解释罗素悖
论，这就是“理发师悖论”，说的是有一位
理发师 A，他的准则是：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

提出这种不证自明的主张似乎是

刮脸的人刮脸，而且也只给这些人刮脸。来

件很容易的事情，事实并非如此。例

找他刮脸的人络绎不绝，自然都是那些不给

如，我们可以把所有数学元素放在一个

自己刮脸的人。有一天，理发师 A 从镜子里

叫作“所有集”的集合中，这看起来就

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抓起了剃刀。紧接着，

是不证自明的。然而，1901 年时，伟
大的逻辑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却证明，把这个事实作为一个
真理，会在数学领域产生一个灾难性的
悖论。这就是著名的罗素悖论。
罗素悖论的提出，被认为是数学史
上的第三次数学危机。
今天的数学大都建立在德国数

他本能地想了想：如果这时他刮了，他便属
于“给自己刮脸的人”，那么就不能被理发
师 A 刮；如果不刮，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
脸的人”，理发师 A 就应该刮。怎么办？
另一个例子是“书目悖论”。它是这样
描述的：一个图书馆编纂了一本书名词典，
它要列出这个图书馆里所有不列出自己书名
的书，那么它列不列出自己的
书名？

学 家 策 梅 洛（Zermelo） 和 弗 伦 克 尔
（Fraenkel）提出的集合相关理论的基
础上，因此集合论中悖论的发现自然地
引起了对数学整个基本结构的有效性的
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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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主义

直觉的结果。比如，在构造主义数学的

事实上，似乎现在越来越多的数学

主要方法——类型论中，定理相当于某

家更倾向于采取另一种方式探索数学，

个类型“T”，而“证明”定理则相当

它的核心是“要证明一个东西存在，就

于确定类型“T”中的元素“t”。信奉

要把它构造出来”，这种数学哲学被称

柏拉图主义的类型论学家可能会断言，

作“直觉主义”或者“构造主义”。

元 素“t” 是 证 明“T” 为 真 的 一 个 论

但是你要当心了，因为纯粹的构造

据。但是，纯粹的“构造主义者”对这

主义者几乎一点儿都不关心真理。根据

一事实的解释却是，“t”提供了一种

构造主义理论，数学与证明真理无关，

用来构造“T”的元素的方法。实际上，

它更多的是想确定运算法则，来解决问

构造主义所关心的是构造这些元素的方

题。通常，当解决一个诸如“a+x ＝ b ”

法，而不是“T”的真假。

的方程式时，在构造主义者看来，其关

又如，一个简单的定理断言，在

键不在于这个方程式有解这一事实，而

0~9 这 10 个数字中，至少有一个数字

是可以通过计算“b-a ”的值来得出这

会无限次地出现在 π 的数值中。任何

个问题的解。构造主义数学家将数学问

一位柏拉图主义者都会欣然地将其奉为

题归结为构造出解的过程。因此，真理

真理，但是构造主义者认为该定理是无

的概念也失去了大部分的直观意义。

用的，因为它并没有构造出那个会无限

“构造主义”也产生了许多高度反

次出现在 π 中的数字。该定理可能是
真理，但这个真理却是个无用的概念。

美国数学家哈罗德·爱德华兹所著的《构造主义数学
的分析》，封面是构造主义数学的代表人物、著名数
学家高斯、阿贝尔和克罗内克

因此，构造主义者认为，真正有用的是
构造解题方法。

真理“真”吗？
即使你十分抵触构造主义理论，
但是不可否认，不考虑理论的真伪而
只关心它是否有用也十分有趣。世界
级非欧几何界专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曾说：“几何学不是真理，
但它是有用的。”他的意思就是说，
数学和科学上很多领域的研究，应该
选择与研究目的最为契合的几何学类
别，而不是无休止地争辩哪一种几何
学才是真理。
也许这也适用于整个数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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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的内角和
等于 180°吗？
作者：让 - 皮埃尔 • 博笛（ Jean-Pierre Petit）
译者：秦捷

欧
几
里
得
公
司

军事部

欧几里
得定律

送货服务

研究室

用三根拉近的细绳，
也就是三根测地线，昂塞
姆做了一个三角形。

B

他用量角器量出三个顶角， A，
B 和 C 的度数，然后求和。

A

根 据“ 欧 几 里
得 公 司” 的 一 条 公
式， 三 角 之 和 就 为
180°。嗯，很好！

93

嘿！我可要拉紧了。

马上试试看！

这 就 是 顶 点 B，
接下来只要再拉两根细
绳，就可以找到第三个
顶点了。

科学好神奇啊！

昂 塞 姆 走 啊 走， 走 啊
走……他就这样走了很久很
久。在他后面，这根测地线
也被越拉越长，而且，它是
那么直，所以昂塞姆就只管
放心地往前走。就这样，他
拉起了一条完美的“测地线”。

天 啊！ 这
个三角形大小
倒 是 相 等， 但
怎么度数都大
于 60°呢？

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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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条圆上两点
间的橡皮筋拉紧了。

放！

砰

这 样， 我 们 就 可
以画出一条测地线。
北极

纽约

大圆

马德里
北回归线

赤道

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极圈
和回归线也都是纬线。纽约和马
德里在同一纬线上，但我们都知
道，这条纬线从纽约到马德里的
弧线不是它们之间的最短路径，
最短路径在大圆上。

C

南回归线
南极
一个三角形必然是由三
条大圆上的弧线组成的。

A

我们可以用透明胶或者橡皮筋在气球上做一
个三角形。然后用量角器量出每个顶角的度数。

B

相反，假如三角形的表面几
乎占了整个球面，也就是（4πr2），
那么三顶角之和就是 900°了。
在球体的一个很
小的表面上，我们可
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平
面，这样，三顶角总
和就是……

……非常接近 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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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橡皮筋做这样一个三角形。

这 样 看 来，
这就是一个等边直
角三角形了。

这是一个特殊三角形，因
为它的面积正好是整个球体的
八分之一。

昂塞姆在一个新的地点着陆了。马上，他开始拉测地线。这次……

天 啊， 我 这
回又会碰到什么怪
事啊？

这次，他的测地线不再重合了。

看，又有新发现了。

用三根拉筋的细绳做了一
个三角形后，昂塞姆发现它的
三内角总和小于 180°。

拨 开 云 雾 一 看， 才
知道他现在在的这个地
方像一个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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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裂了！

真不容易，这个“平面”
一放在球面上就起皱。

包装测试！
一个平面可以包在一个
圆柱或是一个圆锥的表面。

不要紧张，让我来用透明胶
把三根细绳贴到圆柱上面做一个三
角形……

然后我把
圆柱放平。
总而言之，如果三角
形三内角之和为 180°，
这就是欧氏空间。

在宇宙空间中，在某种情况下，三束
光构成的三角形的内角和就大于 180°。
这就是非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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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欧空间是数学家闲着没事想象
出来的吧？至少地球上没有这样的地
方。我们的光永远是直线传播的。

…… 但 是， 假 如 密 度 大 于
10-29 克每立方厘米的话……
…… 那 么 宇 宙 就 是 一 个 超 球
体。这样，它就会自我封闭起来。

……假如我们生活的宇宙
里 的 物 质 的 密 度 都 小 于 10-29
克每立方厘米的话……
……那么宇宙就会弯曲，
这样它就会变得无穷大……

也就是说，假如这个平均
密度等于 10-29 克每立方厘米的
话，宇宙就是个欧氏空间……

爱因斯坦博
士， 我 猜 想 对 了
吗？

嗯，对……

我们为什么要担心
这么多，假如我们生活
在欧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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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混淆起来
了， 我 到 底 要 去 哪 里
啊！要是我们进入到非
欧空间怎么办？

阿根廷
世界上有四种国家类型：发达国家、不发达
国家、日本和阿根廷。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西蒙·库兹涅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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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隆夫人
与阿根廷
作者：田耕泽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我从未离你而去
在那段狂野岁月
和疯狂历程之中
我始终信守诺言
别把我拒之千里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艾薇塔·贝隆（Eva Perón），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被世界所熟知——贝隆夫人。
1978 年，随着英国著名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韦伯（Andrew Webber）的音乐剧《艾
薇塔》走红，贝隆夫人，这位在阿根廷人心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的女士也随之闻名
世界。更甚者，音乐剧中这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大红大紫，声名远远超越了阿根
廷的国歌——《祖国进行曲》，成了世人眼中阿根廷的代表。
命运多舛的贝隆夫人英年早逝，许多年后，支持她的人依旧热爱她，反对她的
人依旧指责她。在这里，我们就来聊一聊贝隆夫人的生平、聊聊世人给予了她哪两种
截然不同的评价，透过贝隆夫人再说一说有关阿根廷的往事。

100

艾薇塔的生平

贝隆利用群众对前政府的不满，同

在任何有关贝隆夫人生平的文章与

副总统一起发动军事政变，迫使前总统

作品中，她早年的不幸遭遇都会被拿出

辞职，新总统上台，贝隆被任命为陆军

来叙说一番：生父早亡、作为私生女遭

部长和副总统。上任不久后贝隆被政治

到父亲家族的唾弃、随母亲流落外地勉

对手囚禁，但在大批的贝隆支持者游行

强糊口。1934，年轻的艾薇塔逃离了

下，政府不得不释放了贝隆。在后来的

贫困的小镇，在她的自传里，她叙述道：

艺术作品中，大多是因艾薇塔的多方奔

“小镇里去过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

走，才发起了起这场游行；而一些历史

都把那里称为‘一个神奇的地方，到处

学家则表示当时的艾薇塔并没有什么政

都充满财富。’”历史在这里就开始产

治影响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出狱后的

生了分歧，在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言中，

贝隆立刻就迎娶了艾薇塔。冉冉升起的

不少人坚信她是和一个年轻的音乐家私

政治明星迎娶了一位私生女出身，声誉

奔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而艾薇塔的支

具有不确定性的交际花，在那个保守年

持者则认为，她是陪母亲去拜访布宜诺

代，这样的婚姻是令大众哗然的。

斯艾利斯的朋友，最后为了实现当演员
的梦想而留了下来。

1946 年阿根廷大选，贝隆以压倒
性的优势获胜当选总统。此时已是“第

在这产生分歧的原因也正是后来大
家对艾薇塔产生非议的缘由。当时的布

夫妻二人在总统府内的油画像

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为“南美洲的巴黎”，
显然是一座大都市。乡下来的艾薇塔从
最底层的舞女做起，依靠自己的年轻漂
亮在都市中结识了许多男性，并且同时
与他们维持着关系。艾薇塔的职业也一
变再变，从舞女最终变成了演员，参演
过歌剧、广播剧直至电影，成为游走在
阿根廷上流社会的交际花。
支持她的人认为艾薇塔出身贫寒，
依靠自己的努力换来了金钱与地位。而
在反对她的人眼里，艾薇塔是用美色依
靠男人上位。1944 年，艾薇塔见到了
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上校胡安·贝隆
（Juan Perón），二人相谈甚欢，不
久她就成了贝隆的情人。这一年贝隆
48 岁，艾薇塔 2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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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人”的艾薇塔走到台前帮助丈夫，

二人。对瑞士的访问被认为是最糟糕的。

在公众面前发表有力的演讲，宣传丈夫

作家约翰·巴恩斯记述道：“道路两边

的政治主张。这是阿根廷第一次有女性

有人扔石头砸碎了汽车挡风玻璃，艾薇

能如此在政治活动中亮相。虽然艾薇塔

塔吃惊地躲开，没有受伤。抗议者还向

已经变得很富有，她却强调自己卑微的

她和外交部部长扔西红柿。”

出身，阿根廷贫困阶级对她充满好感。

回到国内的艾薇塔参与到更多的社

为了获得欧洲国家的认可，总统的

会活动中：为阿根廷女性争取投票权、

欧洲外交之旅应运而生。艾薇塔跟随丈

创办基金会与穷人救助中心。1949 年，

夫神采飞扬地访问欧洲各国。她美貌得

艾薇塔在一个剪彩现场晕倒，被确诊为

体，风采迷人。欧洲媒体将此次出访称

子宫癌。这在国内引发了巨大的恐慌。

作“彩虹之旅”。同时，她也获得“贝

人们纷纷走进教堂，为她祈求平安。

隆手中的王牌”“阿根廷玫瑰”等称号。

1951 年 10 月，艾薇塔在病床上投下了

《时代》将旅程中的艾薇塔登上了周刊

阿根廷第一张属于女性的选票。1952

的封面，并以“艾薇塔·贝隆：连通两

年 7 月 26 日，年仅 33 岁的艾薇塔·贝

个世界的阿根廷桥梁”的标题。这是该

隆香消玉殒。当晚，阿根廷国家电台的

刊迄今唯一一次将南美国家第一夫人放

广播员声音哽咽地向全国宣布：“艾薇

在封面上。夫妇二人在西班牙和法国受

塔·贝隆——国家灵魂，民族的精神领

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梵蒂冈教皇和英国

袖，逝世。”虽然艾薇塔已不担任任何

国王似乎因为她的出身，并未热烈欢迎

政府公职，但贝隆政府仍选择以国葬规
格为她举行葬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近 300 万人参加了葬礼，各地都举行了
悼念活动，花店的花束全部脱销。

发表演讲的贝隆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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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工资与福利，所有开支都在增加，财
政部不得不将亏损转到下一年。这种情
况下，阿根廷国内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
困难，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物价上升，
食品和房租的价格上涨，国内出现通货
膨胀。
1952 年 时， 阿 根 廷 的 通 货 膨 胀
率达到 30%，人民的生活费用增加了
73%，工资却只提升了 35%。工人们
对贝隆政府支持率下降。同时，艾薇
塔·贝隆的去世也对庇隆政府的民众支
持度产生了一定的负面的影响。1955

世人的评价

年，阿根廷国内的反对派发动军事政变，
贝隆被迫逃亡。即使多年后贝隆再度回
来执政，状况也并无根本改观。

世人对贝隆夫人的评价与丈夫胡

时至今日，在阿根廷的游行中，贫

安·贝隆政府的统治密切相关。贝隆政

民阶层还是会打出“贝隆总统万岁”的

府根据贝隆主义的原则采取了经济独立

标语要求均贫富，怀念贝隆夫人，传颂

和企业国有化的经济政策，把关键的工

她的事迹。而企业家和精英阶级则认为

业与公共设施收归国有，成立国有企业，

贝隆夫妇所提倡的理念其实就是民粹主

将大量的财政投入工业，以提高工人阶

义，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

级待遇和社会救济，这是贝隆政府得到

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实

底层民众支持的原因所在。

际是对民意的操控。

专家学者认为，贝隆的政策是靠战

历史学家赫伯特·赫林这样评价贝隆

后阿根廷特定的条件才得以实行的。二

夫人：“也许是出现在南美洲政治舞台上

战后的欧洲粮食短缺，迫切需要粮食和

的最聪明的女人”。贝隆政府时期曾担任

肉类，以出口粮食和牛肉为主的阿根廷，

阿根廷 GDP 增长图表（1968—2012）

获得连任支持率，贝隆不断提高工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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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扩张导致物资和能源的紧缺。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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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流失，失业人口猛增，以及工业部门的

10.00

1974

无力解决农业问题，最终导致农业人口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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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缓和。而贝隆过度专注于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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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随着欧洲国家经济的恢复，缺粮情况得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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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机发了财。但是这一时期并不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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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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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阿根廷大使的约翰·贝尔福这样评

家类型：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日本

价艾薇塔·贝隆：“她在任何标准上都是

和阿根廷。”20 世纪初的阿根廷是南美

一个非常特别的女人，人们对她产生了截

洲中最受欢迎的白人移民国家，欧洲移

然不同的感情。她称之为富人的特权阶层，

民带来的发展使阿根廷于 20 世纪早期

憎恨她，他们把她视作为一个无情的女人。

跻身世界第七富国。阿根廷的人均 GDP

而另一方面，下层群众崇拜她，把她看作

甚至一度超过法国，达到世界第五。

是从天上降下的一位贵妇。”

但 1930 年之后，阿根廷发生过 7

许多学者还将贝隆夫人视为一种文

次军事政变（包括贝隆总统发动的军事

化现象，英国学者尼古拉斯·弗雷泽认

政变），局势混乱与政治局势动荡导致

为：“在艾薇塔时期，一个前艺人参加

经济发展缺乏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公共政治生活被认为是可耻的。但到了

发 布 的 2016 年 全 球 GDP 排 行 榜 中，

20 世纪末，公众已经沉迷于对名人的

阿根廷排名第 21 位，GDP 增速为负增

崇拜，在这方面，艾薇塔也许领先于她

长，成为全球少有的从发达国家变为发

的时代。她的故事满足了许多人的好莱

展中国家的案例。

坞式幻想。”

贝隆离去后，继任总统中有人反对
他的政策，有人拥护他的思想。贝隆思

阿根廷现状

想在今天的阿根廷仍有很大影响力，前

贝隆夫妇身后的祖国——阿根廷，

任总统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就来自

事实上受到了各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

贝隆主义党。2011—2015 年，她多次

的广泛关注。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

将外资企业国有化，加大政府支出补贴

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社会福利，限制外汇使用。这引发了物

Kuznets）曾说过：“世界上有四种国

价上涨，商品短缺现象到处蔓延，引起
了民众的极大不满。现任总统
毛里西奥·马克里则比较反对
贝隆思想，主张彻底改革现行
经济模式，施行自由经济政策，
以争取和吸引国际资金和投资
者支持。

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在贝隆夫人
的海报前

104

探戈：阿根廷的
国家瑰宝
作者：蕾娜 • 拉莫海乐（Léna Lamorelle）
译者：杨红梅

蕾娜 • 拉莫海乐，今年 25 岁。
从 14 岁那年去西西里岛旅行时第
一次看到探戈表演，她就决定学
探戈。十一年过去了，她对探戈
的热爱依然没有改变。前几年，
蕾娜跟几位探戈爱好者在法国的
克莱蒙费朗市成立了阿根廷探戈
舞协会。除了定期组织探戈舞会
和表演，也组织探戈培训，跟更
多的人分享她们对探戈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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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戈诞生于 19 世纪末期的拉普拉

这里。然而，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变成

塔的河岸地区（穿行于巴西、巴拉圭、

了一场噩梦。那里很辛苦，钱也挣得也

阿根廷和乌拉圭四国）。

很少，生活条件恶劣，只能勉强维持生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发展，大量

存。所以，探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

先进技术出现。铁路和冷藏运输等行

而生的。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探戈象

业令年轻的阿根廷经历了一次经济的

征着一种自由的表达方式，在经过了一

大繁荣，这些也促使阿根廷推行了大

天的现代劳作之后，男人和女人在舞蹈

规模的移民政策。

中相遇，在这种新型的、即将绽放的音

大 约 在 1880 年， 探 戈 舞 诞 生 在
布 宜 诺 斯 艾 利 斯 周 边 的 贫 民 区， 在
Conventillo（一种小而封闭的集体住
房，居民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在阿根

乐的节奏下，通过沟通和即兴表演，使
他们能够重新获得骄傲和尊严。
事实上，探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如果它是舞蹈，那它首先是音乐。

廷是大部分移民最早居住的地方）或

在 Conventillos 住房中，混杂着各

贫民窟中，聚集了大量的外来移民。

种各样的人：移民、前农民（那些由于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新兴

苦难被迫离开农村的人，美洲印第安人

的国家，阿根廷是一个令其他国家的

后裔或西班牙移民）、黑白混血儿和克

居民都向往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去

里奥尔人（前奴隶的后裔）。这种源自

那里能给他们带来财富或逃离苦难，

多样化民族的人口混合体中的每一个人

尤其对于欧洲国家的下层民众来说。

都是一个历史和音乐的承载者，因此这

所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会聚到了

里成为新的旋律、新的节奏的熔炉。
因此，来自欧洲的旋律与非洲的节
奏混合，诞生出了一个新型流行的混血
舞蹈，被称为米隆加（Milonga）。在
这个舞蹈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不同的
节奏，包括古巴哈巴奈拉舞曲、非洲原
产的甘东贝舞曲（Candombe）和拉丁
舞曲。慢慢地，这些音乐逐渐融合演变，
最终形成探戈音乐。
传奇的班多钮手风琴（小六角手风
琴）在“老派音乐时期”
（1900—1920 年）
的乐团中出现，逐渐成为探戈的主要乐
器。音乐的调性变得不那么生硬，多了
一些沮丧和忧郁，舞者自行编排越来越
复杂的舞步：它随着音乐的产生而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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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出来。探戈表达了失望的爱情，也
描绘了社会的现实；它的风格经常是
严肃而讽刺的，阿根廷诗人、作词、
作曲家恩里克·迪斯赛坡洛（Enrique
Santos Discepolo）认为，探戈舞蹈是
“一个悲伤的思想正在跳舞”。
这种起源于城市边缘和贫民窟的舞
蹈，首先在小酒馆、夜总会、妓女、
移民、街头混混中流传。然
而， 很 快， 在 世 纪 之 交
的 时 候， 探 戈 在 市 郊

班多钮手风琴

一带进入了突飞猛进
的繁荣期。各种被边

在意大利的一场多人探戈舞
会。这样的舞会一直受到全世
界爱好者的追捧

缘化的小人物在这种
文化中重新找回自己，
这种文化统一了他们的
多样性。
探 戈 在“ 美 好 时 代 ”

处的，从市镇礼堂到篮球场或

（1900—1910 年）被引进巴黎，它在

足球场的 600 多个管弦乐队进行清理。

上流社会的沙龙（起源于法国，指上流

历 史 学 家 塞 尔 吉 奥· 普 约 尔（Sergio

社会的社交活动）中引起了轰动。尽管

Pujol）提及在某些地区存在跳舞者达

教会谴责这种搂搂抱抱的舞蹈之毒害与

到 600~800 人的舞会。

硫黄齐名，整个上流社会却都疯狂地沉

从家里的厨房到收音机里的声音，

迷其中。名门之子与市井之徒同样欣喜

一直到 1941 年能够容纳 15 000 对舞

地跳着探戈舞步。以欧洲为榜样，探戈

者的博卡青年俱乐部足球队的跑道，探

也进入了世界各地的上流社会沙龙之

戈已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充满了一个年

中。同时，一大拨音乐家疯狂地沉迷于

轻民族的热情，柔顺而又热烈，然而却

舞会，这在阿根廷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带着忧郁。

从交融到普及，探戈已经成为一

在探戈的黄金时代，尽管有那么多

类人群的身份标记，它咏唱着失望的爱

个管弦乐队，也从未能喂饱那些为舞蹈

情、流亡在外的思乡之情，以及日常生

而生的人群。然而，在大红大紫后，探

活的艰辛。它在平民街区流行蔓延，和

戈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陷入低潮，

在沙龙一样。在已经成为大都市的布宜

一直到 1976—1983 年魏地拉（Videla）

诺斯艾利斯，人们一致同意对产生在各

专政的噩梦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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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探戈音乐

如何解释探戈的这次衰退？
毫无疑问，一方面，探戈受到全球
摇滚和流行音乐浪潮的冲击。

20 世纪初，钢琴、小提琴、低音提琴，
当然还有成为它的灵魂的班多钮手风琴取代

另一方面，阿根廷不得不面对贝隆
总统之后 30 年的暴力、政治和社会的
不稳定。在这段恐怖时期，不安的沉默，
没有葬礼的死亡，流亡者梦想回到他们
的出生地布宜诺斯艾利斯，身处遥远的
巴黎更加放不下内心里那个叫作“探戈”
的国度，在那里有爱的苦楚、流亡的孤

鼓、长笛和吉他，成为阿根廷探戈一直使用
的主要乐器（而不是仅限于这些资源）。
阿根廷探戈舞会的曲目主要有三种音乐
形式构成：
- 米隆加，与舞会同名，最早源自异常敏
感的非洲种族。
- 华尔兹，在经过改编的探戈舞步基础上，
运用了三个节拍的流畅性。

独，更有放荡不羁的灵魂。独裁政权从

- 探戈本身，有多个旋律和节奏的变化。

来不会赞同人民进行聚会，认为那会是

这个音乐总是在八个节拍上展开（四拍两
个乐章），根据音乐的感觉，舞者将选择跳

交流的场所和可能的反叛滋生地。
如 果 探 戈 舞 从 20 世 纪 60 年 代 逐
渐失去它的光辉，但它却不会因此消

的节拍，高节拍，拍中切分音，所有的节拍
或每隔一拍，有时候根据节奏，有时根据旋律。

失，反而成了用来聆听的学院派音乐，
尤其是在阿斯托尔·皮亚佐拉（Astor
Piazzola）的手指之间，他对探戈音乐进

赋是不容置疑的。
在 1983 年，随着专政政权的倒台，

行了改革，除了传统音乐和爵士乐的融

无论在阿根廷还是在欧洲，探戈逐渐从

合，他在所有方面进行创新冒险，其天

它的灰烬中开始重生。这其中还要归功
于《阿根廷探戈》这场大受欢迎并且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演出的创作。
即使在今天，在经过几十年沉寂之
后，探戈仍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
满着旺盛的生命力。世界各地的音乐家
在创作、在探索、在重新审视一个世纪
的探戈作品，到处都在传授它的舞步、
规则，甚至有时我们也在对它进行重新
创作。
如果步伐是互相挑战的，那么跳舞
的两个人总是在寻找同样优雅和相互尊
重的交流空间，在超越流派或者风格的
创新中寻找同样的情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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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街头探戈表演非常常见，受到游
客们的喜爱

卡洛斯 • 加德尔（Carlos
Gardel）: 探戈的声音

如果说，直到 1985 年，探戈舞经历了一

卡洛斯 • 加德尔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生活也

段冰期，那么今天，无论是在阿根廷，还是

充满了传奇色彩。
从行吟诗人到探戈歌手，卡洛斯 • 加德尔从阿
根廷民众的灵魂精神中吸取灵感，以便更完美地赞

关于探戈舞蹈
乌拉圭，甚至在世界各地，它都又重新找回
了它的诱惑力。
舞会的舞蹈，两个人的舞步，双人舞蹈，

颂阿根廷精神，众多才华横溢的歌词创作者和音乐

探戈首先可以用“abrazo”（充满感情的拥抱）

家们都被他所吸引。作为一个凭直觉的作曲家，他

来定义。

知道如何适应和利用他那个时代的变革：密纹唱片、

这个 abrazo 参考了伙伴们相互拥抱的方

电台和电影。他在南美洲、欧洲和美国传播探戈文化。

式：我们拥抱彼此，就像在拥抱一个重逢的

作为探戈歌曲的创造者，他在诠释时引入戏剧和戏

朋友，手臂包裹着，胸贴着胸。

剧性，对探戈进行了深刻的改变。

可以说，abrazo 代表着探戈的精髓，全

加德尔生于法国，从童年时期（1893 年 3 月与

世界的舞者都承认。我们为什么跳探戈舞？

母亲一起来到阿根廷），他就融入了自己的街区，

为了 abrazo，热情的拥抱。在拥抱时我们听

接受了当地的文化。他的职业生涯有几个阶段：民

到彼此内心的声音，我们连接在一起，身体

间音乐，然后转换到探戈，最后是电影。1928 年

靠近。这个 abrazo 是独一无二的，它允许根

在造访巴黎的前三个月，他的唱片就卖出了 70 000

据音乐进行即兴表演，并创造角色，这种连

张。在他短暂的生命中，他录制了 770 首歌曲，其

接在一起的亲密，可以导向和交流，通过身

中包含 514 首探戈歌曲。加德尔以忧郁探戈歌谣的

体关系进行舞伴之间的沟通，在双人舞中，

演唱家身份出现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夜总会和

构成了探戈绝对的独特魅力。

电影中，确立了他如日中天的声望。这位阿根廷的

即兴舞蹈，一对拥抱的舞伴不断行走与

杰出人物战胜了人们对于探戈起源于低层的反感，

旋转，直到出现一些复杂和变化多端的步法，

而人们这种不设防的态度也是发生在他和他的音乐

但从来没有任何步法是可以重现或通过学习

在法国与西班牙被广泛接受之后。

记下的。如果说有技巧可以学习的话，就是

加德尔的事业在 1935 年不幸中断，在哥伦比

双方在音乐上的感觉。除此之外，没有什么

亚的一场空难中戛然而止，画下了一个令人扼腕的

是事先确定的。在舞伴的引导下，通过感受

句点。加德尔的精神永垂不朽，他在人们的心目中

支撑的变化，可以实现双方的绝对和谐感。

永远年轻。他的名望随着那不断被人们重复的句子

提到探戈不同于其他标准舞蹈的独特之

“加德尔一天唱得比一天好”而更加响亮。在他过

处，我会特别强调在连续的即兴舞蹈中使用

世 70 年后，虔诚的追随者仍歌颂着他的传奇故事，

的独特拥抱。

每天弹着他的音乐。
世界上最著名的探戈舞曲《只差一步》（Por

跳舞探戈，就是为了享受这个 abrazo，
这种两个人的亲密分享，或者说三个：彼此

una Cabeza ）就是由他所作。在电影《闻香识女人》

加上音乐，互相渗透在一起。而另一种游牧

《辛德勒的名单》和《真实的谎言》中，这些探戈

探戈，则带着一种思乡之情，一种对生存的

舞曲为主角们的舞蹈大添光彩，成为不可磨灭的经

追求。舞伴间通过身体的拥抱这个通用语言

典桥段。

散发出让人着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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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球王
作者：田耕泽

1970 年 6 月 21 日，第九届国际足
联（FIFA）世界杯。在这第一次以彩色
电视信号向全球直播的世界杯决赛上，
贝利（Pelé）为巴西队打进本场决赛第
一粒进球。获胜的巴西队第三次获得世
界杯冠军，被准许永久保留雷米特奖杯。
多年后，贝利被国际足联授予“球王”
（The
King of Football）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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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6 月 22 日， 第 十 三 届 世

人们逐渐注重防守，阵型与场上位置才

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球员马拉多

慢慢开始出现。与现在常见的 433 或

纳（Maradona）用手打进了一个裁判

者 442 阵型不同，二战后的阵型常常是

认为有效的进球，第二个进球他则持球

4~5 个前锋与 2~3 名后卫，战术与进

跨越了半个球场，摆脱 6 名对方球员

攻方法也十分单一。直到贝利的主教练

打进。第一个进球便是著名的“上帝之

弗奥拉开始改革，世界才第一次有了 4

手”，第二个进球则被国际足联评为“20

后卫的配置。我们也可以理解当时巴西

世纪最佳进球”。马拉多纳凭一己之力

队首次采用 424 阵型所引起的哗然。

带领阿根廷队夺得这次世界杯冠军，被

此外，当时足球的进攻战术与运动

世人称为“新球王”。2001 年，马拉

员身体素质与今日大不相同。当时，球

多纳同贝利并列，被国际足联评为“20

员站住一个位置，无球跑位和传递配合

世纪最佳球员”。

非常少，比赛节奏远慢于今日。单调的

2014 年 7 月 13 日，27 岁 的 梅 西

饮食结构和缺乏科学训练也令当时的球

（Messi）以队长身份带领阿根廷队在

员在速度与体能等方面难以匹敌今日运

2014 年世界杯一路过关斩将。在此之

动员。而且当时的赛场规章制度尚未成

前，梅西协助巴塞罗那俱乐部完成世界

熟，大量的铲球与冲撞也令技术性球员

足坛绝无仅有的“六冠王”伟业，被媒

难以施展。而根据流传下来的少数影像

体、名宿和球迷广泛认定为现今世界球

片段，体育学者认为贝利的优点恰恰是

坛最佳球员，亦被视为马拉多纳的“接
班人”。许多人认为“梅西距离球王只

赛场上的贝利

差一座世界杯”。然而这一次，阿根廷
在决赛中惜败于德国。作为历史上首位
夺下五届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称
号的球员，2018 年世界杯很有可能是
梅西最后的机会。
究竟谁是迄今为止的最佳足球运动
员，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十分热衷的话题。
在贝利的生涯中，共打进 1 281 个
进球，这是有官方记载情况下的历史最
高纪录。但许多人都对此质疑，要知道，
贝利时代的足球和今日很不一样。
最初，足球比赛并没有阵型与场
上位置，只强调进球和前场人数，所有
人员除了守门员外都可以是前锋。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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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球快速变向，身体强壮的同时柔韧性
也很好，被防守队员侵犯后还能保持身
体平衡。“如果生活在贝利那个年代，
我同样可以一场比赛进 10 个球。”巴
西著名球星罗纳尔多这样说道。
另外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是“世界杯
夺冠究竟能否成为评为球王的标准”。
在贝利、马拉多纳和梅西之前，还有一
名优秀的球员——阿根廷球员迪·斯迪
法诺（Di Stéfano）。1956 年至 1960
迪·斯迪法诺

欧洲冠军联赛
（UEFA Champions
League）
欧洲冠军联赛，是欧洲足联（UEFA）

年为皇家马德里连续赢得了 5 届欧洲冠
军俱乐部杯（欧洲冠军联赛前身）。但
是由于历史原因，他无法稳定地代表阿
根廷国家队出战，未能参与世界杯比赛
赢得冠军。在大多数知名媒体给出的世
界十大球星排名中，迪·斯迪法诺都紧
随贝利与马拉多纳之后。许多人认为，

主办的年度足球比赛，代表欧洲俱乐部足

如果不考虑世界杯，迪·斯迪法诺同样

球最高荣誉和水平。参赛球队由上赛季各

是球王强而有力的竞争者。

国俱乐部联赛中前 1~4 名参加。欧冠联赛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彩

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高水平

色电视直播的普及，全球观众都能欣

的俱乐部级赛事，亦是世界上奖金最高的

赏到马拉多纳的辉煌。此时的足球比

体育赛事之一，每年约有超过 10 亿观众观
看。夺得欧冠联赛冠军与夺得国家队层面
的世界杯同样被视作足球领域最高荣誉。

赛各类打法与战术愈发成熟，红黄牌与
越位等规则的普及也令技术性球员得到
更好的保护。1986 年的世界杯因为各
队都有许多后世闻名的球星、参赛队伍
实力普遍较高被称为“诸神之战”，而
马拉多纳恰恰是带领着当时并不被看好
的阿根廷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捧得大力
神杯。
迪· 斯 迪 法 诺 说：“ 如 果 要 我 选
一个足球史上的唯一，我会毫不犹豫地
选择马拉多纳。”同样被众多知名媒体
评为世界前五的荷兰著名球星克鲁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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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作为一个球员，在任何一方面

多知名阿根廷球星都出自这两队，而两

都无法与马拉多纳相比。”参与过同届

队都发源于阿根廷的工人阶级。博卡与

世界杯的足球名宿济科、莱因克尔和沃

河床的比赛一直被视为足球界最火爆、

勒尔都认为马拉多纳比贝利更优秀，后

最疯狂的对决，世界闻名。每赛季的对

来的罗纳尔多、亨利和托蒂等诸多晚辈

决都被球迷视作固定节日，或者说“朝

也认为马拉多纳是史上最好的球员。众

圣日”。获胜的球员会成为最受球迷爱

多足球名宿对马拉多纳评价的重点在于

戴的英雄，而输球的一方则马上会领教

他天才般的力量与技术结合，以及带领

到狂热球迷如火山般的愤怒。霍夫斯特

一支球队的能力，他的辉煌也令后来者

拉大学历史系教授布伦达·埃尔西认

很难同“球王”联系在一起。

为：“来自于阿根廷贫困地区的马拉多

足球于 19 世纪末随着英国水手的

纳代表了阿根廷理想的工人阶级足球运

到来而在阿根廷开始流行，最初也是英

动员，体现了阿根廷民众所期望的狂野、

国人在阿根廷开办的高等院校最先举办

男子气概和民族主义。”

比赛。至今仍在阿根廷顶级联赛征战的

国际足联在其《马拉多纳等于阿根

纽维尔老男孩俱乐部和拉普拉塔大学生

廷政治》一文中叙述道：“无论世界上

俱乐部就是源于这些英国学校的球队。

其他地方对马拉多纳有什么看法，他都

但更多热衷于足球的人还是阿根廷的工

会在阿根廷得到宽恕。在那里，他就是

人阶级。博卡青年队与河床队是两只最

一个童话般的人物，从一名极度贫困的

出名的阿根廷球队，包括马拉多纳等许

孩童成长为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名利的男

马拉多纳经常成为活动中众人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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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是一个从最初依靠体育天才的球

时，防守压力大大被减轻。随着球逐渐

员，到最终成为他自己国家象征的故事。

被传递到对方禁区，进攻球员则突然寻

骄傲可能是阿根廷人的最显著的性格特

找对方防线漏洞，进球得手。当然，在

征，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阿根廷人崇拜

面对顶级的球队时，这些是说来简单做

马拉多纳。”阿根廷社会学家巴勃罗·阿

起来难的。这就需要被构造出精密的进

尔巴赛斯在其书中写道：“我们把马拉

攻与防守体系：如何通过跑动让球员传

多纳看作是反对不平等、反对不公正和

球时找到更多的队友？防守时如何进行

反对权贵阶级的象征。”

上抢与拦阻传球路线？以及需要什么样

即便是马拉多纳，也不是完美的。

的球员？此时的体系搭建也比马拉多纳

彼时他所在的那不勒斯球队的成绩不

的时代复杂。最终，巴塞罗那队为这套

佳，未能获得欧冠联赛冠军，是一大遗

体系培养出了一批擅长一脚精确传球与

憾。进入新世纪，足球比赛的水平再次

大局观极佳的优秀球员，以及为这套体

得到显著提高，各类战术也相继应运

系完成最后临门一脚的人——阿根廷球

而生。著名的“tiki-taka”就是如此，

员梅西。

这套踢法最初源自于最基础的足球训

2009—2010 赛季，巴塞罗那将所

练——圈抢，几名球员在外，几名在内，

有能拿的冠军都拿遍，完成了史无前例

外围球员不断一脚传球，防止在内的球

的六冠王伟业。“tiki-taka”足球也统

员抢到球。而在比赛过程中，约 70%

治了世界多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

的时间里球都通过传递控制在己方脚下

至以巴塞罗那队为基础的西班牙队于

“tiki-taka”如同在赛场内做一个大范围圈抢游戏，在内的三名中场球员则是控球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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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首次获得世界杯。截至 2017 年

与后卫球员很稀缺，整体实力并不如意。

4 月，梅西随巴塞罗那获得了 26 个重

媒体也常常表示 2014 年世界杯梅西靠

要的冠军，其中包含４座欧冠奖杯和５

一己之力将这样的阿根廷带入决赛已是

座金球奖。梅西目前为巴塞罗那和阿根

球王级水准。当然，作为观众我们希望

廷上场的 694 场比赛中，不但进了 558

看到 2018 年世界杯梅西带领阿根廷夺

球，连助攻次数也有 206 次。很少有

得世界杯冠军，同时我们也认为每支参

球员能达到这种水准，这也远远超越马

赛球队都值得获得这座奖杯。

拉多纳的进球数。过去如莱因克尔和罗

无论怎样，足球都是在进步与变化

纳尔多这样的足球名宿也纷纷认为梅西

的。在曼联著名主教练弗格森看来，营

处于史上最佳的地位，济科认为“梅西

养学、医学甚至是体育硬件上的巨大进

现在已经开始超越贝利和马拉多纳的水

步，让我们正生活在足球历史上竞争最

平了”。马拉多纳的儿子说：“梅西是

激烈的年代。在此分享一下国际足联记

唯一一个有可能超越我爸爸和贝利的球

者、媒体特邀撰稿人马丁·帕拉西奥的

员。”

观点：“梅西并不完美，和世界上任何

但梅西也一直也在承受来自国内的

一个个体一样。所以我们总习惯在‘最

压力：一部分阿根廷球迷期望他夺得世

佳’的标签前加上‘历史’这个前缀。

界杯，彻底成为球王马拉多纳接班人，

人类还在进化，科学也远没有达到一个

另一部分球迷认为他永远也成不了马拉

所谓的极限。终有一天，一个更快，更

多纳。众所周知，今日的阿根廷国家队

高，更强的球员将取代梅西，并留下‘谁

除了在前锋线上实力非凡，优秀的中场

是史上最佳球员’的命题供后人辩论。”

梅西在阿根廷国家队与巴塞罗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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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

新
“啄”

从纯数学“涂鸦”
到实际应用
作者：丹·里施（Dan Risch）
译者：李雨霖

首先，让我们来缅怀一下一位伟大

候，米尔札哈尼参加了一次考试，希望

的数学家，
玛丽安·米尔札哈尼
（Maryam

借此进入一所专门招收“天赋异禀”的

Mirzakhani），她在去世的时候还非常

孩子的学校。她顺利地被这所学校录取

年轻。

了，但是，第一学年的数学课却给她带

这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在她短暂的

来了很大的麻烦，也让她流了很多眼泪。

生命中，用数学语言给我们提供了新的

那一年，米尔札哈尼在数学课上表

思维方法。2014 年，她成为第一位荣

现得很差。我们不知道原因，可能是因

膺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Fields

为一位老师。那位老师打击了她的信心，

Medal）的女性，她在数学方面的天赋

甚至还说她并不是很有天赋（一个老师

也因此得到了认可。她的女儿说，“看

说这样的话是有多傻）。回顾这段经历

妈妈进行数学计算就像是在看艺术家作

时，米尔札哈尼曾说过：“在那个年纪，

画一样”。

别人怎么看你非常重要。老师的话让我

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我要通报一则

失去了对数学的兴趣。”

这么悲伤的消息呢？其实有两个原因。

幸运的是，第二年她迅速回归，并

就在跟你们现在的年纪差不多的时

在数学课上初露头角。她彼时的同窗好

玛丽安·米尔札哈尼，1977 年生于伊朗，1994 年和 1995 年两次赢得国
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2004 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 2008
年起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教授。2014 年，她以在几何学与动力系统领域取得的
成就获得有“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这是该奖项自 1936 年设
立以来第一次有女性获奖，她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伊朗人。2017 年 7 月
14 日，米尔札哈尼因癌症去世，终年 4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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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罗 亚· 贝 赫 什 提（Roya Beheshti）

这种信心让她获得了成功，无论是解数

曾说过：“从第二年开始，米尔札哈尼

学难题，还是在生活中。这是关于米尔

就成了一个数学明星。”

札哈尼的平凡而普通的故事。记住，自

然而，她就是一个明星！

信是每个人都可以建立起来的东西……

17 岁那年，她参加了国际数学奥

即便你只是一只矮脚鸡。

林匹克竞赛（IMO），这项竞赛考查全
世界优秀学生的数学能力。米尔札哈尼

（ 哦， 啊 …… 谢 谢 提 醒， 确 实 如
此！）

获得了金牌。第二年，她以满分的成

我说过我报道米尔札哈尼的消息

绩再次获得了金牌。今天，你可以在

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二个原因就是，

IMO 的名人堂里找到玛丽安·米尔札

米尔札哈尼是一个纯数学或者理论数

哈尼的名字。对于一个被别人说没有天

学学家。

赋的女孩，这真是相当意外的结果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说，它的

（截至 2017 年，中国在历届竞赛中以

意思是“为了知识而获取知识”。换句

总金牌数 147 枚的好成绩高居奖牌榜

话说，一个人想要搞清楚一件事的原因，

首。祝贺你们！）

是她认为发现新事物的过程充满乐趣。

尽管有人轻率地阻挡了米尔札哈尼

这说的当然就是米尔札哈尼。

的探索之路，但她还是发现了自己在数

不过，任何类型的纯科学都是令人

学方面的天赋，并深入地挖掘了这种天

皱眉的。原因有很多，有些人认为理论

赋。这是我分享她的故事的第一个原因。

科学或理论数学无用，因为它无法直接

不过，尽管米尔札哈尼意识到了自己的

诞生出一款新产品或降低生产成本。但

天赋，但她并没有觉得自己很特别，她

是，真的是这样吗？

只是一个“普通”人。事实上，她曾认

几年前，当被问起应用数学和纯

为自己是一个数学“涂鸦
手”，并且在数学方面表
现得很“慢”——她不是
那种思维活跃的数学天才。
但是，她对自己有信心，

2014 年 8 月 13 日， 韩 国 前
总统朴槿惠为玛丽安 • 米尔
札哈尼颁“菲尔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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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之间的关系时，时任美国数学学会

理现象的数学解决方式。傅里叶的想法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使数学表达和周期性运动的分析成为可

会 长 的 凯 思 琳· 莫 拉 韦 茨（Cathleen

能，如对由空气传播的声音的分析。他

Morawetz）是这么回答的：纯数学领

采用数学方法将复杂动作“分解”成为

域的人认为他们在科学的整体框架中处

可测量的子集。

于最基础的位置，而且他们也正在构建

应用：通过将不同乐器发出的音符

这个框架，把科学中的片段拼接在一起。

声波分解成简单的波形，作曲家可以通

事实上，他们中很多人并不是特别担心

过图形方式看到不同乐器的声音之间如

能否将他们的劳动成果应用到实际问题

何相互联系。如果看到各个波形频率以

中。但是，数学史却表明他们所做的那

整数倍相叠加，那么声波会在耳朵里产

些努力最终都渗透到了应用领域。另一

生协调或悦耳的声音。但是，如果音符

方面，在深入探索数学的整体框架时，

的波形频率根本不成整数比，那么声音

人们发现来自现实世界的信息常常会提

听起来就很不协调，叫作不和谐音。利

供一些新的见解。纯数学研究与实际应

用这种数学原理，作曲家可以谱写能够

用之间其实可以相互补充。

调动听众情绪的音乐。又或者，可以用

所以，应用数学和纯数学似乎是互
相促进的。它们可以一起解决一些小事
儿，如数出仓院里的小鸡，也可以共同
成就一些大事，比如把探险者送往火星。
尽管米尔札哈尼是再也看不到这些了，
但是有一天我们很有可能会从她的数学
“涂鸦”中获益。

到处“涂鸦”
“涂鸦”：法国数学
家约瑟夫·傅里叶
（Joseph
Fourier）想了解热是如何
在固体物质中传播的（这
在我看来就是为了获取
知识本身而去探索）。
从他的“涂鸦”中衍生
出了一种数学方法，一
种对那些难以衡量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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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来创作根本不需要乐器的电子
音乐！
“涂鸦”：英国有上万英里（1 英

里≈ 1609 米）的自行车道，叫作国家

用“聚类分析”来建立自行车道路使用

自行车道路网（NCN）。但是，当政府

率的统计规律图，这需要按照各条路线

预算吃紧时，自行车道的建设和维护就

的使用规律将它们进行分类。

被搁置了——除非证明骑自行车的人多

例如，统计结果发现某些道路在周

到足以让政府花这些钱。如何证明呢？

末的使用率很高，而工作日却很少使用。

数学可以帮你统计！

这种使用模式表明，这些道路是“休闲”

应用：英国自行车倡导者使用一套

或“娱乐”路线。一些道路在早上和下

自行车传感系统来判断人们使用 NCN

班后有更高的使用率，这些是通勤路线。

的频率。不幸的是，传感器并不是一直

同样地，上学路线的特点，就是下午放

在运行。结果，由于不完整的信息不具

学后道路的使用率很高。

有说服力，从人们的观察来看，自行车
道的使用频率似乎正在下降。

一旦建立起路线使用规律的分类
表，就可以将它们与相关路线的传感器

为了弥补信息的空白，骑自行车的

数据进行比较，这样数学家就可以准确

支持者用数学来“填补”。正确的统计

地对这些路线进行分类了，比如休闲路

分析可以填补丢失的数据。为了提高对

线、通勤路线或上学路线。因此，尽管

NCN 使用估计的精确率，研究人员使

由传感器得到的信息并不完整，我们依
然能够准确地估计使用自行车

NCN 路网地图

道的人数。

英国国家自行车道路网的建设是为了鼓励
国民多骑自行车旅游、休闲、锻炼，是一
个覆盖英伦三岛和北爱尔兰的全英国道路
网。截至 2014 年，符合国家自行车道路
网标准的自行车道已达 23 700 千米

NCN 骑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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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的 思 维

法律途径不神秘
作者：谢秋

谢秋，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2007 年
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后，从事法律事务工作至今。爱好写作，
曾翻译出版儿童文学作品多部。近年来致力于轻松普法，
创建个人普法公众号“律政小龙妈”。

放学路上，钱小有看到了学校的“风

法院提起的诉讼和在仲裁机构申请的仲

云人物”马小横。想起上周才听说他跟

裁。而法院受理的案件可以大致分为刑

人打架进了派出所，钱小有便问同行的

事、民商事和行政三大类。

董小多：“马小横打伤人怎么能这么快
回来？他早过了 16 岁，要负刑事责任了

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

吧。
”
“这你不懂了。
”
董小多神秘地说，
“听

民商事案件发生在法律地位平等的

说被打的人只是轻微伤，不能刑事立案，

民事主体之间，当事人自愿选择诉诸司

只能通过民事诉讼走法律途径啦。”

法机关，请求就有关民事权利和义务进

董小多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

行廓清和界定，如常见的婚姻家庭纠纷，

中国正在建设法治社会，公民的法

以及民间借贷等经济纠纷。中国有位演

律意识也在逐步提高。在纷争一时无法

员，因为妻子与其经纪人宋某保持不正

化解的情况下，“走法律途径”成了不

当的男女关系，就曾在律师的陪同下到

少人的口头禅，可具体怎么走，又说不

法院提起要求离婚并分割财产的民事诉

出个所以然。所谓法律途径，真的这么

讼，并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神秘吗？
在中国，最常见的法律途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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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
涉嫌刑事犯罪，比如进行了诈骗、抢劫

等行为，要进行刑事审判。大
部分刑事案件属于公诉案件，
由公安机关主动进行侦查取证、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公权力提起诉
讼，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法律责任。
分为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公诉案件由
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取证、检察机关代表
国家公权力提起诉讼，追究犯罪嫌疑人
的法律责任。

刑事案件的自诉与公诉
为什么董小多说的不太准确呢？在

件，被市卫生局做

中国大陆，故意伤害他人身体造成轻伤

出行政处罚决定，处以罚款

以下的结果，虽然不会被检察机关以故

10 000 元。该中学认为卫生局没有将饭

意伤害罪提起公诉，但属于可以由法院

堂食物检验结果进行告知，剥夺了学校

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仍然是刑事法律

申请复检的权利，违反法定程序，便向

调整的范畴。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项行政

还有像前面提到的那位经纪人宋

处罚决定。法院在审理后认为，卫生局

某，在其所在的影视文化工作室报案后，

作出该项行政处罚决定，确属事实不清、

就因为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公安机关刑事

主要证据不足，最后判决予以撤销。

拘留。自诉案件则是由被害人，或其

行政诉讼案件最大的特点是由被

法定代理人及近亲属自行搜集证据，直

告来承担提交证据的责任，而不是一

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宋某不是利用

般诉讼领域中的“谁主张谁举证”。

职务便利侵占公司、单位的财物，而只

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主要原因是，普通

是为个人保管财物却拒不退还的话，涉

老百姓控告行政机关违法，在搜集证据

嫌的就是在法律上属于自诉罪名的侵占

的能力上是有天然劣势的，要求被告在

罪，公安和检察机关不会直接介入。

行政诉讼中负责证明自己的行政行为

行政诉讼

合法，更有利于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
权，随意行政。

根据中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国家行政机关的

两审终审制

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侵犯其合法

不管是刑事、民商事案件还是行政

权益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浙

案件，中国大陆适用的诉讼程序均为两

江某中学曾因为发生学生的食物中毒事

审终审制。一审法院根据管辖权做出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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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或裁定后，当事人或者同级检察院如

然而单纯依靠公力，确实未必是最有

果不服，可以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或

效率和最及时的方法，私力救济在一

抗诉。对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做出的终审

些特定领域或是紧急情况下还有它存

判决、裁定，当事人等不得再提出上诉，

在的必要。

人民检察院也不得抗诉，案件经过两级

自行协商、调解、诉讼、仲裁，不

人民法院审判即告终结。当事人对已经

管是倚重私力还是公力，现代法治社会

发生法律效力的终审判决、裁定，可以

还是提供了很多可供选择的法律途径。

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能停

这些“法律途径”并不神秘，也并不复杂，

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而且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法律不

允许诉讼案件在一审后上诉和抗

能覆盖的空白也会越来越少。

诉，是为了及时纠正错误的裁判，有利

希望在我们的国家，终有一日能让

于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

人们都能感觉到：有法走遍天下，无法

工作进行监督。而两审即止的设定，是

寸步难行。

为了节省诉讼参与人的时间精力，也防
止案件的久拖不决。

仲裁
与诉讼不同的是，仲裁采用“一裁
终局”原则，而且因为私密性强、自由
度高在商务领域备受推崇。仲裁是各方

问题来了：现在很多商业合同里，

当事人协议将争议提交具有公认地位的

比如《商品房买卖合同》，都加入了“仲

第三者，由其进行评判并裁决的一种争

裁条款”，将申请仲裁作为合同争议协

议解决方法。在中国大陆，仲裁机构的

商不成后的首选解决方式。除了因为一

裁决书属于有效的法律文书，可以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公民、法人之间发生

裁终局可以为当事人节省时间外，还有
什么具体的原因呢？

的财产权益纠纷都可以申请仲裁，但婚
姻、
收养、
监护这类与身份权有关的纠纷，

答案：和诉讼程序相比，仲裁的程

不能完全依照当事人的意愿进行以自由

序相对简便，而且当事人有权自行决定

处分，就不在我国的仲裁受理范围之内。

仲裁员的人选，具有较强的自治权。此

人类的纠纷解决之路，经历了漫

外，与诉讼的公开审判原则不同的是，

长的过程，从简单的“同态复仇”到“私

仲裁不公开进行，有利于商事合同的内

力救济”，再到今日的私力与公力救济
相结合。在建设法治社会的理念下，国
家鼓励人民尽可能选择“公力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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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保密。 最后，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
具有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
另外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具
有强制性效力。

历史解读

历史学的变化
作者：李冠南

专栏作者李冠南博士，美国道林学院历史系终身教授，纽约
长岛第一所国学与国画学校——艺书房校长。他希望通过本专栏，
使读者达到一个真正的“读史使人明智”的境界。

2017 年“历史解读”的专栏就要

个 专 有 名 词 ——historiography。 这 个

落下帷幕了，从讲述历史学方法论的这

词因为包含着多层意思，在中文中没有

些文章中，我们可以大致窥见历史学在

完全对应的词。其中，最简单的一层意

研究方法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我想

思是指历史学家利用历史材料所做的研

要做一个总结性的工作，对历史学的变

究。历史学家需要对历史材料进行系统

化做一次回顾；更重要的是，帮助你了

的分析与考察，也需要运用特定的方法，

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

因而形成了一门特定的学科。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从狭义的定

有趣的是，历史学家使用的方法并

义来说，历史与历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

不是一成不变的，与 18 世纪的历史学

念。历史指的是发生在过去的人类思想

家相比，现在的历史学家的方法已经发

与行为，以及这些思想与行为产生的影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引

响。过去发生的事件通常由文字加以记

起这些变化的原因通常都与整个时代的

录，并保存留传下来，成为历史学家可

思考方式有关。换句话说，每一个时代

以利用的各种材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的历史学家既有对以往传统的传承，同

狭义“历史”概念的对立面是“史前”

时又鲜明地表现出他生活时代的思想特

（pre-history），意思是文字与文明出

色。为了理解历史学家思想的变化，历

现之前的漫长时期。

史学家通常会对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

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可以简单地称为

做出分析与说明。这是 historiography

历史学。在西方，历史学对应着这样一

的第二层意思，指的是历史学家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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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历史，或者简称为学科史、史学史，

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总是习惯于相信权

或者历史编纂学。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史

威，不敢或者不愿意运用自己的理智向

学史著作，当数唐代的《史通》，这可

权威发起挑战。在欧洲，那个时候的权

以说是古代历史学家第一次系统地回顾

威指的是教会和君主的权威。启蒙运动

了历史的编纂方法。近代以来，梁启超

号召大家挑战教会与世俗权力，挑战既

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则结合了中

有的知识框架，运用自己的理智为人类

西方法，对“历史”的概念进行了重新

世界寻找答案。

阐述，对历史编纂方法进行了一次全面
的回顾。

在启蒙思想的感召下，包括政治
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内的社会

你或许已经认识到，从更高的哲学

科学家认为，他们可以跟自然科学家

层面来讲，历史学家思想的变化其实反

（如牛顿）一样，找到人类社会、经济

映了他们认识世界视角的变化。我们通

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比如，启蒙时代的

常用“历史观”来表达历史学家特定的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 • 吉本（Edward

历史视角。“历史观”这个词有很强的

Gibbon）完成了六卷本巨著——《罗马

哲学意思，因为从最根本上来说，历史

帝国衰亡史》，试图为西方最伟大帝国

学家需要对一些终极的哲学问题进行思

的兴衰提供答案。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

考，这些思考也就成了哲学基本问题在

历史学家更愿意寻找社会历史现象背后

历史领域中的延伸。比如，什么是历史？

的深层次结构，更关注宏观的经济与政

历史的本质是什么？如何评价历史中的

治动因。历史学也因此具有了科学的禀

善与恶？历史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历

赋。在很多美国大学中，今天我们仍然

史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这可以说是

可以看到，历史学与经济学、政治学同

historiography 的第三层意思，简称历

属于社会科学部。

史哲学。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工业

我们今天的回顾，更多的是对史学

革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特别是两次世

史和历史哲学的回顾，目的是让你理解

界大战对人类的毁灭性打击，西方思想

历史学发生的巨大变化。让我们从 17

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思想家开始

世纪末、18 世纪初开始。发生在欧洲

对启蒙思想进行反思，对人类理智的无

的这场具有现代开端意义的思想启蒙运

限发展进行置疑。这其实很容易理解，

动，许诺人类的理智可以寻找到客观世

如人类发明的机器是否会反过来扼杀人

界的一切规律。德国哲学家康德在著名

性，人是否最终会成为机器的附庸？这

的《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这样写道，

让我想起《纽约客》2017 年 10 月刊的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

封面图片：拿着公文包、喝着咖啡、查

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为什么思想的不

看智能手机的机器人，给坐在地上的人

成熟状态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呢？康德

类乞丐施舍上几个零钱。相同的问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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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与现实的批评和赞美隐藏在字
里行间，通过微妙的文字来传达对历
史的褒贬，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春
秋笔法”或者“微言大义”。比如，
《春
秋》在描写郑庄公打败共叔段的军事
斗争时，用了六个字，“郑伯克段于
鄢”。在这六个字里，不把郑庄公的
弟弟称作弟弟，而只把他称作“段”，
这是因为作为弟弟的共叔段，窥觑王
位，不敬重兄长，违背了弟德。同时，
也不把郑庄公称作“庄公”，而用庄
公的爵位“郑伯”来称呼他，是因为
庄公作为一国之主，也负有骄纵弟弟
的过错。
为了理解《春秋》的微言大义，
后来的解经家不得不挖掘文字下更深
2017 年 10 月《纽约客》的封面

层次的意义，开始为《春秋》进行注
解的工作（著名的有春秋三传——《春
秋左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

有。比如，武器究竟会带来和平，还是

传》）。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即使进行

会毁灭人类？强大的国家政权，究竟会

篇幅浩瀚的注解工作，解经家有时也很

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利，还是会成为自由

难找到《春秋》文字最真实的意义，反

的敌人？

而产生了更多的歧义。这正是德里达的

一些思想家从更抽象的哲学层面

意思，德里达认为，对文章的阅读和分

对启蒙运动进行了批评与反思，最著名

析（所谓的阐释学和语义学），就是为

的有语言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了在看似和谐的文字和意义之间，找到

Derrida）。德里达从语言学的角度试

更复杂的矛盾关系，德里达将这样的任

图说明，你读到的文字（text）和文字

务称之为“解构”。你可以将“解构”

所传达的意义（meaning）之间存在着

理解为拆解、打破，或者重构文字与意

很大的矛盾。如果这样的说法显得过于

义之间的关系。

晦涩的话，我们可以用“春秋笔法”这
个例子做一个牵强的说明。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鲁隐公元
年正月，《春秋》只有六个字的记载：

孔子在编纂鲁国春秋时代的历史

“元年春，王正月。”经学家都知道，

时，并不能直言其事，因此只能将自己

这一年正月并不是无史可记，而是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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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当年正月，鲁隐公即位成为鲁国

殊的看法呢？后世解经的《公羊传》和

的国君，这可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历史事

《谷梁传》
提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件！可是令人奇怪的是，《春秋》并没

《公羊传》说，孔子不记载“公即位”

有依照惯例，将新君即位记载为“公即

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因为隐公知道，

位”，而是只字不提。经学家认定，这

按照当时的传位原则，王位应该传给比

是因为孔子对鲁隐公即位这件事情持有

自己地位更尊贵的弟弟鲁桓公。但因为

特殊的看法，正因为此，《春秋》对这

弟弟年幼，可能无法服众，就无法保证

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并没有依照惯例进行

国家的安定。所以隐公决定先把国家治

照史直书。

理好，再按照祖宗的法度，把王位归还

那孔子究竟对“公即位”有什么特

给弟弟。如果按照这样的解释，鲁隐公

《春秋》是一本政治学著作，也是周朝时期鲁国二百四十四年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因为《春秋》中几
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所以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
释的书，其代表作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左上图是三国石经《春秋》残碑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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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一位审时度势、懂得礼让的贤君。

客观”的历史材料，如口述史，现在成

可是《谷梁传》的说法却截然相反。

了理解历史多面性和复杂性的重要手

《谷梁传》认为，孔子不记载“公即位”，

段。通过口头的访问，历史学家想要知

是为了批评隐公的想法。因为隐公知道

道，从口头和记忆当中获得的历史，与

自己的父亲一直想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弟

教科书上记载的历史有什么矛盾？从这

弟桓公，虽然父亲最终克制了这样的想

些矛盾中，我们对历史事件可以获得什

法，把王位传给了自己，但是为了满足

么样全新的认识？（详见“少年时”《地

父亲的愿望，他还是决定日后把王位归

球极端》）。以往被认为不够重要的人

还给桓公。《谷梁传》认为，隐公这样

群，尤其是社会底层的人群，开始成了

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事实证明，

重要的研究对象。历史学家试图询问这

当隐公后来正想把王位让给桓公时，却

样一个问题，历史的推动者到底是谁？

遭到了桓公无情的杀害。隐公这样的做

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对小人物的研究

法，违背了大道，辜负了周天子和父亲

反而成了更有意义的研究。

对他的信任。《谷梁传》认为，孔子不

以往不受重视的领域，尤其是文化

记“公即位”，是为了批评隐公不合大

与语言研究，现在成了历史学研究最重

义的想法。

要的研究方向，我们可以用“语言和文

从这里，我们看到，对于一个历史

化的转向”来概括这个重要的变化。在

事件的记载，《公羊传》和《谷梁传》

文化研究中，历史学家关注普通人的生

的作者，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和价值判

活，关心人们生活的一切细节，由此发

断。正如德里达所说，就像我们无法找

展出微观历史（详见“少年时”《21 世

到文字的真实意义一样，历史学家在分

纪的电影》），而城市作为大多数人最

析互相矛盾的历史材料时，有时候也很

重要的生活空间，也成了语言文化研究

难找到历史的“真实”。这并不是说真

中上升最快、并迅速占据主导地位的次

实的历史不存在，而是说，寻找“真实”

研究领域（详见“少年时”
《地球人类世》

的历史不再成为历史学家的唯一目标。

《海洋——地球未开垦的荒野》）。

他们更重要的目标，是通过解读与分析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历

各个历史材料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这些

史学的变化可以说反映了更广泛的西方

互相矛盾的历史材料中，获得更大的启

思想界的变化，并深受其影响。这一变

发，从而对以往的历史事件获得全新的

化还要持续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

认识！

们可以确定的是，这取决于世界范围内

在这样的方法影响下，历史学家开

的巨大变化，以及思想家在认识这些世

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过去他们不重视的

界性变化时，如何再一次做出发人深思

历史材料和研究对象。以往被认为“不

的观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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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ystery of the Messed-Up Potholder

the best card
I thi nk my frie nd took
play. How do I
from a boa rd game we
get him to adm it it?
chewa n
—Suspicious in Saskat

BB Sams

By Lissa Rovetch

Dear Suspicious,
That’s a tricky situation! It reminds me of
something that came up in my house while
my little brother and sister and I were making
holiday gifts.

“How come you have so many more blue
loops than I do?” Indi asked Tex.
I was beading a bracelet for my friend
Mareya, and Tex and Indi were using kits
to weave fabric-loop potholders for our
grandparents. Everything was going fine until
Indi said, “Hey, Tex. How come you have so
many more blue loops than I do?”
“I don’t know,” said Tex.
“I guess every kit is different.”
“Well, it’s not fair!” said Indi. “I hardly
have any blue, and you have a bunch of blue,
and I’m doing a design that needs blue.”
“OK, you can have some blues,” Tex said,
giving a few loops to Indi.
“Thanks,” said Indi, “but I need way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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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that.”
“Sorry,” said Tex. “I want to keep the rest.”
“I’ll make you a really good deal,” said
Indi. “I’ll give you all my purples for some
more blues.”
“No deal,” said Tex.
“Fine,” said Indi. “I’ll give you all my
purples plus some reds for more blues.”
“Nope,” said Tex.
“That’s selfish!” said Indi.
“He already gave you some,” I said.
“Why don’t you just pick another color and
move on?”
“Because I don’t want to!”
Indi whined, kicking her chair.
“How about we all take a
snack break and try to calm
down a little?” I suggested.
“Good idea. I’m hungry!” Tex said,
following me into the kitchen.
“I’m not!” Indi snarled.
Tex and I nibbled on some cheese and
grapes. Then we brought some goodies into
the living room to try to cheer up Indi.
But when we got there,
Tex yelled, “My potholder!
Indi wrecked my potholder!”
Tex’s potholder was undone, and the loops
were spread out
all over the floor.
Indi was nowhere to
be seen.
Tex raced around the house
trying to track her down.
When he finally found her in
the hallway, he cried, “You

you, Indi.”

Sometimes things truly are not what they
appear to be.
“Indi wrecked my potholder!”

ruined my potholder!”
Indi acted surprised. “No I didn’t.”
“Don’t lie,” Tex said. “Just admit you did it
and apologize!”
“I’m sorry for getting mad and calling you
selfish,” said Indi. “But I didn’t touch your
potholder. I wasn’t even in the room! I was
looking for markers so I could color some of
my white loops blue.”
“Well, if you didn’t do it,
who did?” Tex demanded as we headed back
into the living room. “Mom and Dad are the
only other people who live here, and they’re
working in the garage.”
“Maybe a giant wind blew things around,”
said Indi.
Tex shook his head. “The windows
are closed.”
“Maybe it was on the edge of the table and
it fell,” said Indi.
“Maybe,” said Tex. “But why would the
loops be all over?”
“Maybe it was a little mouse,” Indi said.
But before Tex could answer, our playful
kitty Charlie came racing around the corner,
hopped onto the coffee table, and knocked
Indi’s potholder stuff right next to Tex’s on the
floor. Charlie rolled around, batting the loops
with his paws.
“Now do you believe me?” said Indi.
Tex laughed and rubbed Charlie’s belly.
“Silly kitty! I’m sorry I didn’t believe

Everything went smoothly after that.
Thanks to Charlie’s antics, Tex’s and Indi’s
loops were all mixed together, so they decided
to put them in one big pile and take turns
picking colors. And by the time our parents
came in from sorting stuff in the garage, all
three of us had finished making our presents.
So, dear Suspicious, I definitely learned a
lesson from our Mystery of the Messed-Up
Potholder. Sometimes things truly are not
what they appear to be. Even though it might
look like your friend took your best card, it’s
possible that it fell behind the couch, that you
packed it with a different game, or that your
silly pet decided it was the world’s best toy.
I guess what I’m saying is don’t jump to
conclusions. If you’ve searched everywhere
and still can’t find your missing card, ask your
friend to check around in case he picked it
up by accident. If it turns out he did take it—
whether it was on purpose or by mistake—it’s
always best to start out by giving someone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Now do you believe me?”

Ciao for now,
Ariz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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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弄坏的杯垫之谜
作者：丽莎·罗维奇 绘者：阿曼达·莫雷 译者：季思聪
知心亚莉桑娜（译）

多一些。”
亲爱的亚莉桑娜：

玩的 棋
我觉 得我 的朋 友把 我们
。我 怎
走了
牌游 戏里 最好 的卡 片拿
呢？
么才能让他承认这件事
君
——萨斯喀彻温的怀疑

“抱歉啦，”特克斯说，“我想把剩
下的留着。”
“我跟你做个交换吧，很划算的。”
印蒂说，“只要你再给我一些蓝圈，我就把
我所有的紫圈给你。”
“不换。”特克斯说。

亲爱的怀疑君：
这是个棘手的情况！它让我想起了我和

“好吧，”印蒂说，“给你我所有的
紫圈外加一些红圈。”
“不行。”特克斯坚决地说。

弟弟妹妹在家里做节日礼物时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你的蓝圈比我的多那么
多？”印蒂问特克斯。
当时我正在给我的朋友玛瑞亚做手
串，特克斯和印蒂则在用材料包为祖父母和
外祖父母编塑料圈杯垫。一切都进行得很正
常，忽然印蒂问：“嘿，特克斯，为什么你
的蓝圈比我的多那么多？”
“我不知道啊，”特克斯回答，“我
猜每个材料包都不太一样吧。”
“啊，那不公平！”印蒂说，“我几
乎没有一点儿蓝圈，可你却有那么多蓝圈。
我在做的设计也需要蓝色。”
“好吧，可以给你些蓝色。”特克斯
说着，给了印蒂一些蓝圈。
“谢谢，”印蒂说，“可是我想要更

“你太自私了！”印蒂嚷嚷道。
“他已经给你一些了，”我说，“你
为什么不选另一种颜色继续编呢？”
“因为我不想！”印蒂一边哭喊，一
边踢她的椅子。
“我们一起去吃点零食，休息一下，
怎么样？”我建议道。
“好主意，我正好饿了！”特克斯说
完跟我进了厨房。
“我不要！”印蒂龇牙咧嘴地嚷
道。
于是，特克斯和我去吃了一些芝士和
葡萄。然后，我们又拿了些回到起居室，想
让印蒂高兴起来。
但是，我们一进起居室，特克斯就大
喊道：“我的杯垫！印蒂毁了我的杯垫！”
特克斯的杯垫被拆开了，
线圈在地上散落得到处都是。
印蒂则没了踪影。
特克斯跑遍了房子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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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蒂毁了我的杯垫！”

“现在你相信我了吧？”印蒂说。
“傻猫猫！”特克斯大笑着揉着查
理的肚子，“抱歉刚才我没有相信你，印

每个角落，企图把她搜出来。当他最终在走
廊里找到她时，他哭着喊：“你毁了我的杯
垫！”

蒂。”
接下来的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多亏
了查理的滑稽举动，特克斯和印蒂的线圈全

印蒂表现得很惊讶：“我没有啊！”

都混到了一起，于是他们决定把线圈混成

“别撒谎，”特克斯说，“你就承认

一大堆，两人轮流选颜色。等我们的父母在

了吧，然后给我道歉！”
“我很抱歉朝你发火还说你自私，”

车库整理完东西回来时，我们三个的礼物都
做完了。

印蒂说，“可是我没碰你的杯垫，我甚至没

所以，亲爱的怀疑君，我们“被弄坏

在房间里！我一直在找马克笔，好把我的一

的杯垫之谜”绝对给我上了一课。有时候，

部分白圈涂成蓝色。”

事情的真相并非看上去的那样。即便看上去

“啊，如果你没做，那是谁做的？”

是你的朋友拿走了最好的卡片，但也有可能

在我们返回起居室时特克斯质问道，“妈妈

是它落在了沙发后面，或是你把它和别的游

和爸爸是除我们之外唯一住在这里的人，但

戏牌装在了一起，又或者是你傻乎乎的宠物

是他们都在车库里干活。”

把它当成了世界上最好的玩具。

“也许是一阵大风把它吹散了。”印
蒂说。

有时候事情的真相并非看上去的
那样。
特克斯摇了摇头：“窗户是关着的。”
“也许它放在了桌边，然后掉下来
了。”印蒂又说。

我想我要说的是不要草率地下结论。
如果你到处搜寻后还是找不到你失踪的卡
片，不妨让你的朋友四处找找，也许是他不
小心把它带走了。假如是他拿了——无论是
出于故意还是不小心—— 一开始先假定别人
无辜总归是好的。
就此别过！
亚莉桑娜

“大概吧，”特克斯说，“可是为什
么线圈会散落得到处都是呢？”
“也许有一只小老鼠。”印蒂说道。

“现在你相信我了吧？”

然而，特克斯还没有回答，活泼淘气
的小猫查理从角落里冲了出来，跳到咖啡桌
上，把印蒂做杯垫的那些东西撞到了地上，
正好落在特克斯的杯垫旁边。查理打了个滚
儿，用他的爪子拍打着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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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音乐帮助你！”爱音乐、爱猫、
爱运动、爱自拍，还特别爱美的 90 后高
颜值上海女生俞安安（Joanna Yu），在
大学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音乐治疗领域
难以自拔。她与中国和美国的小伙伴组
建了创业团队。2017 年 10 月 16 日，他
们的音乐疗法手机程序上线了。
俞安安自小爱音乐，16 岁开始，就
为广告歌录音，参与领唱、演戏、歌剧。
直到 2011 年，她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
校留学，才中断了在娱乐圈发展的路。
她攻读音乐和数学双学位，“学数学为
了生活，音乐纯粹是喜欢。”
“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成为
事业，这是一种幸运。”俞安安就是这
样，在享受音乐的同时，把音乐融入不
同的场景和需要。于是，根据自己的生
活经历和体验，把科技和音乐结合起来，
帮助听者愈合、重新设定情绪、改善人
际关系、缓解焦虑和压力、提高生活质
量的创业想法诞生了。2015 年，俞安安
大学毕业后，向往硅谷的创业氛围，喜
欢旧金山的多元文化与活力。她来到旧
金山大学继续攻读硕士，也开始追逐她
的创业梦想。
“我跟其他留学生一样，孤身在异
国他乡，都会经历焦虑彷徨、失落无助，
但我们从音乐中得到慰藉，在运动中获
得力量。”俞安安说：“创业后，快节奏、
高强度的工作，也会让自己和创业小伙
伴们身心疲惫，这一现象在硅谷科技圈
极 为 普 遍。 除 了 猫 咪 Hummy， 音 乐 是
我们最好的舒缓方式。”
“把技术和音乐疗法结合在一起，
为健康创造一个独一无二的治疗工具！”
俞安安与相识了七年的小伙伴一起，开
始了创业之旅。他们以猫咪 Hummy 的
名字命名了首款在线定制的音乐治疗手
机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