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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现猛然打开了黑暗领域的大门
姻陈晨星
回望科学发展史时，一种简单肤浅的视角
是把几个主要人物的功绩突出放大，又忽视了
同期的科学群体中其他科学家的贡献，如同远
眺风景只见高峰而对绵延其下宏伟的山脉却视
而不见。
譬如，经典电磁学理论的建立与完善源于
至少几十位著名或不太知名的科学家共同探索
努力的结果，但常常被后人赞颂的是那可数的
几位，甚至好事者还煞有介事地为“好汉们”排
座次，
这就难免有些幼稚简单了。
当然，这种以点代面的简化也不失为一种
权宜之法，它令头绪万端、纷纭芜杂的科学探索
历程便于爬梳与串联，因此在各类科学教科书
与科普读物中较常采用。
今天重访的依然是一座山峰，两百年前，一
位丹麦自然哲学家的发现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纪
元。他就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1777—
1851）。
2020 年刚好是这一伟大发现 200 周年，仅
以此短文聊表纪念。
时间回到 1819 年的冬天，从这个冬天到来
年的春季，哥本哈根的奥斯特教授为丹麦已经
有着较高的自然哲学基础的学者们开设系列公
开课程。重点讲授伽伐尼电、伏打电堆、磁现象
等当时的前沿科学。
奥斯特善于演讲，他的课堂也不单调乏味，
总是有不少新奇的实验来辅助演示。
在 1820 年 4 月的一个晚上，奥斯特又有一
次课。他本来是准备演示用电池装置给一根细
铂丝供电，为听众演示铂丝发热的过程。
这个实验实际是他在几年前考虑电与磁相
互联系时设计的一个实验。尽管当时欧洲学术
主流认为电现象和磁现象是两种互不相干的现
象，其中以法国著名的发现静电荷作用定律的
库仑为代表。
而奥斯特从青年时期开始深受康德、谢林

等人哲学思想影响，认同各种自然力的统一。他
的博 士 论文 就 是关 于 康德 哲 学思 想 的研 究 。
1803 年他曾经这样说：
“我们的物理学将不再是
关于运动、热、空气、光、电、磁以及我们所知道
的任何其他现象的零散罗列，而我们将把整个
宇宙容纳在一个体系中。”
因此，在他多年来思考电、磁现象的联系
时，他就曾设想：如果上述实验细铂丝会发热呈
暗红色，再找一根更细的换上就有可能发光，甚
至在周围还可能有磁性出现 （尽管现在看起来
这个想法是有错误和漏洞的）。
也许是灵光乍现，这个早已在头脑中盘旋
的方案忽然跳了出来。因此，演讲中意犹未尽的
奥斯特决定在这次讲座结束前不妨在听众面前
一试：他把用玻璃盒罩住的小磁针放在了铂丝
下方的不远处，然后接通了铂丝与电源之间的
连接，突然，磁针动了一下，他连忙反转电流方
向……
就在这一瞬间，历史凝固了。如同拉普拉斯
曾不无伤感地表示，永远不会有第二个牛顿，因
为世界只有一个。同样，首次发现电流的磁效应
的实验对于人类来说也只能有一次，永恒的第
一次！
就在奥斯特再次接通的一瞬间，磁针又晃
动了一下，不知他的心脏是否在那一刻停止片
刻抑或又狂跳不息。
有资料说，他甚至兴奋得摔了一跤。他最终
还是抑制住了内心的激动，并没有对听众解释
这个难以觉察的实验现象。也许他一下明白了
之前许多失败的实验的问题，他一直试图把磁
针放在电流的直线上或延长线方向，而电流对
磁针的力居然是横向的！
之后的三个月，奥斯特不断探索，不仅重复
相关实验，又研究了许多电流与磁针的相互作
用实验。
1820 年 7 月 21 日他公开发表了《关于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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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对磁针作用的实验》小册子，这个用拉丁文写就
的仅有四页的论文或说实验报告如实记录了他
的发现。
他进一步发现电流会在其周围产生圆形磁
场，磁铁对悬挂的电流有力的作用，还指出电流
与磁针之间的作用与之间存在其他的物质无
关，这些物质包括玻璃、
木头、石头、陶器等等。
奥斯特把自己的小册子寄给了几十位当时
欧洲主要的研究电、磁现象的科学家，有法国的
库仑、阿拉果、安培、毕奥、萨伐尔，英国的戴维、
沃拉斯顿等人。
法国科学界反响极其热烈，仅一个多月后，
安培就跟进研究，
发表首篇论文，
之后又发表多篇
论文，其中的安培定则给出了电流磁效应的便捷
的判断方法，
直导线相互作用力、
分子电流假说也
相继问世。正如法拉第赞叹的那样，
“这个发现猛
然打开了科学中一个黑暗领域的大门”。
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奥斯特的发现
是个幸运的“偶然”。再后来对这一伟大发现的
分析与定位竟引起物理学史上不同观点的交
锋。大致可分成偶然幸运派和哲学引领派，这是
后话。
到底还是法国著名生物学家巴斯德一语中
的，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及奥斯特的发现并留
下了被后人不断引用的名言：
“机遇从来只偏爱
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落日鸟趣

笔者发现，有不少本科生对于科研经常持
一种观望态度，
错误地以为只有到了大四已修习
足够的课程方能开展，因而错过了很多很好的科
研训练机会。事实上，
对本科生来说，
在科学研究
的过程中，
可以多辟新径，
比如引入工具是进行科
研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此建议科研积极性很
高但感觉所掌握的理论知识有限的同学，不妨从
高速摄影中体会一下科研的乐趣。
高速摄像机是一种能够以超过每秒 250 帧
的帧速率捕获运动图像的设备。它用于将快速
移动的物体作为照片图像记录到存储介质上。
录制后，存储在媒体上的图像可以用于后续的
详细分析。
高速摄像机能帮助科学家研究许多之前无
法了解的现象和细节，比如蜜蜂飞行过程中翅
膀的行为、子弹在空气中的运动轨迹、材料受到
冲击瞬间的动态变形等，从而得到许多新的发
现。值得一提的是，部分高端高速摄像机的帧速
率可达万亿量级。
而且高速摄像机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
例如，在汽车安全领域，高速摄像机可用于
捕捉车辆碰撞试验过程中的车辆变形及其对人体
的冲击过程，
以弥补人眼和普通相机的不足，
从而
清晰地展示碰撞过程中的微观细节，像汽车动态
变形过程、
车辆对人体的冲击力度和角度、
碰撞发
生时玻璃飞溅方向、
安全气囊的点爆过程等。
高速摄影数据可帮助企业优化车辆主体结
构，有针对性地开发行车安全装置，制定安全规
则和警示等。
在体育运动领域，高速摄像机可实现运动
细节的精细捕捉以提高成绩。具体而言，首先通
过高速摄像机捕捉运动员进行训练时的画面，
比如跑步运动中抬腿的高度和摆臂的角度。然
后教练对这些画面进行仔细观察并分析之前被
忽视的运动状态和动作细节。必要时，可以借助
计算机建立运动模型，精准分析人体运动时的
速度、加速度、肌肉状态、姿势等各项参数，从而
有效地对体育训练进行指导。也因此可以深入
研究各类运动的特点，找到提升方向，促进运动
项目整体的发展。
在生物学领域，人们一直不知道蜜蜂是如
何用“娇小”的翅膀带动身躯灵巧飞行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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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行时，蜜蜂翅膀高频振
动，人眼或普通相机难以捕捉
蜜蜂翅膀单次振动的画面。
早期，部分科学家猜测，
蜜蜂飞行原理与飞机类似。他
们认为，蜜蜂翅膀上下摆动，
并形成一定的倾斜角度。当气
流流经翅膀上下表面时，上表
面流速大于下表面，使得上表
面压力小于下表面，从而形成
向上的升力。遗憾的是，依据
姻
此假设根据蜜蜂的翅膀等参
张
数条件开展的相关计算结果
宇
宁
显示，此种飞行方式带来的升
力并不足以平衡蜜蜂的自重。
高速摄像机对揭示蜜蜂
飞行机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在对飞行中的蜜蜂进行画
面捕捉后，再将画面逐帧慢
放，然后对蜜蜂翅膀摆动角
度、幅度等参数进行分析，蜜
蜂飞行的“秘密”就这样被揭
开了。
科学家惊讶地发现，在飞
行过程中，蜜蜂的翅膀并不是
简单地上下振动，而是呈现
“8”字形轨迹。而且，高频振动
使得在蜜蜂翅膀的不同部位
出现了不同方向的涡流，这些
涡流产生了向上的升力和向其他方向的推力，
从而帮助蜜蜂自如、快速地飞行。蜜蜂翅膀涡流
的发现为微型飞行器的设计与发明提供了新的
路径。
所见即所得，
高速摄像机的性能优越，
对数据
分析等能力的要求相对较低。一般情况下，
本科生
无需对通过高速摄影获得的图片进行过多的加工
和处理便可以开展后续的思考和分析工作。
另外，高速摄像机功能强大，界面操作规范
简单，本科生不需要太多相关专业知识便可以
上手操作。而较低的使用门槛有利于调动低年
级本科生的科研积极性。

天价进口产品价格为何跳水

姻李学宽

姻汪晓军

冰天雪地的汾河河面上，有个别地方水流动着没有结冰，白鹭和少量灰鹭在等着鱼露头。落日
余晖下，河面、鸟构成一幅幅金色画面。

有学问与秀学问
姻陈吉德
学术会议频频亮相就说明有学问？虽然我
也参加一些学术会议。
学术头衔多就说明有学问？虽然我也有一
些学术头衔。
学术论文发表多就说明有学问？虽然我也
发表一些文章。
学术著作出版多就说明有学问？虽然我也
出版一些著作。
学术称号多就说明有学问？虽然我也有一
些称号。
职称高就说明有学问？虽然我早已评上了
正高。
或许有人反问道，如果上述标识不
能说明有学问，怎么才能说明有学问？你
既然有学问，为何不能频频坐在学术会
议合影的 C 位？为何不能获得众多学术
头衔？为何不能发表很多论文？为何不能
出版更多的学术著作？为何不能很快晋
升职称？
是的，在当下的中国，假如像南朝刘
勰那样，深藏寺庙，青灯古佛，埋头立著，
早已不合时宜。这是一个必须秀、快速秀
而且要秀得与众不同的时代。
每个学者都在想方设法秀自己的
学问，别人秀教授，他秀二级教授。别人
秀博导，他秀资深博导。别人秀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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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秀副院长（主持工作）。
就腹中学问和所秀标识的关系而言，在我
看来有以下四种情况。
一是有真才实学，无标识可秀。这类学者潜
心治学，博览群书，讲课生动形象，引听者如潮。
但不爱申报课题，不爱著书立说，颇有孔子述而
不作的古朴遗风。
这类学者的处境之惨可想而知：没有职称，
没有称号，更没有职务。我认识的一位学者颇受
人尊重，他的公选课只要上线，立刻满额，但直
到退休还是一名讲师，
自己戏称为“老讲”。

二是有真才实学，不屑于秀。这类学者迷恋
于书斋，遨游于学海。他们不喜欢参加学术会
议，除非万不得已。他们也出书，也发论文，也拿
项目，但从来不秀。在 5G 来临的时代，他们甚至
都不会用智能手机，更不要说发朋友圈。
三是有真才实学，特别喜欢秀。这类学者有
一定的内在学识，同时秀功也超强。有一碗水，
能秀成一桶水；有一桶水，能秀成江河湖海。有
位学者加了我的微信，连一个笑脸都不发，立刻
发来自己的各种成果简介，接着推送自己的公
众号。
四是没有真才实学，但善于秀。这类
学者腹中并无多少诗书，但情商颇高，能
够利用各种关系，谋得职称、职务，发表论
文，获批课题。然后利用公众号、朋友圈、
学术会议等各种方式秀自己的成果。
上述四类，第一类最可爱，第二类最
可敬，第三类最可笑，第四类最可怕。现在
可以回答何谓“有学问”啦：只要秀得好，
就算“有学问”；反言之，即便有真学问，如
果不秀，很难像会秀的人那样充分享受到
各种红利。
夕阳西下，微风吹拂，曲水流觞，坐而
论道。让真正的学问在碰撞，让真正的思
想在狂欢，愿这样的日子不再遥远！

最近看到心脏支架的费用从一万多元降到
1000 元以下，降价幅度超过 90%。大家没想到医
药器材价格的利润这么高，有人认为是医药代
表的作用，也有人认为是医院、医生的责任。
但我想的是，为什么心脏支架的价格能降
到这么低？
毫无疑问，当年这个心脏支架是从国外进
口的。国外产品包括研发成本、
劳动力成本等，
本
身定价就相当高，再加上各级中间环节及进口关
税等，最初这种治疗心血管问题的救命支架肯定
是天价，
一个支架报价可能高达 2 万 ~3 万元。
现在看来，开发这支架的技术壁垒已不是
很高了，而这超高的售价，肯定能激发起国内厂
家极大的引进与开发兴趣。由于医药器材的门
槛不低，能参与这项心脏支架开发的商家也不
可能特别多，一旦开发成功，其实际生产成本就
能很快核算出来。这成本可能不到市场进口产
品售价的百分之十。
但是开发一个新产品，前期有研发成本要
分摊，再加上市场紧缺产品定价偏高，一般厂家
的报价策略往往是比进口的产品报价略低，正
常以进口产品的 60%~80%定价。
在这个价格条件下，其利润率是极高的。由
于医疗器械生产的政策及技术门槛都较高，国
内的生产厂家也不像没有门槛的产品会无序增
多，因此这些生产厂家容易形成一个利益联盟，
维持这心脏支架到最终用户病人手上的价格，
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稳定。
如今，产品开发时的成本分摊早已完成，产
品的利润又极高，在维持售价不变的条件下，各
企业间的销售竞争就开始了，医药代表应运而
生。为了将这些支架销售出去，丰厚的利润让这
些医药代表铤而走险，各种不正之风刮向各家
医院，不少医院的医生被这“糖衣炮弹”打中而
锒铛入狱，媒体上已报道了多起这样的事件，我
认识的一名主任医师，也因为这个原因而被教
育了一段时间。
采用集中招标采购这种模式，首先要打破
这些生产商组成的利益联盟。一旦瓦解了这种
利益联盟，医药代表的使命也就走向终点，心脏
支架的超高暴利就恢复到正常医疗器械的生产
利润，一个支架产品的价格从 1 万多元跳水降
到 1000 元以下也就成为可能。
国内公司开发出产品的定价，往往从生产
成本出发，再结合市场的需求状况，一般新产品
以生产成本 1~2 倍作为售价。进口产品可能由
于国外劳动力成本比较高，再加上研发成本、国
外中间商、进口商、国内中间商等众多的中间环
节成本的累积，在国内的售价往往偏高，有时进
口产品在国内的售价可能是国产化生产成本的
10 倍，甚至超过 10 倍，产品即使国产化，国产化
产品价格也会“水涨船高”。
上个世纪末，美国的二合一洗发水开始在
广州宝洁公司生产并打开了国内市场，原来一
盒售价 1~2 元的上海海鸥牌洗头膏很快被近 40
元一支的广州宝洁公司二合一洗发水代替。
美国宝洁公司洗发水的成功，刺激了广东

民营化妆品行业的生产与发展，中小型化妆品
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广州周边地区涌现出来。
二合一洗发水，实际上就是在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为主要洗涤剂的配方中，加入水溶性阳离子
聚合物。
再说一个我自己经历的例子。那时有家美
国公司，在国内推出一种阳离子三元共聚物作
为其阳离子调理剂，其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售价
高达 1 公斤 80 多元。
我们分析了其产品结构，结合我们高分子
合成的相关知识，
开发了一种阳离子四元共聚物，
并用它做阳离子调理剂的应用试验，结果表明我
们开发的产品性能与进口的三元共聚物产品类
似，
立即申请了国内发明专利，
并获得专利授权。
重点是，这个新开发的产品，其生产成本每
公斤只有 6 元多，但我们参照进口产品的售价，
将产品定价为进口产品的 50%，即每公斤 40
元。这价格在当时我认为已是天价了。
有意思的是，后来有人告诉我，市面上出现
了德国产的阳离子调理剂，售价比美国的产品
低一些，质量也不错。我拿到了所谓德国的样
品，闻一闻产品的味道，一股熟悉的醇和有点甜
的味道，我知道，是一个贸易商，大量采购我们
开发的产品，改头换面后变成了所谓的德国产
品在市场销售。
这样的好日子也就维持了不到一年，国内
的水溶性聚合物生产商大量涌现，且当时精细化
工产品生产的门槛极低，
恶性竞争随即发生，
国产
阳离子聚合物的价格每公斤从 40 元降到 30 元，
再降到 20 元，
最后甚至降到 10 元以下。
似乎近几十年来都有这样的“规律”：利润
率高的产品，都是因为从国外进口而定成“天
价”，国产化以后，又以这“天价”为定价依据销
售其产品。特别是开发得比较早、国产化厂家比
较少的时候，利润率极高。若产品有比较高的政
策或技术门槛，
能生产的厂家较少而形成垄断，
或
不多的生产厂家形成价格联盟，
则这种“天价”就
能维持较长的时间，
如这次大降价的心脏支架。否
则，
一旦国内的生产商一窝蜂地将产品生产出来，
“天价”
早就跳水、
从天上掉下来了。
常听到有人说，2000 年前后最容易赚钱。因
为那时国内引进许多国外产品，很快国内的产
品开发能力也跟上去了，类似用进口产品的价
格给国内开发产品定价的机会相对较多，赚钱
也就相对容易。
随着国内研发能力的增强，直接引进国内
进口新产品的种类与数量下降了，不少产品几
乎是国内国外同步研发，甚至国内有的产品开
发早于国外，且国内环保的要求、安全的要求等
日益提高，国内产品开发的门槛也在不断提高，
小投入赚大钱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在我看来，中国的企业像是进口产品天价
的“粉碎机”，原先在国外所谓贵族才能使用
的昂贵产品，一旦中国的企业能生产了，这些
昂贵产品售价就开始跳水，直到人人都能购买
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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