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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咬文嚼字

物理学咬文嚼字之十九

体乎？态乎？

曹则贤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311321 北京）

真个风流袅娜，体态轻狂&
———!人获《隋唐演义》

- - 体字的繁体形式为體，但古代体和體是两个字&
体的本意是“劣，粗笨”的意思，而體，从“骨”，即是

我们现在所说的身体&《孟子·告子上》云：“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将身（4567）同肤（ 8’9:*+;，8<),）分

开，似乎深得现代科学的精髓：物理上对待一个物体

时我们会区分其体性质（4’(< #95#;9"7）与表面性质

（8’9:*+; #95#;9"7）；数学上处理一个域，我们会区分

开集 ! 和它的边界 "!& 中文的体和體同英文的

85()6、4567、4’(< 有较好的对应（不妨体会一下 85()6
=;5>;"97 的含义& 所谓立体几何，就是关于柱子、堆

子、坨子、墩子等实物的几何学）& 态的繁体字是態，

意为姿势、意态、状态& 考虑到“状”可理解为 +5,:)=?
’9*")5,，而态从心从能，可以说“ 态”是一个对西文

#5";,")*( 较好的翻译；而状+态一词，或曰形+势，

也较好地体现了最朴素的物理思想&
体和态两个字，大致说来，体指切实的（ #*(#*?

4(;）存在（王充《 论衡》：“ 天之与地，皆体也& ”），态

指的是实体某种“ 虚”的表现（ 变化是态的特征，故

张衡《西京赋》有句云“ 尽变态乎其中”）& 在对事物

加以描述时，体和态又常常要一起提及的，“ 体 @
态”才构成对事物一个全面的描述&$人获《隋唐演

义》中夸奖萧后荡秋千姿+态之美：“ 真个风流袅

娜，体态3）轻狂& ”但体态之间，就用词来说，并没有

严格界限，如语文的文体之说，汉字的楷体、宋体之

说，这里的“ 体”字含有相当多的“ 态”的成分& 对

“体”和“态”概念上的含糊，也表现在其他学科& 比

如，身体（ 肢体）语言（ 4567 (*,=’*=;）和体态语言

（=;8"’9; (*,=’*=;），实际上都指的是一回事& 笼统地

看，体和态之间的关系大约就是存在与表达，内容与

形式的问题& 表面看来，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区别，而

其深处又是浑然一统的& 得以表达的才是切实的存

在，形式才是最深刻的内容&

3）- 英文里也将 4567 和 8"*"; 放在一起组成 4567 8"*";，字面上为体

态，但和中文词组“体态”意思明显不同，其确切的意思是指身

体的健康状况& ———笔者注

体和态（8"*";）两个字在英文物理文献里的使

用状况，大体同中文是一致的，即体指切实的存在，

态指的实体某种“虚”的表现，所谓“同一理也”& 比

如在多体纠缠纯态（>*,7?4567 ;,"*,=(;>;,"），两

体束缚 态（ "%5?4567 45’,6 8"*";），弹 性 体 玻 璃 态

（=(*887 8"*"; :59 ;(*8")+ 4567）等表述中，体态的分别

是明确的& 但被翻译成汉语“体”字的英文物理词汇

不止是“4567”，如汉语译文中的 ,?体问题，其对应

的英 文 表 达 可 能 是 ,?4567，,?#*9")+(; 或 ,?#*9"7
#954(;>；体材料（相对于薄膜材料），材料的体性质

（相对于表面材料），对应的英文表达则分别是 4’(<
>*";9)*( 和 4’(< #95#;9"7&

体和态（现状、状态，态也是 +5,:)=’9*")5,）之间

汉字意义上某些含混处也对物理文献的中文翻译造

成了一些困惑& 复旦大学王迅先生来信提及：“当初

将 85()6 8"*"; #!78)+8 翻译成“ 固体物理”，七十年代

末国内知道了 +5,6;,8;6 >*"";9 #!78)+8，就将它译为

‘凝聚态物理’& ⋯⋯可是，85()6 8"*"; #!78)+8 中是没

有‘体（>*"";9）’这个字的，而 +5,6;,8;6 >*"";9 #!78?
)+8 中是没有‘态（8"*";）’的& 这个历史造成的错位不

知道是否应该和能否改回来？变成‘ 固态物理’和

‘凝体物理’人们会接受吗？”应该说这里的“ 历史

造成的错位”情况比较复杂& 笔者以为，汉语的“ 固

体物理”之说并没有什么问题& A5()6 8"*"; #!78)+8 对

应的德文词（请回顾一下固体物理发展史中德国科

学家的角色）是 B;8"<C9#;9#!78)<（B;8"（固）@ DC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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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4 5(6708（物理）），合在一起就是固体物理- 体

（9:;*<;）一词的英文形式是 2=;*7<（ 2=;*.7），同

>=?6 一样，都有尸体的意思- 是否英语科学家在将

@<7)8:;*<;*(6708 引入英文时厌恶“ 7=/0? A >=?6 *(67B
027”的说法，故意采用“ 7=/0? 7)1)< *(67027”？具体情

况不得而知，但我猜想这或许是有的- 不过，在英文

物理文献中 >=?6、2=*;7< 等词还是免不掉要用到的-
牛顿的光微粒（颗粒）说，这里所谓的微粒就是 2=;B
*.72/<- 光的微粒说其形象也许得自天上下的冰霰，

故 2=;*.72/< 所指的颗粒（C<;6 7D1// *1;)02/<7）还是算

大个头的（ 读者设想一下 ;<? 2=;*.72/<（ 红血球）、

,(0)< 2=;*.72/<（白血球）给您的印象），不过是刚进

入微观的尺度- 注意，爱因斯坦时代建立的光粒子

说，英文文献则为 *1;)02/<$），并专门为其造了个新

词 *(=)=3- 此外，在原子论发展的初期（ 指十九、二

十世纪之交）所谓关于物质构成的粒子假说就是

“2=;*.72./1;”(6*=)(<707，包括原子论和麦克斯韦关

于气体和热的分子理论- 玻尔兹曼是原子论的鼓吹

者，但面临同马赫的“ 唯象热力学”观点的斗争- 玻

尔兹曼在这场争斗中失败了，这让他很抑郁并促成

了他 ’&%E 年的自杀- 尤为不幸的是，几年之后原子

论就得到了确立-

$）! 英文 *1;)02/<，1;)02/<，D03.)< 等词也是来源于日常生活，其所指

的小物件、小颗粒原本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现今 *1;)02/< 具有

的基本粒子（ F.3?1D<3)1/ *1;)02/<）形象，也是要凭借一定的物理

知识才能想象其尺度的- 容另议- ———笔者注

"）! 至今仍有英文“ 固体物理学”杂志用的是拉丁语名字 *(67021

7)1).7 7=/0?0- ———笔者注

虽说豆腐干也是固体，但固体物理（ 7=/0? 7)1)<
*(67027）教程基本上处理的是一类其组成粒子具有

平移对称性的特殊固体，即晶体- 这当然是不够的-
因此，作为对 7=/0? 7)1)< *(67027 的拓展出现了 2=3B
?<37<? D1))<; *(67027，汉译凝聚态物理- 这里 2=3B
?<37<? D1))<; 强调的是排除气态的物质，它包括所

有的液态（甚至液气混合的 >.>>/< 或 @=1D 材料）和

固态（晶体、非晶）物质- 笔者以为，凝聚态实际上是

对过去分词 2=3?<37<? 的翻译，凝聚态物理可看作

是对“ 关于凝聚态物质之物理学（ 2=3?<37<? D1))<;
*(67027）”的简化，应该说是比较妥当的翻译- 谈及

2=3?<37<? D1))<;7 时，当然是指具体的处于凝聚态的

物质- 但有两点要提请读者注意- 其一，虽然 D1))<;
和 D1)<;01/ 同源，都来源于 D=)(<; 这个词（另议），但

D1))<; 既指具体的 D1)<;01/7，也有“ 虚”的指态的意

思，近似于 70G30F02132<，0D*=;)132<，D=D<3)- 请考察

例句 H=D<)(03G 7<<D7 )= >< )(< D1))<;，这里 D1))<; 指

的是 .3F1C=;1>/< 7)1)< =F 1FF10;，说的是“态”；其二，近

年玻色 A 爱因斯坦凝聚（I=7< A J037)<03 2=3?<371B
)0=3）成为研究热点，这里的凝聚（2=3?<371)0=3）指的

是组成单元集中在一个量子态上- 相应地，凝聚体的

英文词为 2=3?<371)< 而非 2=3?<37<? D1))<;-

图 ’! H0（’’’）表面的（K L K）再构- 虽然所有踢一下会让脚趾头

疼的物体都算 7=/0?7［’］，但 7=/0?B7)1)< *(67027 仍是关于具有周期

结构之晶体的一门科学

针对“固体物理”和“ 凝聚态物理”的说法，笔

者认为应该是有未说明之处，而无“ 历史造成的错

位”- 至于是否能改成“固态物理”和“凝体物理”，关

于这个问题，清代李渔《闲情偶寄》中的一段话可为

借鉴：“向在都门，魏贞庵相国取崔郑合葬墓志铭示

予，命予作《 北西厢》翻本，以正从前之谬- 予谢不

敏，谓天下已传之书，无论是非可否，悉宜听之，不当

奋其死力与较短长”［$］-
英文的 7)1)< 来自拉丁语的 7)1).7"），其意思是

处于某地（*=70)0=3）、立（ 7)13?03G）的意思，但英文也

仍保留了 7)1).7 这个词，意思与 7)1)< 同- H)1)< 作为

树立、直立（ 7)13?03G）的意思可能不太明显，但它的

德文对应词 I<7)13? 同动词 7)<(<3（ 7)13? 就来自这

个动词）的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 H)1)<（状态），其在

英文中的准确含义是 1 7<) =F 20;2.D7)132<7 =; 1));0>B
.)<7 2(1;12)<;0M03G 1 *<;7=3 =; )(03G 1) 1 G0C<3 )0D<；

,16 =; F=;D =F ><03G；2=3?0)0=3（ 意即能确定人或事

物在特定时刻的一组指标）- 当我们描述某人或某

物处于某种状态时，可用词组“ 03 1 7)1)< =F”，比如

03 1 7)1)< =F *=C<;)6（赤贫状态）- 虽然 7)1)< 来自 7)1B
).7 ，但这两者在现代英语里并存，其用法上是有微

妙区别的- 在讨论社会、法律、政治等层面上的同状

态有关的情景时，会选用较文绉绉的拉丁语原型

7)1).7- 如 7<<803G 7)1).7（ 追逐社会中高层次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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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的状态），这时 4"*"’4 被翻译成地位& 而关于国

家的经济状态（5+6,67)+ 4"*"’4），我们会翻译成经

济形势& 当我们谈论现状时，若是一般日常生活情

景，我 们 会 用 +’885," 4"*"5，如“ 9!5 9)754 ),:)"54
85*;584 "6 5,"58 6,5 %68; "!*" ;54+8)<54 "!5)8 +’885,"
4"*"5 6= 7),;（时代杂志邀请读者输入一个词来描述

自己当前的思维状态）”；而严肃点的话题，比如当

前的经济形势，则用 +’885," 4"*"’4& 在科学文献中，

时常有 85:)5% *8")+(5 总结某个方向上的研究现状，

常用的词组为 4"*"5>6=>"!5>*8"，也可用 +’885," 4"*"5>
6=>"!5>*8"& 另一个关于现状的词则是纯拉丁文的

4"*"’4 ?’6（ @ 4"*"5 A ), %!)+!，"!5 5B)4"),C 4"*"5 6=
*==*)84（ *" * #*8")+’(*8 ")75）），也 可 写 成 4"*"’4 ),
?’6，语出拉丁文原句 4"*"’4 ?’6 *,"5 <5((’7 58*"（ "!5
%*D "!),C4 %585 <5=685 "!5 %*8（ 战前状态））& 一种安

于现状的、排斥改变的强烈愿望，就称为 4"*"’4 ?’6
<)*4，对现状的刻意维持会演化成一种阻碍变革的

暴力［.］&
既然谈到固体物理和凝聚态物理，不免就物质

按状态的分类罗嗦几句& 一般认为物质有四态：固体

（46();）、液体（ ()?’);）、气体（C*4）和等离子体（#(*4>
7*）& 关 于 #(*47* 一 词 的 翻 译 问 题，本 人 曾 讨 论

过［E］，此处不再赘述& 请大家注意，46(); 和 ()?’);，

本身既是形容词也是名词，也就是说它们既可以指

“体”，也可以指“ 态”& F*4 的形容词形式为 C*45>
6’4，而 #(*47* 的形容词形式 #(*47*")+ 在物理文献

中却罕见其用，一般是名词做形容词用（如等离子

体状态即是 #(*47* 4"*"5）& 所以，#(*47* 也是既指实

体，也指状态&
谈到固体和液体时，一般情况下英文中用的是

46(); 和 ()?’);，但这两个词的拉丁文词源 46();’4 和

()?’);’4 在物理学文献中也还在用着& 比如，用在

<),*8D 5’"5+")+ 合金（5’"5+")+ 的本意：易熔，在最低点

熔化）相图中，液态（熔体，75("）同混合相（熔体 A
晶体，75(" A +8D4"*(）间的分界线为 ()?’);’4 (),5；混

合相同结晶相（ +8D4"*(4 G A H）的分界限则被称为

46();’4 (),5（见图 0）& I6();’4 同铸造有关，它还是罗

马帝国晚期的金币名& I6(); 的动词形式为 46();)=D，

指物体从液态进入固态；相应地从气态进入固态，动

词为 +6,;5,4*"5（ 如今这个词作为名词已获得了新

的汉译，见上）& 液化的过程比较复杂，动词也很多&
把一些较硬的物体如金属变成液体，动词多用 75("；
而把一些诸如垃圾之类的物品液化（ 或做成浆）可

用 ()?’);)J5，如 ()?’);)J5; C*8<*C5（ 浆化垃圾）& 气体

的液化一般用 ()?’5=D（ 有时也写成 ()?’)=D），家用的

液化气就是 ()?’5=)5; ,*"’8*( C*4& 物理学史上著名的

液化气事件为“ ), K’(D 321/，L*758(),C! M,,54 =)84"
()?’5=)5; N5()’7>E（321/ 年 O 月 M,,54 首次成功液

化EN5）& P)?’);”的另一个动词形式为 ()?’);*"5，意

为销账、了帐，是一个会计和黑帮的通用词，沿用了

其德语形式（ ()?’);)585,，()?’);)4)585,）的用法&

图 0 - 典型的二元共晶合金相图& 熔体同混合相间的分界线为

()?’);’4 (),5；混合相同结晶相的分界限为 46();’4 (),5

“体”和“态”是物理学的基本研究对象，随处可

见其踪影& 因此，上述讨论虽然东拉西扯以求较全

面，但也肯定会挂一漏万& 重要的是，“体”和“态”的

关系有深刻的哲学内涵& 通过思考体态的区别与同

一之处，物理学人当知“7*""58”、“7*"58)*( 与”“#*8>
")+(5”等概念的实与虚& 薛定谔早就指出“（它们）不

过是形式（ =687）而已”［Q］& 未解此意者，不妨理一理

物理学家关于电子大小之认识路程& 而将薛定谔的

“不过是形式”说同安德森对刚性（ 8)C);)"D）的强调

共相参［3］，当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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