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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时代

挖掘沉睡的历史，考古人与土亲密无间。你

想象的考古场景是什么样子？是灰头土脸、手持

铁铲，竹片翻土、毛刷洗净，还是罗盘定位、卷尺测

量？这些都是老黄历了。

卫星定位、三维测绘等新技术信手拈来，地

上、水下、空中尽在掌握才是新时代考古人的画

风。

跨界创新，开启考古新百年。“吃土”达人纷纷

转身“高科技玩家”。

数字建模，遮不住的眼

走进湖北武汉黄陂盘龙城遗址，探铲、皮尺、

罗盘和水准仪等传统考古器具都进了展览柜。取

而代之的新技术对盘龙城考古工作的效率、研究

深度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

现。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卓说，考古活动

的首要工作是调查勘探。伴随科技发展，考古现

场已不亚于高精尖技术博览会现场。

孙卓介绍，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Re-

al—time kinematic，RTK），作为现代考古常用的

GPS 测量方法，可以实时提供测站点在指定坐标

系中的三维定位结果，达到厘米级精度。考古工

作者在调查勘探中使用 RTK 可以获取每一个遗

迹的精确坐标，并对遗址地形地貌进行准确测量。

在盘龙城遗址考古中，借助 RTK，布设永久

性测绘控制点，范围可覆盖整个 3.95 平方公里遗

址区保护范围。

其中，第一等级控制点需覆盖整个遗址，第二

等级控制点要求相互之间能够通视，由此形成盘

龙城遗址考古三维控制网。控制网对于布置考古

探方、三维地形图测绘、遗迹平面图的绘制等具有

重要作用。

同时，基于 RTK，在调查勘探中对遗址进行

大规模放样点测，可形成盘龙城遗址数字化地理

模型。

水陆空，多方位立体勘探

地壳不同岩层介质在密度、导电性、磁性、放

射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引起相应磁场局部变化。

通过磁场分布和变化特征，可推断地质性状。

考古工作者尝试在调查勘探中使用地球物理

方法进行地磁探测，可以在不破坏地表的情况下

知道地下是否存在遗迹或者遗物。这种方式能最

大限度保护地下遗迹和遗物。

以前的考古勘探资料，堆积如山。考古工作

者想调取某一探孔资料，十分困难。盘龙城田野

考古钻探系统把勘探资料进行数字化录入和管

理，可以实现批量导出数据、地图分类查看、属性

信息查看、剖面分析等功能。

水上勘探技术则通过多波束测深、水上物探

等手段探测湖水深度以及水下遗迹情况。盘龙湖

枯水季节会暴露出很多水下埋葬的遗物遗迹。

2016 年，考古工作者用水下测探技术对盘龙湖水

下文物情况进行测探。结果表明，湖底海拔高程

17.5米以上区域，多有商代文化堆积。

无人机航测系统是高分辨率及高精度影像获

取和处理的全新技术，可实现对三维立体地理信

息的快速获取，更全面获取考古现场建筑物、道

路、水系及其附属设施等的高精度影像数据。

穿越千年，再见如故

古代青铜器能否穿越千年再现荣光，考古人

告诉你，可以。

在湖北省博物馆，就有这样一群达人，凭一双

匠心妙手“唤醒”千年青铜。

10月 20日，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珍贵青

铜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入选“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

复项目”。

受埋藏环境及挤压等因素影响，叶家山墓地

出土青铜器几乎全面腐蚀，腐蚀物将文物表面纹

饰和铭文信息掩盖，且大量青铜器变形、破损严

重，亟须进行科学的保护修复。

项目负责人、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李玲说，项

目实施前，考古工作者借助 X 射线成像、拉曼光

谱、超景深显微观察等多种分析技术，对腐蚀产物

的成分、物相、结构及层位分布进行了精确分析，

为后期保护修复处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李玲介绍，他们采用的超景深光学显微技术

与激光拉曼光谱分析，可对青铜器表面多样腐

蚀产物整体分布及空间层位分布关系等进行直

观观察，高倍型号显微镜头可分析典型样品表

面腐蚀产物或孔隙横断面内部腐蚀产物的晶体

颗粒，结合激光拉曼光谱分析来确定各腐蚀产

物物相。

X 射线成像技术可以透视器物内部，准确辨

认及定位青铜器被表层腐蚀产物所掩盖的纹饰、

铭文、铸造工艺特征等信息，近年来，几乎成为研

究金属类文物必不可少的检测手段。同时，通过

观察 X射线成像“明”“暗”区域分布可确定青铜器

的病害、腐蚀特征及规律等信息。

考古人转画风
从“吃土”达人到高科技“玩家”

编者按 从仰韶村遗址迎来科学发掘的第一铲至今，中国现代考古学已走过百年历

程。100年来，从手铲挖掘到卫星遥感应用，从陆地发现到海底追踪，从考古学单学科发展

到考古与自然社会科学深度融合……我国现代考古学正不断拓宽边界、蓬勃发展。在中

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科技日报特推出“百年考古科技范儿”系列报道，带领读

者从国内重大考古发现中领略科学技术发展与现代考古学的互动。

日前，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在珍品柜展出了

列文虎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1632—1723

年）单式显微镜的复制品，此展品由荷兰莱顿的布

尔哈夫博物馆复原团队手工打造，其长不足 10厘

米，宽仅有两三厘米，厚约 1厘米。这件精致小巧

的科学仪器激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心，观众对它的

第一反应往往是：这怎么可能是显微镜？的确，与

大多数观众在求学期间自然课或生物课上使用的

复式显微镜相比，这个可在手中摩挲的小小铜板

不免显得有些“特立独行”。

那么列文虎克的这种单式显微镜该如何使

用，能把标本放大多少倍？其背后又有什么有趣

的历史？

列文虎克与罗伯特·胡克

要谈列文虎克，就不能不提到与他同时代的

大名鼎鼎的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

1703 年）。1662 年，年轻的胡克担任了成立不久

的英国皇家学会的实验管理员，他用改良的显微

镜来观察各种东西，发现软木在显微镜下呈现出

一个一个的腔室，类似于修道院的一个个居室，所

以将其称为“修道院单人小室”（cell）。这就是为

我们熟知的“细胞”。1858 年，传教士韦廉臣（Al-

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 年）、艾约瑟（Jo-

seph Edkins，1823—1905 年）和 数 学 家 李 善 兰

（1811—1882 年）编译了《植物学》，其中的“聚胞

体乃聚无数细胞为一体，诸细胞相黏合”被后人认

为是英文的 cell首次被译为中文的细胞。虽然在

这之后的几十年，细胞一词并未成为通行的译法，

cell还被译作珠、膛、小凹等，直到甲午战争之后，

随着日译科技术语的引入，细胞才成为主流的用

法，沿袭至今。

胡克使用的是复式显微镜，可将标本放大 30

多倍。他最初的发现于 1665 年——伦敦大瘟疫

发生那年——被结集成《显微图谱》（Micrograph-

ia）一书，这成为皇家学会第一本产生广泛影响的

著作。而比胡克年长 3 岁的列文虎克，年轻时是

荷兰代尔夫特的一名布商。他没有接受过太多的

教育，只会讲荷兰语，不懂英语和拉丁语。列文虎

克 1668 年访问伦敦，很有可能是在这段时间，他

接触到了胡克的《显微图谱》。或许是书中描绘的

巨大的跳蚤插图触动了这位布商，他开始对显微

镜感兴趣，待返回荷兰，他就研制起透镜，开启了

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单式显微镜制造和观察生涯。

列文虎克制造的显微镜，如清华大学科学博

物馆珍品柜展示的这件仪器一样，结构极其简

单。一个极小的玻璃珠作为单透镜安装在黄铜板

上的小孔中，标本放置在镜头前突出的尖点上，

转动两个螺丝，就可调整位置和焦距。眼睛靠

近透镜，就能观察到放大的标本。列文虎克的

显微镜，最多可将标本放大至 275 倍，这也使得

胡克一生都对列文虎克如何制作出这种透镜感

到好奇和疑惑。

进入充满生机活力的新世界

通过朋友介绍，列文虎克从 1673 年开始给英

国皇家学会写信，他的发现也逐渐公诸于世。直

到 1823 年去世，列文虎克一直与英国皇家学会

及其成员保持着密切通信，现在有约 200 多封信

仍然保存在英国皇家学会。透过这些书信，我

们可以看到列文虎克对他进入的新世界充满生

机和活力的记录。

其中，1676 年 10 月 9 日的一封信，留下了当

年春天列文虎克连续观察了 4天雨水后写下的一

段话：“我判断，即使把一百个这些小动物撑开摆

在一起，也不会超过一颗粗沙子的长度；如果这是

真的，那么一百万个这些活物也不够一颗粗沙粒

的体积。”这段文字中的“小动物”，就是我们现在

熟知的细菌，这也是人类首次发现细菌。

在 1683年的另一封信里，他写道：“在我的门

牙和臼齿之间有一些东西嵌在里面，或者生长在

那里……极为诧异的是，我总会看到在这些物质

中有许多非常小的活着的微生物，动得非常可

爱。看来世界充满了生命，数量比以前

想象的要多得多。水滴里存在活物，人

的牙缝里寄存的小颗粒也存在活物！”

他还对两位从未清洁过牙齿的老人

做了重复观察，在取出的样本上发现了

“一群令人难以置信的活体动物，它们游

泳的速度比我迄今为止见过的任何动物

都要灵活。”

随 着 一 个 又 一 个 石 破 天 惊 的 新

发现——包括精子、血细胞的首次观

察——从代尔夫特传到伦敦，列文虎克

在显微镜制作和观察上的才华开始被欧

洲认可，他在 1680 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

会的正式会员，他位于代尔夫特的家也

成为名流贵胄，包括俄罗斯彼得大帝、英

格兰的詹姆斯二世和普鲁士的腓特烈二

世等的“打卡地”。

列文虎克像一位我们这个世界率先

进入到新的未知世界的探险家，从人类

熟知的日常尺度进入了无法想象的、梦

幻般的微小尺度。从“异界”归来后，他

充满喜悦地分享自己的所见，改变了人

类对自然的认知。

1716 年，84 岁的列文虎克还在坚持

用显微镜观察这个世界，在一封信中他

这样写道：“我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工

作，并不是为了获得我现在所享受的赞

美，而是主要来自对知识的渴望，我注意

到，我的这种渴望比他人更甚。因此，每

当我发现任何非凡的事情时，我都认为

我有责任将我的发现写在纸上，以便所

有具有创造力的人都得以知道。”

居世界领先地位长达150年

直到 19世纪 30年代消色差显微镜镜头出现，

列文虎克的镜头才被超越，也就是说，他的显微镜

性能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长达 150年。

列文虎克在世时，他的同代人，包括胡克，就

对他如何制造出如此高倍率的透镜产生了浓厚

兴趣，但列文虎克对他制作透镜的方法严格保

密，甚至在客人参观时也只让他们看中等质量

的显微镜。1745 年，随着列文虎克女儿玛丽亚

的去世，他的大部分显微镜在 1747 年举办的一

场拍卖会上被抢购一空。

这些珍贵的显微镜可谓命运多舛，科学史

家研究认为，列文虎克制作的显微镜的总数达

559 件——这意味着在他 50 年的显微镜制作和

标本观察生涯中，平均每个月制作一个，由此也

可一窥列文虎克的勤奋。根据拍卖记录，买家

似乎以代尔夫特当地居民为主，有公证人、医

生、外科医生、地方法官、铜匠，但也有至少三分

之一的拍品是匿名人士通过给中间人佣金的方

式购买的。不过，可预见的是，大多数新主人利

用显微镜观察标本的能力根本无法与列文虎克

相提并论。在失望之余，这些小巧的显微镜被

搁置一旁，最终导致了大量丢失——目前全世

界只有约 10 件原件幸存。

由于列文虎克生前对透镜制作方法的严格保

密，目前留存的显微镜原件又极为珍贵，不便拆开

显微镜直接观察内部构造，因此在破解列文虎克

如何制作出高倍率透镜之谜上，科学史家一直束

手无策。2021 年，荷兰莱顿的研究人员利用中子

断层扫描技术对列文虎克的两个显微镜做了无损

检测，揭示了透镜的完整结构，其中一个中倍率的

透镜呈扁豆状，另一个高倍率的透镜则为带杆的

球形玻璃珠，这表明，列文虎克使用的其实是胡克

1678 年公布的透镜制作方法。他对外保密自己

的制作方法，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列文虎克利用他制作的显微镜“打开了新世

界的大门”，如今各个领域的科学家还继续在这个

新世界开疆拓土，不断突破所能观测的极限。有

鉴于此，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计划与哈佛大学历

史科学仪器收藏馆（CHSI）合作，举办以历史上的

显微镜为主题的线上展览，从列文虎克的单式显

微镜到现代的最新式显微镜，相约一场尺度不断

延伸的新世界之旅。

（作者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博士后）

列文虎克的单式显微镜列文虎克的单式显微镜
将人类视野带入微观新领域将人类视野带入微观新领域

哥伦布探险美洲的时候，威尼斯

还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它控制了

地中海三分之二以上的航运，财政收

入和整个大明帝国相等。

然而 100 年后，荷兰贸易船打入

地中海直接和中东人做生意；威尼斯

人则转而雇佣来自西北欧的商船。

16 世纪，随着生活的富裕，威尼

斯精英逐渐淡出艰苦和危险的航海一

线。曾经锐意进取的小城邦，此时变

得富裕、优雅而静止。大量威尼斯贵

族转向内陆购买土地，过上了收租的

安逸生活。

威尼斯是贵族，
荷兰是企业家

16 世纪的威尼斯是静止的，它的

人口大致停留在 14 万人左右；而同期

崛起的阿姆斯特丹，从 3 万人涨到了

20 万人。两者都是水城，气质却相差

很大。

威尼斯的统治者是一群贵族，而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统治者是一群市

民。威尼斯精英大都来自世袭大家

族，几乎没有新来者。而阿姆斯特丹

有大量白手起家的市长和议员。

威尼斯精英不太重视个人成就，

因为出身在高门，不用太努力也能得

到高位。很多威尼斯家族里，只有一

个兄弟结婚生子，其他人做一辈子单

身汉，大家共同生活在宫殿里，永远不

分家。

而阿姆斯特丹人则都是小家庭生

活，兄弟们各做各的生意，每个人都要

凭自己的本事立足。

阿姆斯特丹精英都聚集在城里，

走路就能到达交易所、东印度公司、西

印度公司和码头。威尼斯精英则像一

般的欧洲贵族一样，更喜欢待在乡间过着安逸的田园生活。

威尼斯人擅长与人相处。他们看重老年人的圆熟和老成持重的

风度。1594年一位造访威尼斯的英国人评价说，威尼斯人看上去都

比实际要老。英国人惊讶地看到，四十几岁的政治领导人在威尼斯

被称为年轻人。

“以前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做买卖；现在这种方式被抛弃了，他

们的目光转向买房置地，配备马车，炫耀和向女人献殷勤。”1612 年

的英国大使评价威尼斯贵族说，以往他们把儿子送上远航去黎凡特

的船，去学航海和贸易。现在他们送儿子去旅行，学习更多与绅士而

非商人有关的东西。

威尼斯是文科生，荷兰是理科生

阿姆斯特丹 1632年建立了雅典学院，有数学、天文学、植物学和

医学课，笛卡尔的学问和思维方式十分流行。阿姆斯特丹年轻人还

散布到全欧洲去上大学。

而威尼斯人则只去家门口的帕多瓦大学，那里没有自然科学课

程。

17世纪的威尼斯贵族仍然十分喜欢著述，但集中于诗歌、戏剧、

演说、哲学、历史，他们最中意“有文化的业余写作的贵族”人设。

而同期阿姆斯特丹精英写的书，则包括磁力学、医学、植物学、制

图学、造船学、地理学……还有人设立实验室搞化学。

阿姆斯特丹的高官里有医生，这在威尼斯是不可能的，因为医生

那时候不算个高贵职业。翻看那时候的通信，我们发现，阿姆斯特丹

的高官里，有关心猛犸和彗星的，有关心独角兽的，有关心如何修复

拦海大坝的，有关心船甲板尺寸的……这些痴迷于技术细节的行为，

在威尼斯都会被看作鄙俗。

威尼斯贵族尊重智慧，但他们心中的智慧是亚里士多德和中世

纪的那一套。16世纪兴起的自然科学，没有威尼斯人的份。威尼斯

仍然出产各种艺术家，但没有科学家。

强调实用性，对自然科学缺乏好奇心

1665年，罗伯特·胡克撰写的最早的显微镜专著中提到“如果你

取一片透明度很高的威尼斯玻璃，在加热灯中拔成极细的丝……”

16世纪的威尼斯有最好的玻璃制造技术，是镜片的原料。但磨

镜片的工匠和爱好者（比如牛顿）都在西北欧。威尼斯生产玻璃只是

为了获利，不会去搞什么镜片。望远镜威尼斯人还是重视的，但他们

从来没研究过显微镜，因为不赚钱。

威尼斯人的技术在 16 世纪以前是欧洲顶端。它们的造船厂和

实验室是世界第一。鼎盛时期，各种工匠都投奔威尼斯。威尼斯人

不仅富有，也很聪明。

但回过头来看，威尼斯重视技术只因为其使用效果。他们重经

验，轻理论，强调实用性，不去搞现代科学那种艰深完备的理论。一

旦现实上没有好处，威尼斯人就不会去发展科学技术。

威尼斯人的算术，得益于商业，曾经在欧洲遥遥领先，但他们不

会致力于公理化系统。虽然他们知道，古希腊人的数学和自然科学

在西北欧被追捧和模仿，但他们对此缺乏兴趣。

威尼斯人擅长写翔实的游记，观察各地风土人情历史政局，也是

天生的情报搜集者。威尼斯出版商 1550年编纂的一套游记丛书，涉

及了从日本到亚马逊的世界所有角落。但他们不注重科学类信息。

不像英国、荷兰和法国冒险家那样四处记录与赚钱无关但好玩的事

情（科学会社在英国兴盛，就是因为英国人喜欢通信交流奇闻逸事）。

冷冰冰的经济理性拒绝玄虚缥缈的价值。取得成功的意志却给

创造性的思考增加了负担。威尼斯是自由开放的，但心灵上也是保

守的，价值单一的。他们商人的精明，容不下科学家和探索者的“瞎

胡闹”。

威尼斯人甚至会压抑和阻碍技术创新。因为在技术熟练工匠看

来，一些新技术会让他们的技艺没有用武之地，所以他们要打击那些

在他们看来是动歪脑筋、钻空子的，其实却是勇于探索的发明者。

于是，在牛顿的时代，威尼斯的头脑还停留在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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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 讯 员 卫扬波 廖梓杭

◎刘年凯

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的珍贵青铜文物修复对比图 受访单位供图

列文虎克制造的单式显
微镜与我们常见的复式显微

镜大不相同，其长不足
10厘米，宽仅有两三厘

米，厚约1厘米，就
像一个可在手
中摩挲的小小
铜板。

图片素材由视觉中国提供，
列文虎克单式显微镜复制品由
刘年凯拍摄年凯拍摄

百年考古科技范儿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