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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市中心的紫禁城（故宫博物

院的前身）是我国明清皇宫，拥有世界上现

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宫殿建

筑群。每一个来紫禁城参观的人，都会眼

花缭乱于其数量巨大的建筑，而自古以来

我国民间也传有紫禁城有 9999.5间房的说

法。

有很多人认为，9999.5 间房寓意帝王

九五至尊的地位。我国古人把数字分为阳

数和阴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9 为阳数

的极数，即单数最大的数，所以古代皇帝为

了表示自己的尊贵，便把自己和 9 联系在

一起；5 为居中的阳数，寓意包含东、西、

南、北、中的全部空间。数字 9、5 的组合，

形 成 具 有 特 定 含 义 的 标 记 ，即“ 九 五 至

尊 ”。 那 么 ，除 去 文 化 因 素 ，紫 禁 城 有

9999.5 间房的说法正确吗？回答是否定

的。

在古建筑领域中，4 根立柱围成的空

间称为“一间房”。紫禁城自明代初建以

来，其古建筑历经明代扩充、明末战火破

坏、清代复建、新中国成立后修整等阶段。

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紫禁城古建筑的数

量并非一成不变的。如明永乐时期紫禁城

房屋总数约 8300 间，明末时房屋总数大约

在 20000 间 ，清 代 时 期 的 房 屋 总 数 约 为

10000间。

紫禁城建筑群自 1417 年正式开工，仅

用了 3年便完工，且历经近 600年完好。如

此快速、优质的营建工程可反映我国古代

大型宫殿建设在规划、组织上和营建技术

的科学性，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材料储备的科学性。紫禁城营建的材

料主要包括木材、石材、砖、瓦。这些营建

材料的备料，实际上从 1406 年就开始。紫

禁城营建所需的楠木源于四川、云南、广

西、贵州的深山老林，石材源于京郊房山大

石窝村，砖源于山东临清和江苏陆慕，琉璃

瓦源于京西的琉璃渠村。这些材料光备料

就用了 11 年。为了保障施工进度与庞大

的施工现场的整洁，在明代始建宫殿时，采

取场外加工的办法，这是现代建筑施工工

厂化的雏形。

据北京史志文献《日下旧闻考》记载，

明初工部曾在紫禁城周边设有神木厂、大

木厂、台基厂、黑窑厂、琉璃厂和采石场。

其中，神木厂和大木厂为储存木材的地方，

台基厂为木构件加工的场地，黑窑厂为烧

制青瓦的地方，琉璃厂为烧制琉璃构件的

地方，采石场则为对采运的石头进行初步

加工的场地。材料准备齐全，且围绕紫禁

城码放，有利于工程快速、有序地开展。

人员组织的科学性。明永乐时期，参

与紫禁城营建的人员众多。《明史·食货志》

对整个明代北京紫禁城营建活动这样描

述：“明初，工役之繁，自营建两京宗庙、宫

殿、阙门、王邸，采木、陶壁，工匠造作，以万

万计。”这些工匠分为土作、石作、木作、瓦

作、油饰作、彩画作、裱糊作、搭材作等工

种，不同工种之间的有序衔接、巧妙搭配，

是工程顺利进展的重要保障。

除了 10 万名工匠，还有近百万名劳工

参与营建紫禁城。如此数量众多的营建人

员灵活分布在紫禁城的空间内，施工人员

之间、不同工种之间互不干扰，有序开展施

工，且各个宫殿的营建同步进行，使得工程

进展快速而又顺利，这无疑得益于人员组

织、管理的科学性。

营建技术的科学性。紫禁城古建筑以

木构件作为建筑的核心受力骨架。从安装

技术上讲，各个木构件之间通过榫卯连接，

即两个相互连接的木构架，其中一个端部

做成榫头形式，另一个构件端部做成相应

的卯口形式，榫头插入卯口中，便形成连接

整体。榫卯连接的安装方式不仅是我国古

建筑区别于西方建筑的主要表现形式之

一，而且还意味着工匠只需在现场对木梁

进行拼装即可，不仅安装速度快，而且施工

质量好、抗震能力强，体现了科学性。

紫禁城的古建筑历经 600 年的 200 多

次地震，从未出现过宫殿建筑倒塌的情

况。紫禁城古建筑营建技术的另一个重要

科学表现，就是程式化的建筑安装方式。

紫禁城的古建筑虽然有上万间，但是这些

建筑的样式是固定的，其屋顶形式无外乎

硬山、悬山、歇山、屋顶、攒尖屋顶形式的一

种。紫禁城的古建筑群就是这五种屋顶形

式按大大小小的组合方式安装而成，犹如

几个专用的模子制作，有大规模程式化生

产的科技之感。

虽然紫禁城有 9999.5间房的说法并不

正确，但是可反映紫禁城古建筑数量众

多。不仅如此，这些古建筑能够在 3 年内

完成营建，从建筑施工的科学性角度而

言，能够体现我国古代工匠的智慧和高超

技艺。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紫禁城真的有9999.5间房吗？

周 乾

一年一度的春运即将到来。每年春

节，许多在大城市工作的人都要提着大包

小包，千里迢迢赶回家乡和家人团聚。然

而，近年来“反向春运”悄然成风，在城市打

拼的上班族不再抢票返乡，而是把父母和

子女从老家接过来，一起在城里过年。

数据显示，我国铁路春运的反向客流

正以每年 9%左右的速度增长。趋势既成，

铁路部门顺势而为，通过价格手段“削峰

填谷”，鼓励“反向春运”，帮助更多的人团

聚，就是一种明智之举。

国家铁路集团日前表示，在历年回空

方向临客票价实行折扣优惠政策的基础

上，采取扩大临客折扣方向，增加折扣临

客范围和数量，提高折扣临客的优惠幅度

等措施，为“反向春运”客流提供优惠，让

利旅客，开启全新的过节模式。

“反向春运”首先是交通均衡化的新

契机。国家发展改革委经会商研判，2020

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 30 亿人

次，年年如此庞大的单向客流量，堪称“人

类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徙”，必然会导致

交通资源紧张带来的购票难、回乡难。而

“反向春运”形成的反向客流，会有效平衡

和缓解集中返乡的单向运输压力，交通运

力的闲置资源得以利用。南来北往的回

家路上，如果客流不再“冷热不均”，就能

让人们春运之路更顺畅，舒适指数更高，

出行体验更佳。

“反向春运”也是市场化导向的新选

择。人们总是趋利避害——为避开人山

人海的春运客流，人们已经想了很多办法

降低出行成本，比如开私家车回家、租车

回家、骑摩托车回家、航线中转、错峰出行

等。现在的“反向春运”同样也是一种自

适应的调节变通，这意味着乘客不用去把

所有公共交通工具挤爆，可以选择票价

低、舒适性好、性价比高的反向列车和航

班，是更理性和更经济的选择。

“反向春运”更是城市化发展的新景

观。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跨过 60%的门

槛，可以说已经到了 2.0 版本，城市吸收农

村人口的能力大大增强。近期出台的全

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的城市落

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至

500 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

人口 500 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

政策，都将大大加速城市化速度。过去城

市是把吸引农村青年成为“新移民”，现在

也开始吸引老年人，大量老年人离开家乡

到大城市过年就是一幅象征性的图景。

“ 反 向 春 运 ”还 是 传 统 观 念 的 新 转

变。“反向春运”实质上是“反向过年”，在

城市，新的风俗礼仪，新的过年体验，都会

冲击到过去的生活观念。在城市化加快

的进程中，年轻一代早已更趋独立，亲情

氛围也日趋淡化，他们更乐于接受新的过

年方式；而老一辈则刚开始接触城市生

活，在欣赏城市美景，感受城市文化，享受

不一样的天伦之乐之余，其家族观念和故

土习俗都要经历艰难的转变，这是一种心

理和观念上的城市化。

新时代赋予了过年新方式。事业打

拼在城市，过年也可以在城市，因为有父

母的地方就是家。团圆不变，只是团圆地

点变了，团圆的大家族变小家庭了；春节

不变，只是过节形式变了，走亲访友的应

酬少了。随着人口的流动，家庭结构向小

家庭转变，这个过程中不变的是孝心，是

团聚时的心安与幸福状态，是中国人在当

下对传统观念的接续传承和价值坚守。

鼓励“反向春运”，除了做好相应的导

向措施，如反向火车票价格调整等，还应

在城市精心准备春节传统节日文化大餐，

以更为现代时尚的方式呈现，保持其内

涵。既不负团聚，又不负“年味”，让“反向

春运”一族不虚此行，得到正向激励。更

重要的是，城市要完善教育、医疗、社保等

公共福利，帮助外来“新移民”增强归属感

和认同感，把人留住。正如一生漂泊的苏

轼所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心安处就是故

乡，如果外来“新移民”真正安下心来融入

城市，把它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反向春

运”就会成为常态。

从更大的视角观察，某种意义上，处

于急速发展漩涡中的我们其实都是这样

的“新移民”。我们从旧的分崩离析中走

出来，不断变换着自己努力的起点，不断

接受全新的概念，迎接全新的挑战，这个

过程尽管如此艰难，也有其奖赏：那就是

不断享受到城市化发展红利，不断享受到

时代进步的福利。

反向春运：城市化2.0的家庭亲情样本

著名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网站 2019 年

12月 18日发表了哈佛大学天文学系主任亚伯

拉罕·路伯教授的文章——三位诺贝尔奖得主

的故事。他讲述的是，现代天体物理学一些最

激动人心的研究成果，很多在其研究过程中都

面临过被质疑甚至是嘲笑的境遇。

1991 年，路伯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

后，主要进行理论宇宙学研究。这一年间，他

曾向美国西海岸一家著名大学申请教职。该

校一位声名显赫的教授与同事商量后决定拒

绝路伯的申请，并回复了路伯。他在回信中用

嘲讽的口气写道：“只要我们能说服自己，承认

你所从事的理论宇宙学还能算是一门科学的

话，那我们还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初级教职职

务。”

理论宇宙学真是那么不堪吗？2019 年 10

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吉姆·皮布尔斯教授

因其在理论宇宙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成果获

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正是路伯做博士后研

究时的合作导师。

2013 年，路伯已经是哈佛大学的长聘教

授。一次，他应邀参加第 30 届耶路撒冷理论

物理学冬季演讲，他在演讲中高度评价了引力

波天体物理学的发展潜力。演讲结束后，另一

位应邀来演讲的高级专家当着所有听众的面

不客气地质问路伯：“你为什么要浪费这些学

生的时间讲一个与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显然

不相关的题目？”事实上，天文学界多年来一直

有人质疑引力波天体物理学，他们认为，基于

激光干涉引力波观测仪（LIGO）的种种研究就

是痴人说梦。他们还认为，此类研究耗资巨大

却不会带来任何回报。

引 力 波 天 体 物 理 学 真 的 那 么 不 堪 吗 ？

2017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了三位美国

科学家——雷纳·韦斯、基普·索恩和巴里·巴

里什，以表彰他们在 LIGO 观测仪和引力波观

测方面的决定性贡献。

这样的事例在科学史上毫不新鲜。1952

年，俄裔美籍天体物理学家鄂图·斯特鲁维发

表文章，提出要搜寻围绕太阳以外的恒星运

行、质量与木星相当的其他行星。此后 40年，

各大天文望远镜的时间分配委员会都无视斯

特鲁维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我们已经知

道为什么在太阳系中木星离太阳那么远，那么

其他行星系统的结构又能有多大差异呢？另

外，也许根本不存在什么系外行星，那么何苦

浪费宝贵的天文望远镜观测时间去搜索系外

行星呢？”

直到斯特鲁维发表文章 43 年后的 1995

年，瑞士物理学家米歇尔·马约尔和戴狄尔·魁

若兹发现了第一个环绕类太阳恒星飞马座 51

的行星飞马座 51b，才使系外行星的研究进入

天文学的主流。

新一代科研人员若忘记历史，历史就会重

复。路伯说，他目前从事的搜寻地外文明研究

（SETI）遭逢的敌意比以上三例中的科学前沿

主题遭逢的敌意更甚。他认为，这与专业保守

主义的关系不大，而与科技界的“社会时尚”更

有关系。其实，某些暗物质搜索研究项目比

SETI研究更加虚无缥缈。

路伯强调，有人坚持认为，当资源有限时，

对新生事物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还是有益

的。但事实是，理论宇宙学和系外行星研究在

起步时并未要求多大的经费资助量。

一旦一个前沿研究理论得以确立（如理论

宇宙学、引力波天文学和系外行星研究现在都

属于主流研究领域），就会吸引很多年轻学

子。他们不晓得这些前沿在当初曾经碰得鼻

青脸肿，还以为它们一直是光鲜亮丽的。因

此，应该教育年轻一代的科研人员保持开放心

胸，对前途不明朗的新兴前沿领域宽容一些。

另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勇于创新者面对逆

境一定要坚持下去。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

于成”。

现在的天文学热门研究领域
也有着“鼻青脸肿”的过去

武夷山

新年那日，雪花纷纷扬扬落下，未待我们

细看就已消融。

雪花长得什么样呢？那玲珑剔透的六角

形，是物理作用呈现给我们的美。不同于文

学、艺术这些创造美感的人类研究领域，物理

学研究的是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和物质基本

结构。以雪花为例，我们或能觉察，物理所面

对的物质世界，也有美意流动。

《诗意的宇宙》讲述的是 21世纪物理学的

重要成就以及它如何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和我们的世界观。全书谈论的主要话题包括

宇宙大爆炸、相对论、拉普拉斯妖、量子纠缠、

希格斯场、暗物质和暗能量、熵增定律等，涉及

的话题相当高端，光听名字可能会让广大读者

头疼眼晕，望之却步，但作者以散文的从容节

奏和诗人的敏感情怀把这些科学论题封装在

文学化的表达里，这本书因此向所有人开放，

令所有人心动。

雪花，是另一种形态的蔷薇。我的偶像，

伟大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面对友人诘

问之时回答：科学的研究并不是在破坏事物的

美，而是通过深入的认识发掘更深层次的美。

蔷薇的色素何以吸引昆虫，昆虫是否也有美

学？对这些知识的认识，增添了蔷薇的美感。

这就是《诗意的宇宙》这本书的出发点，副标题

即为“蔷薇、时空与 21世纪物理学”。

作者斯特凡·克莱因生于德国慕尼黑，是

一个科学世家的第三代，现定居奥地利。他既

是物理学家，也是散文家和科普作家。克莱因

的作品不仅注重科学事实和科学理论的通俗

解析，他还努力在科学家的严谨精微和文学家

的流畅优美之间达成完美的均衡，他搜集漂浮

在宇宙时空的知识碎片，然后用语言把它们重

组成美的新模式。

在作者看来，费曼的说法还可以继续补

充。结构的美，物质运动的美，与之有关的知

识所产生的吸引力，不断深入也不断延展。蔷

薇代表“生命”，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蔷薇这种

植物的出现是相对较晚的事情了，在它之前，

有更多更早更古老的生命形态，所以，必须推

衍至原初生命体的诞生，水、空气、大地、阳光

……一切的一切，构成这个神奇真实世界的元

素是怎样运作的呢？从物理学的角度看，“蔷

薇”所生活的恒星是怎样诞生的？宇宙的时空

是怎样形成的呢？一朵蔷薇的盛开，究竟需要

哪些条件呢？

作者认为，蔷薇所需的阳光，归根结底来

源于强相互作用力。它能够使太阳内部的氢

原子核聚变为氦，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向

宇宙空间辐射。在恒星的烈焰中，通过强相互

作用力，所有其他元素以氢为基础生成了。

氢云不断浓缩，直至燃烧。宇宙中的氢仅凭

自身引力不足以团聚为氢云，所以必定有一

些更重的物质，一些我们不了解的物质，将氢

聚拢成氢云，这些物质被命名为“暗物质”。

“暗物质”是 1988 年离世的费曼无从得知的

奥妙，在 20 世纪的末端，在 21 世纪的初始时

段，宇宙的秘密正如蔷薇在物理学的研究领

域悄然开启。

最好的物理方程式都是简洁的。优秀的

物理学家往往拥有敏锐的心，他们对美的感知

力非常强。正如费曼所说，“发现的乐趣就是奖

赏。”爱因斯坦的直觉是非凡的，很多时候，他表

现得像孩童一样天真。在他们构想的世界里，

我们可以触摸简单而纯粹的美，物理学家不仅

是理性的注释者，他们还可以自由自在地运用

自己的才华来表达科学的审美态度。

物理世界的别样美学
——读《诗意的宇宙》

林 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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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榫卯节点构造示意图 周乾供图

图为北方地区穿戴厚重的高空作业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