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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和书讯

一本培养了几代物理学家的经典著作
———评《 晶格动力学理论》

朱! 邦! 芬
（清华大学物理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北京 4%%%56）

! ! 晶体中原子围绕其平衡位置作微小振动，是晶

体原子的一种最基本的运动方式- 晶格动力学主要

研究晶体结构、晶格原子振动谱以及晶格振动对于

固体力学、光学、电学与热学性质的影响- 牛津大学

出版社 4’#6 年出版的马克斯·玻恩（7- 89:3）和黄

昆合著的《晶格动力学理论》［4］，是一本在量子力学

基础上论述晶格动力学的经典著作-
身为量子力学和晶格动力学两个领域开创者的

玻恩，早在 $% 世纪 $% 年代量子力学刚建立后，就计

划在量子力学的基础上重新系统阐述晶格动力学理

论，撰写一本《晶格动力学理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前和中间，玻恩断断续续写了若干章节，但是战后因

工作繁忙且年事已高，写书被搁置起来- 4’6; 年春，

黄昆在布列斯托大学用了一年半时间完成了博士论

文，因有三年庚款留英公费资助，夏天他去爱丁堡大

学玻恩处访问-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玻恩发现黄昆熟

悉晶格动力学这门学科，就把自己已撰写部分的晶

格动力学手稿给他阅读，并建议合作写书- 黄昆在得

到国内许可以及利物浦大学 <=< 博士后研究员的资

助后，决定接受玻恩的建议合作写书- 从 4’65 年开

始，黄昆一半的工作时间用于撰写《 晶格动力学理

论》- 到 4’#4 年 4% 月他启程回国时，书稿已基本完

成- 但是，剩下的扫尾工作拖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

4’#6 年正式出版［$］-
这本书问世以来，很快成为所有固体物理学教

科书及晶格动力学专著的标准参考文献，重印十余

次，并译成俄、中等国文字- 几代固体物理学家都通

过学习这本专著而了解晶格动力学这个领域- 曾任

英国爱丁堡大学理学院院长、晶格动力学权威 >-
=92(:13 在他写的《晶格中的原子动力学》一书（4’;"
年出版）引言中说 ，“ 玻恩和黄昆在 4’#6 年出版的

《晶格动力学理论》，至今仍是这个学科的主要方面

的权威著作”［"］- 4’5%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曾决定停

止印刷；但是过了三年，美国物理学家 ?- @- 80:A13

等又呼吁再次出版- 于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又出了新

版，并把它列入“牛津经典物理著作丛书”- 出版社编

辑评论道：“这本经典著作在它刚出版时，毫无疑问，

是该学科的代表作；至今在许多方面，它依然如此- ”

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人们仍在购买，这本书仍在

加印，人们仍在引用- 据笔者从 >BC 9D E20B32B 上检

索，这本书已被 E=< 引用 &;#% 多次，近年来平均每

年约 $%% 次- 其中除了 4 次是黄昆自己引用外，其余

引证全部是他引- 无论从被他人引证次数，还是从被

引证延续时间，《 晶格动力学理论》在国际上都是罕

见的-
4’5’ 年，时逢黄昆先生 ;% 寿辰，《晶格动力学理

论》中文版（葛惟锟、贾惟义译，江丕桓校）由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所印千册，转瞬一空- $%%& 年 " 月，为

了缅怀去年去世的黄昆先生，也为了便于年轻一代

的物理学工作者研究晶格动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决定重印《 晶格动力学理论》中文版，并把它选入

“北京大学物理学丛书”- 原译者之一葛惟锟先生重

新校阅了译文，夏建白先生写了重印前言-
我在黄先生身边受教多年，也曾反复读过《晶格

动力学理论》，对于这本书，感受最深有以下几个特

点：

首先，《晶格动力学理论》这本书是玻恩和黄昆

两人完全不同风格的互补和绝妙混合- 玻恩的研究

风格是从一般到特殊- 玻恩写《 晶格动力学理论》这

本书，计划从量子理论的最一般原理出发，以演绎的

方式尽可能地推导出晶体的结构和性质- 但是，玻恩

的抽象、演绎的表达方式却不合黄昆的风格- 黄昆受

莫特（F- G- 79))）的影响很深，研究不是从哈密尔顿

量出发，而是从具体物理问题出发，建立模型，从而

得到物理上最有意义的结果-“黄博士坚信科学之主

要目的在于社会效益”［4］，为此，黄昆提议增写比较

容易理解的第一部分———“ 基础理论”，尔后由“ 具

体”过渡到“抽象”，发展到玻恩主张写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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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理论”& 黄昆和玻恩曾为要不要在本书的

量子力学推导前面增加导论性的三章发生争执，后

来玻恩让了步，因为这是黄昆合作写书的先决条件
［.］& 因而，这本书“最终形式和撰写应基本上归功于

黄博士”［/］&《晶格动力学理论》分为“ 基础理论”和

“普遍理论”两部分& 黄昆力主的“ 基础理论”部分包

括“原子结合力”、“ 晶格振动”、“ 晶体弹性与稳定

性”等三章，包含晶体结构的基础知识与实验应用：

“普遍理论”部分由“ 量子力学基础”、“ 长波方法”、

“自由能”和“光学效应”等四章构成，包含一般理论

及由此导致的一些更为复杂的实验事实& 事后回顾，

这两部分有很好的互补性，分别适合不同读者群的

偏好&《晶格动力学理论》这本书之所以有很大的影

响，固然与出书后固体物理学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有

关，但不可否认，这还与本书第一部分“基础理论”分

不开，因为许多实验工作者往往对基本的唯象理论

更感兴趣，感到更容易掌握一些，特别是第一部分中

唯象的“黄方程”、晶格振动与电磁波的耦合模式、均

匀形变等& 当然，这部分对于理论物理学家也颇为有

益& 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了第一部分后，再读第二部

分，物理图像更为清晰，也更容易与具体实验联系起

来&
其次，《晶格动力学理论》中的许多内容未在其

他文献上发表过，具有它的独一无二性& 正如玻恩在

序言中所指出，“ 本书并不完全是已发表结果的汇

编”［/］，这本专著不仅总结了玻恩学派已发表的研

究成果，而且黄昆在写作过程中又作了进一步的系

统的创新& 例如，对 012, 3 4##5,!5)652 近似（即绝热

近似）的阐述，晶格理论的长波方法，有限应变下的

晶格弹性的理论，电介质的弹性、热电和压电性质对

于温度依赖关系的方程式，色散的唯象处理和微观

理论，红外谱线宽度的量子理论，晶格力常数的 /7
个不变关系式，等等& 其中有的论述，虽然发表过，但

在文献中已不易找到，例如，黄方程和声子激化激元

有关理论的详细推导，发表在 89: 95#12" 这样一个

内部交流刊物上& 这些也许是造成本书“ 长寿”的另

一原因& 此外，本书写作时所预言的一系列新的光学

现象：如晶体中红外吸收的精细结构（ 所谓“ 残余

线”），晶体中的拉曼散射，在 .7 世纪 ;7 年代激光出

现以后，一一被实验证实& 这更说明，本书是学术专

著，而非“编辑”而成& 我在研究偶极超晶格模型时，

特别得益于本书的第 <7 节“ 偶极晶格中的库仑场

———埃瓦尔德方法和宏观场的分离”& 把场的长程缓

变部分与短程快变部分分离，这是凝聚态物理理论

的一种常用方法，也是黄昆的看家本领之一& 本书这

方面的论述尤为简明易懂&
《晶格动力学理论》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它的零

差错& 这本书里有许多很繁复的理论计算，出版后，

几乎没人发现书中含有任何错误& 为此玻恩感到很

满意& 这点似乎应归功于黄昆，有件趣事也许可作为

佐证& 玻恩的数学非常好，曾为自己的职业选择数学

还是物理而犹豫& 但他并不擅长复杂的计算，经常犯

一些笨拙的初等错误，这为他周围的人所周知& 一次

他写了一篇论述电子与氢原子碰撞的论文，写完后

请奥本海默帮助检验论文中的计算& 奥本海默看了

以后说，“我一点错都没找到———这真是你单独写的

吗？”玻恩并未因此感到受到冒犯，反而很欣赏奥本

海默的性格，因为奥本海默是唯一的当面直率和鲁

莽地说出这一点的人 ［=］ & 黄昆不仅擅长科学计算，

而且一生严谨，追求完美& 对于自己所研究问题的每

一环节，黄昆都要反复推敲，有时经过“否定之否定”

的 ! 次方，才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 黄昆常说他的十

个想法中有九个靠不住，为此他总是仔细推敲& 黄昆

不赞成用过于烦琐的数学方法来研究物理问题，然

而在需要数学推导及计算时，他又十分仔细，反复多

遍地来回检验，因此黄昆的研究成果经得起时间的

考验& 重印译校者葛惟锟中英文俱佳& 他最近告诉

我，这次重新印刷，他又反复阅读英文原版，没有发

现任何错误，反而在中文版的第一次印刷本中发现

若干翻译不确切之处和印刷错误，为此甚为感慨& 此

次中文版重新印刷出版，除了外观和纸张质量改进

外，改正了第一次印刷中的一些缺点，更上一层楼&
当然，作为一本 >7 多年以前出版的经典著作，

它不可能包含学科后续发展的内容& 然而，经典著作

给人的启示和作用更为长远，不是新近发表的综述

文章或新书所能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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