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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咬文嚼字之十四

正经正典与正则

曹则贤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3%%34%）

无言谁会凭阑意,
———［宋］柳永《凤栖梧》

! ! “正”字在汉语里是绝对的褒义词，和“正”字结

合的词组大约都可以作正面的解读,“正”字字面上

为“足前方”的意思，即（双）脚之前方为正, 这个字

包含很深的、朴素的科学道理：平面内事物的定标需

选取参考方向，参考方向是任意的，且一簇平行线规

定唯一的、相同的方向,“ 正”字的正面意思为带

“正”字的事物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附加价值，甚至具

有道德制高点的含义, 派别子系间的正宗之争，官位

上的正副之争，便是聪明人也不得不投身其中, 孔子

有“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说法，算来未必最

极端, 明亡以后，南方各地关于明正朔之争甚至造成

血流成河的惨烈局面，给本已覆亡的中华民族又雪

上加霜,“正”字的威力，不可不察,
将“正”字加在某些重要经卷前，儒释道三家皆

然,“世尊告曰 5 比丘，我所说甚多，谓正经、歌咏、

记说、⋯⋯, 未曾有法及说义, ”可见正经有别于歌

咏、记说等文体，比如《法华经》等就算是正经，有点

类似今日国际杂志上发表的专业论文, 道家则将

《黄庭经》分为正经、辅经两篇,“ 黄庭经者，东华扶

桑帝君之秘文也, ⋯⋯其经有内外两篇, 内篇者，太

上玉晨道祖之所著, 是谓正经，故名内篇, 外篇者，太

上老君道祖之所解, 是谓辅经，故名外篇, ”儒家的

正经则包括《 礼记》、《 左传》、《 毛诗》、《 周礼》、《 周

易》、《尚书》等等, 正经还是中医术语，指十二经脉，

以与奇经八脉相对应,《 针经指南》有“ 正经十二, ”

的说法, 不知“ 正经八百”是不是由这句夸大而来

的, 正经在各个方面都有崇高的地位，当然也就会影

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表达，大约人们认为该做的事

情都归于正经，而不该做的事都归于不正经,《 儒林

外史》中胡屠户训范进：“ 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

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每年

赚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娘和你老婆才是正

经！”, 又，《红楼梦》：“ 黛玉喘喘地道‘ 你们两个也

不用哄我，直是将那毒药买了些来，毒死我才是正

经, ’”正经又叫正典,
“正”字经常出现在数理概念中，自然有其深刻

的文化渊源；反过来想，“ 正”字的文化内涵也有朴

素的科学道理, 何谓正直？正直指人体同脚平面垂

直的状态，即人体严格地取重力方向, 天平是公正、

正义的象征，这里所谓的“正”指的是其结构是满足

6$ 对称的，其对称要素之一，一个二次转动轴是严

格地取重力方向的；而另一个对称要素，镜面，则过

此轴（图 3）,

图 3! 天平，公正、正义的象征

“正”字在数学物理文献中常被用来翻译“ 789
(’7:”这个西文词, 希腊字“78(’7:”的本意是生长，往

上爬的意思, 而一般的植株，近似地看，是和地面是

垂直的（要不我们老祖宗怎么说它们是植株呢）, 所

以，“78(’7;720.”被翻译成正交的，其字面意义是

“正角”的, 另一个常见的以“78(’7:”为词头的词汇

为 78(’7<7=, >8(’7<7= ? 78(’7: @ <7=0（ 7)/2/72，观

点），故译为正宗的、正统的观点，形容词形式为 789
(’7<7=/10., 比如关于量子力学的 78(’7<7=/10. /2(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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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就被译为正统诠释，即常说的所谓哥本哈

根诠释（65#4,!*74, ),"43#34"*")5,）& 所谓的哥本哈

根诠释是 89:1 年代的发明，海森伯是主角，此外还

包括 ;5!<，=4>43*?4,@，A*,B4, 和 C5##43（ 为著名

的科学哲学家）等人& 关于哥本哈根诠释的版本很

多，国内流行的所谓哥本哈根量子力学五假设（ 笔

者是 011D 年第一次听说）不知为何人杰作，而关洪

先生的《 一代神话———哥本哈根学派》则为四假设

版本［8］& 作为量子力学发展初期基于相当仓促的假

设（比如 E5, F4%<*,, 的“ 测量值为态坍塌后之本

征态对应的本征值”假设，就有点神喻的味道& ）上

提出的所谓哥本哈根诠释仍然是当前我国量子力学

教学具有一定排他性（相当地 4G+(’B)E4）的内容，并

且能持续不断地引起热闹而且一本正经的讨论，无

论如何都算不得是令人鼓舞的现象& 对于量子力学

这样的学问，在既阅读了足够多的原始文献又相当

全面地了解了一些最新进展之前，不贸然指点江山

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态度&
另一个与“ 正”字有关的数学、物理学词汇为

“+*,5,)+*(”，一般翻译为“正则的”& 则，原则，则贤，

是以为则（ 3’(43）的意思，同 +*,5, 一字字面上很符

合& 英语的 +*,5,（正典）一词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

现代希腊语写为 !"#H#"$，更深层的来源是闪米特

语的 I*,,*（ 芦 苇，英 语 为 344@），希 伯 来 语 为

J*,4!& 因为芦苇修长笔直（ 多么“ 正”的形象& 图

0），不旁生枝节，可以作为标杆用于测量，故该词渐

渐有了“ 测量标杆”的意思，后来又进一步引申为

“尺度，规范，标准”的意思& 一本书，一个形式（ 程

序）被称为 +*,5,)+*(，是指它的权威性、规范性、真

实性&

图 0- 芦苇（I*,,*），不节外生枝，是天然的标杆，天下可以为则

犹太人的正经（正典，+*,5,）就是希伯来圣经&
有趣的是，它有“ 副典”，即第二经典《 塔木德》& 犹

太人天生就是叛逆的，哪怕是对自己的圣经，《 塔木

德》一定程度上是对圣经的反动（这和中国的《黄庭

经》分为正经、辅经完全不一样）& 理解了其血液里

的叛逆成分，就理解了犹太人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

学领域的伟大成就，就理解了马克思、爱因斯坦、斯

宾诺莎和海涅等人及其作品& 与正典相对的词是异

端，犹太作家茨威格就著有《异端的权力》（K"4#!*,
L%4)7："!4 3)7!" "5 !434B>）一书& 至于将 +*,5, 翻译

成偏僻的“ 正则”，始作者谁笔者未能考证，但正则

是褒义词则是肯定的& 在屈原《离骚》开始的自夸一

段，就有“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

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

修能& ”的句子，故我猜测翻译者是要借用这里“ 正

则”的美名& 6*,5, 可以译为正则、正经、正典，当我

们读到这些中文译文时，应该想到它对应的是同一

个词& 有趣的是，有人将王朔的小说《 一点正经没

有》译成“F5"!),7 )B 6*,5,)+*(”，果然是一点正经

没有&
物理学中一个同 +*,5,)+*( 相关联的重要词汇

是正则变换（+*,5,)+*( "3*,BM53<*")5,）& 在经典力学

的 A*<)("5,)*, 形式中，质点的运动方程为哈密顿

正则方程（+*,5,)+*( 4N’*")5,B 5M A*<)("5,）：

!· " %#
%$

，

$· " %#
%!

%

而所谓的正则变换（!，$）,（&，’），其得到的新的

共轭坐标对（&，’）同样要满足哈密顿正则方程的&
这样的好处是，若能找到这样的正则变换，使得变换

后哈密顿量中所有的广义坐标都是循环坐标，则解

哈密顿正则方程是平凡的（ "3)E)*(，原意为“ 在三叉

路口”）& 这样就把原来的解哈密顿正则方程的问题

转化成了寻找合适的正则变换的问题［0］& 有关的研

究，让人们后来引入了作用量角变量，导致了旧量子

论中的 K5<<43M4( 量子化；泊松括号导致了量子对

易关系［(，$］O )! 的导出，而 A*<)("5, P Q*+5?) 理论

又成了 ;5!< 等人改革量子力学的基础［.］& 量子力

学中的所谓正则量子化（+*,5,)+*( N’*,")R*")5,），就

是利用关系式［(，$］O )! 来量子化哈密顿量& 经典

力学之对于理解量子力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个同 +*,5,)+*( 相关的重要物理学词汇是

正则系综（+*,5,)+*( 4,B4<?(4），指适于描述一个同

大体系处于热平衡之系统的系综& 此统计系综用系

综处于某个宏观可测量状态 ) 的成员数来表示系统

的微观状态的几率分布 $)，而单个系统其处于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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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之 微 观 状 态 的 几 率 为 玻 尔 兹 曼 分 布 #" $
%&345)（ & !" ’ ()）, 至于为什么这样的系综被命名

为 10262/10. 427489.4，此处 10262/10. 何指（指最简

单的玻尔兹曼分布？），笔者一直未能找到相关文

献，盼识者告知,
当我们讨论正则、正经时，它是有参照物的, 比

如，我们谈论共轭变量对时，关于坐标 *" 的正则动

量（ (’4 86842(-8 10262/10. (6 (’4 166:;/20(4 *"）为 #"

$ !+ ’ !*" ，其中 + 是系统的拉格朗日量, 当然，谈论

的事物不同，或者文化不同，何为正则（正典，正经）

也是不同的,《庄子·齐物论》云：“毛嫱、丽姬，人之

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

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可见，何者为“正”，是先要

根据对象确定标准的，而这也是物理学使用 10262/<
10. 这个词所一贯秉承的思想,

行文至此，想说两句闲话, 有时，闲得无聊我会

思考一下为什么我国关于量子力学、相对论之类的

学问有那么多热闹的讨论场景却未见有什么成果产

出, 如果我们肯检视一下中文的物理学教科书，会发

现虽不至于如王朔所言《一点正经没有》，但终有许

多经是给念歪了的, 比如，在把 7/8-.(0246-7.= 错误

地翻译成“同时地”的基础上起劲地讨论“ 测不准

原理“而不是“-214:(0/2(= ):/21/).4”, 从这样的书中

欲得物理学之真谛，无异于想凭《 金瓶梅》通佛理

（图 "）！欲学物理者，多读点正经才是正经,

图 "! 穿袈裟，读《金瓶梅》，果然一点正经没有

后记! 本文付印后，审稿人刘寄星研究员建议添加对 10262
一词的动词形式 10262/>4 说上一句, 和 10262 有关的词，一般

都和宗教活动或者宗教所秉持的律条有关，动词 10262/>4 指

的是将某个著名信徒的名字加上 ?0/2( 以资表彰，因此汉语

意译为封圣, 如给出对时间之微妙表述［@］的 A-:4./-7 A-<
B-7(/2-7（"C@—@"%）就被 10262/>4; 了；现在一般文献提到他

时都是写成 ?0/2( A-B-7(/24,

参考文献
［3］! 关洪, 一代神话———哥本哈根学派, 武汉：武汉出版社，$%%$
［$］! D4:94:( E6.;7(4/2, F.077/10. G41’021/17, A;;/762 H I47.4= )-9<

./7’/2B 168)02=，J21, ，3K&%
［"］! D6..02; L M, N’4 O-02(-8 (’46:= 6P G6(/62, F089:/;B4：F08<

9:/;B4 Q2R/4:7/(= L:477，3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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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JP 2696;= 07S7 84，(’42 J S26+，/P J +02( (6 45).0/2 /(，J
;62T( S26+,（那么时间到底是什么？如果没人问我，我是清楚

的：但若我试图解释，我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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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招聘·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年度人才招聘启事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是以凝聚态物理研究为主，包括凝聚态物理、光物理、原子分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理论物理等

多学科的综合性科研机构, 现将 $%%& 年度人才招聘计划公布如下，邀请有物理、化学、材料科学及相关领域技能的人才申请科

研、技术职位,

一、招聘岗位

（一）科研人才

从事超导、表面物理、磁学、光学物理、先进材料与结构分析（ 电子显微镜）、纳米物理与器件（ 真空物理）、极端条件物理、

凝聚态理论与材料计算、软物质物理、固态量子信息与计算等学科的科学研究,
（二）技术人才

为本所科研人员的物理实验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二、应聘材料

3, 个人简历；

$, 发表的代表性论文（复印件）；

", 推荐信,

三、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三街 & 号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事处（邮编：3%%%&%）

联系人：周明波；传 真：（%3%）&$U@K$3&；电 话：（%3%）&$U@&3UU；V80/.：>’6-89W /)’=, 0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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