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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是现代技术最前

沿的机械；并且在每个阶段

都保持着领先；它是其他机

器渴望达到的完美标志。

钟表业的间接影响也同样

重要，作为第一个真正的精

密仪器，它在精度和光洁度

方面是其他仪器的榜样，无

论是机械学影响还是社会

影响，钟表都是第一。

大航海时代

◎小白村

《红楼梦》里，刘姥姥初进大观园，走进王熙

凤的院子，“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

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

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

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刘姥姥心中想

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

小说写的是 17世纪初，乡下人头一次看见

摆钟的情景。《红楼梦》全书提到钟表 11次。不

仅贾宝玉怀揣一个核桃大的金表，连亲信奴仆

也随身带表。等到贾府衰落，值钱的金自鸣钟

都变卖了，抄家清单上仍有钟表 18 件，可见收

藏之多。

近代机械钟表全部产自欧洲，别的地区

无法仿制。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全球做生意，

卖得最好的就是钟表。18 世纪末，英国量产

一种圆形怀表，专供东印度公司送给中国的

行商和地方官。英国人发现，中国人对他们

的大多数货物反应冷淡，却格外钟爱上了发

条的机械。

第一次革命：重力代替水力

就像很多欧洲人擅长的技艺一样，报时机

器也开始于古希腊。公元前 3 世纪，地中海就

有不少水力驱动的机械，模拟天上星辰相对地

平线的运动，这就是水钟，它可以用于夜间报

时，后来它被拜占庭和阿拉伯继承和沿用。中

国典籍里也有制作水钟的记载。

但西欧人在罗马文明崩溃后，只晓得用沙

漏、水漏、蜡烛计时。直到公元 1000年左右，西

欧修道院可能从东方又引入了水钟。说“可

能”，是因为他们的“horologium（计时器）”一词

也可以指日晷和沙漏，缺少实物，我们无法考

证。1198 年的记载中提到，一个修道院起大火

时，大家跑到计时器那里去舀水——暗示那是

个水钟。

1300 年前后，欧洲出现了重力驱动的钟。

最早由重力驱动的钟可能是 1283 年安装在英

格兰邓斯特布尔修道院的一座钟，据记载，它安

装在教堂窗棂上面，因此不大可能是水钟。接

下来几十年，重力钟出现在英国、意大利和法

国；实物虽然无存，但有对其结构和原理的详细

描述。

重力钟的原理，是让重物高高吊起，慢慢落

下，持续拉动齿轮。开始的重力钟需要设置在

高塔里。

水钟到重力钟的进化，就好像两栖动物演

变成不依赖水的爬行动物，从此前途广阔。来

自西北欧方言的 clock 一词，也取代了 horolo-

gium这个希腊词。

机械钟的关键，是“擒纵”机构。通过齿轮

与棒子的配合，一擒，一纵，一收，一放，将水钟

式的无节奏的动力转化为现代钟表式的有节奏

的动力。钟表传出的滴答声，就是擒纵结构的

响声。

欧洲人是怎么想出这个结构的呢？有人研

究认为，更早前有修道院借助类似的原理实现

了自动撞钟。无论如何，修道院是这种前沿技

术的第一个使用者。

无论是水钟还是重力钟，周期并不稳定。

动力大了，钟就快一点；动力小了，钟就慢一

点。最早的机械钟一个昼夜下来能误差两个小

时。但钟的质量在突飞猛进地提高。

1336年，米兰安装了一座时钟，可以在 1点

时打一下，两点时打两下……这个功能大受公

众欢迎。随后 200 年间，教堂钟楼逐渐普及时

钟，欧洲人也习惯了“定点广播报时”。

同时，重力钟也逐渐小型化，有一些已经可

以摆进客厅做家具了。

第二次革命：弹簧代替重力

重力机械钟发明 100 年后，有人在里面安

上了弹簧，让弹力代替重力驱动钟。弹簧钟不

像重力钟，不一定要吊得高高的，它可以小型

化，可以放在桌子上架子上，也可以轻松搬走。

但弹力驱动的一个问题是，弹簧会松，钟走

的速度误差太大。早期的弹簧钟远不如重力钟

那么准确。

克服这个问题的装置叫“均力锥轮”，它是

一位不知名的机械天才发明的，大概出现于

1400 年到 1450 年之间。它是一个有凸起螺线

的锥形盘，链条绕在这个盘上，并且连接发条。

上发条时，越缠绕，螺旋直径越小——发条虽然

绷得越紧，链条终端的力却没有增加，稳定输出

给钟表。

之所以说发明它的人是个天才，是因为

这个锥形轮的纵剖面，其实是双曲线形的。

那个年代还没有正确的数学公式去指导手艺

人 。 手 艺 人 是 在 实 践 中 摸 索 出 了 正 确 的 形

状。而且他们一定是发明了特殊的机床，才

能车出双曲线。这种高超的工艺，现在看来

还是令人佩服。

在麦哲伦环游世界的年代，德国工匠生产

的、配有均力锥轮的弹簧钟，在欧洲名头响亮。

接下来，钟缩小成了表。人类第一只表诞

生于 1564年的德国纽伦堡，后来被英国人叫做

“纽伦堡蛋”。

1577 年，一位匠人为天文学家第谷制造了

精确的天文时钟，首次引入了分针。

17 世纪中期，惠更斯为钟表添上了两件

利器：一是摆锤，它利用了伽利略发现的“重

物摆动周期恒定”原理；二是游丝，也就是把

弹簧螺旋盘起来。两者配合，让每日误差 20

分钟以上的钟表降低到一两分钟，大大提高了

实用性。惠更斯后，钟表业加速发展。英国和

法国走在前列。

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曾说：“工业时代的标

志是钟表而不是蒸汽机……钟表是现代技术

最前沿的机械；并且在每个阶段都保持着领

先；它是其他机器渴望达到的完美标志。可以

说，钟表为其他机械提供了模型……钟表业的

间接影响也同样重要，作为第一个真正的精密

仪器，它在精度和光洁度方面是其他仪器的榜

样，无论是机械学影响还是社会影响，钟表都

是第一。”

发展动力：炫富推动的产业

在人类历史上地位这么重要的钟表，初衷

并不是为了“引领工业革命”或者“带动科技创

新”。机械钟的出现，源于修道士对日程表的认

真遵守。他们为了不折不扣地定时祈祷，需要

更可靠的时间仪器。

很快，昂贵的钟表在修道院外也找到了市

场。先是城市里各种富丽堂皇的建筑（比如法

院、议会）购买机械钟，然后是富人宅邸。无论

公费还是私费，都是为了宣示其非同一般的财

力和排场。

可以说，推动钟表发展的，就是人们拥有

“百达翡丽”“江诗丹顿”的欲望——那不仅仅是

报时工具，更是高级玩具和珠宝工艺品。

14 世纪中期，欧洲钟楼上常会有一个机

械人手握木棒敲钟报时。接下来的 200 年间，

敲钟的机械人和动物越来越多，可上演全套戏

剧，精美繁复。比如 1499 年威尼斯圣马可广

场安装的钟，由两位巨大的牧羊人敲响，一位

天使同时吹响号角，东方三博士进场，跪在圣

母圣子面前，一手脱帽，一手献礼。然后起身

戴帽出门。这座钟还会显示所有天体的运行

位置。再比如瑞士伯尔尼天文塔的钟表建于

1530 年，每小时会有 4 分钟的机械人表演：公

鸡鸣叫、跳舞的小丑敲钟、克洛诺斯翻转沙

漏、城市的吉祥物游行……

最早的表，比如保存至今的一只 16世纪晚

期制造的“纽伦堡蛋”，很像现在的豪表。表盘

是金子的，整体是一块六边形的哥伦比亚翡翠，

机芯置于其中。那个年代的表往往还做成新奇

形状，比如水果或者动物。

另一件保存至今的，是 16 世纪初的“盐器

钟”，是法国国王送给英国国王的礼物，银质镀

金，缀满珐琅花纹、贝壳与宝石，表盘放在水晶

壳里。盐器是当时餐桌上最重要的器具，放在

宴会长桌中间。这类“盐器钟”，当时的英国王

室收藏了 11个。

钟表史上，美轮美奂的作品数不胜数，如果

不是为了炫富，欧洲钟表不会遥遥领先。

欧洲钟表的兴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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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是我国古代最早一部解释词语的

著作，有人称其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词典。关

于它的作者及成书时间，学界说法不一，多认

为它是由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累积编写而

成，并非一时一人之作。现今流传的《尔雅》

共 19 篇，最后 7 篇为：《释草》《释木》《释虫》

《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分门别类地记

载了大量动植物知识，初步形成了“草木虫鱼

鸟兽”的古代动植物分类体系，是后人学习和

研究动植物的重要典籍。

由于《尔雅》成书较早，文字古朴，不少内

容在汉代时就几乎无人能懂。根据史料记

载，东汉时，汉光武帝在云台宴请百官，有人

献上了一只有豹纹的老鼠。光武帝问是否有

人知道这是什么，大家都无法回答，只有窦攸

说，这是鼮鼠。光武帝问窦攸依据是什么？

窦攸回答说：“见《尔雅》。”光武帝就让人翻阅

《尔雅》来验证，发现果然如窦攸所言，于是就

奖赏他百匹绢，并下令让公卿子弟跟随窦攸

学习《尔雅》。

《尔雅》之学在这之后逐渐兴起，为了让

人更容易读懂，很多人为《尔雅》做过注释，比

如东汉的刘歆、樊光、李巡以及三国时期的孙

炎等人。但这些注释有所省略遗漏，并不详

细具体，而且多有谬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

地学习《尔雅》，晋朝时，有一位学者为《尔雅》

重新做了注释，他就是郭璞。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

县）人。他博学多才，擅长文学，所写词赋被

誉为“中兴之冠”；他对阴阳术数、历法算学，

也无所不通；同时，他还为不少古籍做过注

解，这些古籍包括《尔雅》《三苍》《方言》《穆天

子传》《山海经》《楚辞》等。郭璞从小就对《尔

雅》感兴趣，他认为学习《尔雅》可以“博物不

惑，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所以在研究和注解

《尔雅》18 年之后，他“缀集异闻，会粹旧说，

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重新收集各种见

闻，汇集旧的说法，考查全国的语言，采集歌

谣俗语，并借鉴樊光、孙炎等人的旧注，对《尔

雅》作了新的注解。

为了使人们更容易认识、了解《尔雅》中

的动植物，郭璞用了不少办法。首先他以当

时“活”的语言来解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这

些语言有的是晋代通行的，例如，《尔雅·释

草》云：“莪，萝”，郭璞注曰：“今莪蒿也。亦曰

廪蒿。”《尔雅·释虫》：“蟋蟀，蛩。”郭璞注：“今

促织也。亦名青蛚。”有的是当时各地的方

言，特别是江东地区，虽然郭璞是山西人，但

其后来因战乱在江东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对那一带的方言比较熟悉，所以常引用其来

注释。例如，《尔雅·释草》：“葴，寒浆。”郭璞

注曰：“今酸枣草。江东呼曰苦葴。”又如《尔

雅·释鸟》：“鸤鸠，鴶鵴。”郭璞注曰：“今之布

谷也。江东呼为获谷。”这样一来，不仅将古

老的动植物和当时为人所知的动植物联系起

来，也消除了人们因同种动植物由于地区方

言不同而称呼不同所产生的困惑，使时人读

之清晰明了。

其次，郭璞采用了描写的方式来对《尔

雅》中的大量动植物进行注解。他凭借自己

丰富的动植物知识和实际经验，对多种动物

或植物的形态、特征或生态进行了描写。例

如《尔雅·释草》：“藬，牛蘈。”郭璞注曰：“今江

东呼草为牛蘈者，高尺余许。方茎，叶长而

锐，有穗。穗间有华，华紫缥色，可淋以为

饮。”对牛蘈的高度、叶子、花色等都进行了描

写，即使没见过牛蘈的人读了也能大概想象

出它的样子，并凭此对其进行辨认。又如《尔

雅·释虫》：“荧火，即炤。”郭璞注曰：“夜飞，腹

下有火。”形象而清晰地描述了萤火虫的特征

以及习性。

再者，郭璞在注释的过程中引用不少例

证，使所注释的动植物更加形象、鲜活、可

信。这些例证一般来自常见的传世经典，例

如，《尔雅·释木》：“遵，羊枣。”郭璞注曰：“实

小而员，紫黑色，今俗呼之为羊矢枣。《孟子》

曰：曾晳嗜羊枣。”引用了《孟子》中由于父亲

曾晳喜欢吃羊枣，儿子曾参因孝顺至极，在父

亲去世之后也不忍心吃羊枣的典故，让人印

象深刻。又如《尔雅·释鸟》：“雎鸠，王雎。”郭

璞注曰：“雕类。今江东呼之为鹗，好在江渚

山边食鱼。《毛诗》传曰：鸟挚而有别。”这使人

很容易就将雎鸠、鹗和《毛诗》联系起来，在典

籍中的动物也变得鲜活起来。通过这样的方

式，不仅时人更容易理解，加上郭璞在注释中

引用的大多是《诗经》《尚书》《孟子》等今人也

熟悉的传世经典，所以今人看了也不会有生

疏之感。

此外，郭璞还作有《尔雅音》和《尔雅图》，

前者有助于了解音义，后者为理解文字提供

了形象的资料。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

《尔雅图》有十卷，《尔雅音》有两卷，但可惜的

是这两部书后来亡佚了。我们现在只能通过

清嘉庆六年（1801 年）影宋绘图重摹的刊本

或者相关的引文了解它们的部分内容。

通过郭璞的努力，难懂的《尔雅》逐渐被

更多人读懂，相关的动植物知识也为后世学

者所吸收、引用。比如宋代唐慎微在撰写《证

类本草》一书时，就大量引用了郭璞《尔雅注》

的观点，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又是以《证类

本草》为基础创作而成。

当然，辨析《尔雅》中记载的动植物，有效

地积累了当时的动植物信息，为我国古代博

物学开创了路径，只是郭璞《尔雅注》的部分

贡献。《尔雅注》还体现了郭璞在语言训诂、古

籍整理以及治学态度等方面皆有超越时人的

地方。

［作者系济南中华文化学院（济南市社会
主义学院）讲师］

郭璞：为《尔雅》写下最佳“说明书”

◎陈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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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为在硬科技发展实践领域推动产业链创

新链深度融合，统筹推进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硬科技创新示范区和秦创原

创新驱动平台建设各项任务，持续推动科技管

理体制改革和创新资源开放共享，为全市高质

量发展蓄势赋能，由国家有关部门指导，西安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共同

承办了第六届中国创新挑战赛（西安）硬科技

发展专题赛。

中国创新挑战赛是针对企业技术需求，通

过“揭榜比拼”的方式，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解

决方案的创新众包服务活动。本次硬科技专

题赛着眼全市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一总两

带”总体部署，充分发挥硬科技策源地优势，围

绕硬科技产业领域的技术难题，深入挖掘企业

技术需求，广泛征集解决方案，解决企业转型

升级的技术难题，推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为提高西安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

本届赛事启动以来，经过九个多月的产

业调研、企业访谈、现场交流、技术需求挖

掘、解决方案梳理等，赛事工作组共征集了

152 项技术需求，公开发布 80 项；与 50 多所

大学和科研院所以及 20 余家科技型企业联

动对接，征集到解决方案 151 项。第六届中

国创新挑战赛（西安）硬科技发展专题赛“坚

持问题与需求为导向、政府搭台、企业与教授

工程师唱戏”的组织模式，在 24 日的需求对

接会和 25 日的现场赛上，最多的一个技术需

求“实验室用自动巡检机器人研发”项目有 9

个匹配解决方案进行赛马竞技。本次活动采

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进行，举办 4 场技术需

求对接会，1 场现场赛，实现 52 项意向协议，

合同金额共计 5849 万元。

来自各地著名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的

15 个创新挑战团队，先后围绕“干细胞外泌体

的规模化提取技术研发”“大功率稀土永磁电

机及控制系统的开发”“新型高比能量锂二次

电池技术研发”“低温漂的高功率激光器研发

开发”“高温透平机械轴承部传热分析及应对

措施研究”5 项技术需求进行了现场揭榜比

拼，经过专家组评审和技术需求方的确认，决

选出优胜奖 5个，优秀奖 10个。

第六届中国创新挑战赛（西安）

硬科技发展专题赛成功举办

图文及数据来源：西安市科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