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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液晶学会与活性行走的由来 !
林! 磊
（ 美国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物理系! 加州! "#$"% & ’$’(）

摘! 要! ! 国际液晶学会是作者于 $""’ 年建议成立的，活性行走的概念是作者于 $""% 年提出的) 活性行走是描述
简单与复杂系统中自组织和图样形成的一个范式，已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系统中) 文章首次
给出关于国际液晶学会与活性行走创立过程的第一手资料，并介绍了活性行走的实质和意义)
关键词! ! 国际液晶学会，活性行走，科学创新，中国科学史，国际科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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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C176 教授的邀请，我与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两位

$! 国际液晶学会的由来

老师到 W74D79862 参加他主办的国际液晶会议) 这是
我生平参加的第一个国际液晶会议) 这个会议让我

液晶是 $QQQ 年发现的) 沉静了一段时间之后，

认识了液晶界的主要同行，并获得了碗形液晶的灵

在 %’ 世纪 R’ 年代，在欧洲，对液晶的研究工作蓬勃

感［Y］) 第二年，我率领中国代表团到日本京都参加

了一下，之后又沉静下来) (’ 年代末在美国，有人发

“ 第 Q 届国际液晶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国际液晶

明了液晶显示，现代的液晶研究才开始，一直延续到

会议策划和指导委员会首次制订了自己的章程) 根

［$］

现在

) 首届国际液晶会议于 $"(# 年在美国 S1.8

州 T245 州立大学举行，主席是 U9244 V) W68B4，大
约有 "’ 人出席) 第二届于 $"(Q 年在同一地方举行)
［%］

据章程，委员会需要增补新的会员) 我被提名并于两
年后的 W74D79862 会议上成为委员会的会员)
$"Q’ 年夏天，我从京都回到北京，与国内同行

) 会议在 $""’

创立了“ 中国液晶学会”) 经过选举，清华大学的谢

年之前由“ 国际液晶会议策划和指导委员会”负责

毓章教授任理事长，我任秘书长兼副理事长) 在我

之后每两年举行一次，一直到现在

推动，委员会由少数几个重要的液晶科学家组成)
我于 $"XQ 年 $ 月回国［R］，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
究 所 工 作) $"X" 年，应 印 度 拉 曼 研 究 所 <174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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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底回美国［"］之前的三年半内，学会严格按章
(）

程要求，进行定期选举和保留每个会议记录 +

液晶，正如 普 通 的 电 子 手 表 或 计 算 器 中 的 那 个 一
样），放进液晶或油，并加上足够高的电压+ 白光一

()*’ 年夏天，我从纽约去法国 ,-./0123 参加一

闪，这个实验就做完了+ 我们发觉在那两片镀过的玻

个液晶高分子会议，途经巴黎 4.516 的南巴黎大学+

璃内层表面，有一个复杂的线状图形+ 图 ( 是其中一

4.516 的固体实验室是 7189205 :.;0/0< 和他的朋友

个例子+ 我在赶去飞机场之前把这篇文章写好+ 其

创立的+ 正是在这个实验室，=;0..0 /0 >0??05 带领

后，在温哥华宣读了这篇论文［H］+

一大批法国科学家在液晶领域战胜了世界上几乎所

国际液晶学会终于在温哥华会议期间成立了，

有的同行，使液晶成为法国的“ 国技”+ 也正是这个

国际液晶会议策划和指导委员会从此走进历史+ 国

实验室，我作为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访问

际液晶学 会 是 目 前 唯 一 的 全 球 性 液 晶 组 织，有 近

学者于 ()*% 年和 ()*$ 年两次在这里工作+ 这一次，

)%% 会员，来自六大洲的 #" 个国家和地区+ 除了个

我的好朋友告诉我一个令我震惊的消息，年轻有为

人会员外，学会还包含个别国家或地区性的液晶学

的女液晶工作者 @;.0;<<0 刚刚去世+ 震惊之余，我感

会［’］+

到悲伤和失望+ 当时，液晶工作者的圈子相对比较
小，大家每两年在一次会议上见面，像一个家庭一
样+ 我作为一个同行，如果没有由于偶然的原因来到
4.516，就可能不知道 @;.0;<<0 的死讯+ 这一刻，我清
楚地意识到，液晶这个行业应该更好地组织起来，并
拥有一份像 =A65;85 B-/16 一样的刊物+ 就这样，我
决定要提议建立一个国际液晶学会+ 然而，事情并没
有这么容易+
在未来的三年，我把这个主意告诉我每一个做
液晶的朋友、在全球发动一个争取支持的签名运动、
让当时的权力机构———国际液晶会议策划和指导委
员会———通过决议、和起草了章程+ 在章程中，我建
议把新的学会命名为“ 国际液晶学会”，并保证会出
版一份官方的杂志———C;92;/ D.65E1<5 B-/16+ 最后，
在 ())% 年的暑假，万事具备+ 我建议在加拿大温哥
华将要举行的“ 第 (" 届国际液晶会议”上成立这个
学会+ 所以，我就要去温哥华了+ 只有一个问题+ 我在
这个会议上要宣读一篇论文，但是我还没有足够的
材料来写这篇文章+
())% 年是我很忙碌的一年+ ( 月我在圣何塞州

图 (! 一个由电击穿引起表面化学反应的线状图形［H］! （ 1）在

立大学举办了一个“ 非线性物理冬季班”；
" 月在加

均匀油盒中的图形；
（ J）图（ 1）的局部放大，显示线条宽度的交

州 F?1A0;G，我主持了美国物理学会“ 软物质物理中

替变化

的失稳和传播图形”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我提出
来的；
H 月，我是在 C-5 F<1G-5 举行的北太平洋公约
组织高级研究研讨会“ 简单与复杂液体的非线性动
力学结构”的总监；’ 月，在温哥华液晶会议的前几
天，我还要到加拿大 I/G-?E-? 参加一个“ 非线性与
混沌现象”会议［&］+
在 I/G-?E-? 会议前几天，在圣何塞州立大学科
学楼地下室 && 号房间的“ 非线性物理实验室”，我

$! 活性行走的由来
在文献［H］的实验中，导致线状图形的物理和
化学过程是相当复杂的，目前还在研究中+ 基本上线
(）! 谢毓章先生与我在学会支持下，招收了国内第一批液晶物理研
究生，他们毕业后成了国内这个行业的骨干+ ()*) 年，谢毓章编

与我的学生匆匆地做了一个实验+ 我们拿了一个液

写了《 液晶物理》专著，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后，一直畅销到现在+

晶盒（ 就是在两片透明导电的玻璃片中有一薄层的

今年正逢谢先生九十华诞，谨此致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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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出现在一连串由电击穿引起的化学反应所在的地

发表! ”这句话是真的! 最后，这个会议的会议录编

方! 实验做完之后，在不知道具体的物理机理的情况

者十分喜欢我们的结果［#I］，把它印在会议录书面上

下，我们开始对这些线状图形进行计算机模拟! 我们

（ 图 L，<*A)/ 当时正在研究结构的手征性［#L］，对我

很快了解到，可以把一条线条的生长看作一个行走

们的活性行走能产生螺旋状图形［$］深感兴趣）!

者留下的轨迹! 要生长一条线条，我们只需要告诉行
走者如何举步和说明行走者在行走中如何改变附近
的环境! 图 " 给出了我们获得的计算机模拟结果之
一，与图 # 的实验符合得相当好! 这篇文章［$］收录在
#%%" 年我主编的 !"#$%&’( )"*+%$, -.$’"*$’/ 一书
中，在此 文 中，我 把 行 走 者 命 名 为“ 活 性 行 走 者”
（ &’()*+ ,&-.+/），把相关的模型称为“ 活性行走者模
型”! 其后，我把这个行走过程称为“ 活性行走”
（ &’0
［%］
()*+ ,&-.），把相关模型称为“ 活性行走模型”
!很

快，我意识到活性行走不仅可以用来模拟一条线条
的生成，而且事实上还是一个能够应用于很多其他
复杂系统的普遍范式［#1］!

图 I2 #%%" 年作者在 B&=C6/D 会议上使用的关于“ 活性行走者
模型”的透明胶片（ 行走者行走时改变了环境———那些花的状
态，所以是一个活性行走者）

图 "2 来自活性行走模型的一个模拟结果［$］
（ 开始，
3 个活性行
走者的位置是随意的，他们通过一个共享的可变形地貌来彼此
间接相互影响；在模拟程序中，我们规定行走者的轨迹不能交
叉，这导致多个不同大小的封闭空间的生成，与图 # 实验观察到
的结果一致）

#%%# 年 % 月，在日本 4)(&.56786 召开的“ 复杂
耗散系统中图样形成的物理”国际会议上，我第一
次在圣何塞之外做关于活性行走的演讲［##］! 第二
年，
我在另外三个会议———9 月在 :;7 <-&=;7［#"］、>
月在 ?@=;A(;A 和 3 月在德国 B&=C6/D———做了活
性行走的报告! 正是在 :;7 <-&=;7 的会议上，B&/*+5
E;6-@ 邀请我为 F;=G6(+/7 )A H857)’7 期刊写一篇关
于活性行走的综述文章［#1］———虽然活性行走在当
时仅有不到一年的历史!
关于“ 分形和无序系统”的 B&=C6/D 会议特别
值得一提! 我演讲用的一片透明胶片生动地抓住了
一个活性行走者的本质（ 见图 I）! 报告后，J+/67&-+=
的 B+C/+, 大学的 K&*)@ <*A)/ 私下问我：
“ 你是怎样
发表这些崭新的想法的？”我回答：
“ 我在会议录上
· #"!·

图 L2 #%%" 年 B&=C6/D 会议录的封面，封面上的
两个图来自书中我们的文章［#I］

简言之，我在 #%%" 年成功发表了活性行走的首
三篇文章［$，##，#I］! 接下去是更多的会议!
#%%I 年 L 月在新墨西哥州 M&A(& N+ 召开的“ 非
平衡复杂系统中的时空图形”会议非常激动人心!
图形形成方面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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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题为“ 活性行走者、地貌和复杂系统”的口头

它们分别导致了晶体和气体的出现( 一个更有趣的

报告( 正 是 在 这 次 会 议 上，我 第 一 次 见 到 了 )*+,-

组织原则是生成分形的“ 自相似原则”( 然而，自然

./0123452*，他发表了题为“‘ 活性’布朗粒子生成的

界中存在众多不是分形的结构，表明至少还存在另

轨迹网络”的张贴报告( 他读过我的那篇 634+-78908

［;］
( 由于活性行
一项组织原则，即“ 活性行走原则”

论文［::］，我们约定今后保持联系( 我们真的这样做

走中行走者的行走规则和地貌改变规则并不固定，

了( ./0123452* 于 :;;# 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活性

而是根据所模拟的具体系统来确定的，活性行走原

［:&］

，是关于活性行走者聚集问题的研究(

则因而非常简单和灵活，也就非常有用( 根据采用的

他进一步发展了活性行走，并且成功地把它应用在

具体规则，活性行走可以生成分形的和非分形的结

行走论文

［:<］

很多生物和社会系统中 （ 在文献［:<］中的第 $%’

构［"’］(

页最后一行，
“ +, 2=2/4*3/ >32=? @24122, 402 /2,42* +,?

（$）活性行走是利用行走来模拟自然现象的一

402 @A8,?+*7 A> + B2=2 C .0+1 /2==”应改为“ + D2*43E

个新的方案( 一个粒子———行走者———的移动被称

/+= 8,3>A*F 2=2/4*3/ >32=? 3, + B2=2 C .0+1 /2==”）(

为“ 行走”( 运用行走者来建立物理、生物甚至社会

从那时起，世界上很多人已经把活性行走应用

系统的模型，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 年之前，模型

于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简单和复杂系统
中( 譬如：物理、生物和化学系统中的图样形成（ 例

中使用的行走者实际上都是消极 行走者( 消极行走
$$
者行走时并不改变它的环境中任何事情( 最简单的

如表面化学反应线状图形［::，:’］和视网膜神经原图

例子就是随机行走［"G］( I+/02=32* 首次运用它来描述

形［:"］），分形表面的形成［:$］，蚂蚁觅食［:%，:G］，虫的

市场预测中的期货选择［";］，五年后，爱因斯坦用它

蠕动［:%］，细菌的运动和图样形成［:;，$%］，行人小径
的自然 生 成［$:］，局 域 性 C 非 局 域 性 的 形 成 和 转

来解释布朗运动［#%］( 相反，活性 行走者改变环境并
$$
且依改变了的环境做出反应；很明显，活性行走是更

变［$$，$"］， 颗 粒 物 质［$#］，石 油 开 采［$&］， 经 济 系

普遍的另一种新的行走（ 自我避免的行走和随机行

［$<，
$’，
$G］

统

［$;］

，以及正反馈系统

( 最近，活性行走被

［"%—"$］

运用于对人类历史的研究

走的其他相似推广都是行走者在经过的地方留下一
个标记，都没有清晰地包含一个独立的延伸的地貌(

(

与此同时，在最近十年，以“ 行动者”
（ +H2,4）为
基础的模型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在解决社会系统

虽然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活性行走的极端例子［"’］，但
它们在实质上更像是消极行走）(

［""］

中的问题时，成为最常用的方法

( 这些模型采用

（"）活性行走者是用行动者模型来进行计算机

了数量众多的行动者；每个行动者改变它的环境，反

模拟中的行动者( 最近，以行动者为基础的模型成为

之亦然( 这些行动者实际上就是活性行走者，这些模

模拟复杂系统时广泛使用的方法，特别是应用在生

［:<，
"#，
"&］

型就是活性行走模型

(

物、
生态和社会系统［""—"&］( 这个方法背后的原理是：
复杂系统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从微分方程开始来研

"! 活性行走的实质和意义

究它们，通常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取而代
之，
为了理解涌冒（ 2F2*H2,4）现象，人们使用了久经

活性行走最简单的数学描述包含一个粒子的运

考验的还原论方法，就是从下面的层次开始———从

动和与它耦合的一个位势———可变形的地貌( 蚂蚁

系统的组成部分（ 即行动者）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活性行走者( 蚂蚁每走一步，就放

相互作用开始( 在这些计算机模型中的行动者，只是

出某种味道，下一步就朝着味道浓的地方去( 味道浓

一个具有内态的粒子；这个粒子通常是一个粒点，但

度的空间分布就是上面所说的位势(

是，从原则上说，它也可能是一个具有空间维度的单

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了解活性行走的
本质和意义(

体(
行动者可能很聪明，也可能不聪明，但它们总是

（:）活性行走是自然界的一项组织原则( 在自

必须履行一些任务———例如感觉和衡量环境，做计

然界中观察到的结构和图样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它

算，以及改变它们的位置和内态( 根据这个定义，用

们可以被分为少数的几类；同一类的结构或图样彼

JA,42 K+*=A 方法来模拟流体中使用的粒子也是行

［"<］

此相似

( 为了有效地“ 制作”它们，我们可以假定

动者( 这些粒子必须记住自己的动量和能量，依动量

大自然采用了几个简单的组织原则( 两个极端简单

和能量守恒原则进行运算，并且据此改变方向和位

的组织原则是“ 绝对有序原则”和“ 绝对无序原则”，

置———它们是非常忙碌的行动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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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从下一层次开始的计算机模拟，都是以行动者
为基础的!
在活性行走中，行走者能够也必须履行简单或

的背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我看到了一位虚怀
若谷的学者对物理事业毕生的忠诚! 这个背影一直
鼓舞着我的工作!

复杂的任务! 例如，在走下一步之前，每个行走者必
须获取关于环境的信息，并且根据行走规则做出计
算! 它们也可能拥有内态! 所以，活性行走者是行动
者!
当多于一个的活性行走者共存于一个地貌中，
它们通过共享的地貌彼此间接相互影响! 事实上，任
何两个物质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本质上都是间
接性的! 在微观层次，两个量子力学粒子是通过交换
信使来相互影响的! 例如，两个电子通过交换光子来
互相排斥! 用经典力学来描述，就是一个电子首先建
立一个 " # ! 位势，第二个电子“ 感觉”到这个位势的
力，而受到第一个电子的排斥! 不管是哪种方式，两
个电子的相互作用都是间接的! 宏观物体之间的相
互作用也是间接性的! 两个人的说话和聆听是通过
在空气中传播的声波来进行的! 人们是通过因特网
（ 包含键盘、光缆和服务器等），或者报纸上的广告
来相互、间接影响的! 瞬间和直接的影响只是一个近
似! 最终而言，所有的行动者都是活性行走者!

$% 结束语
国际液晶学会是作者于 "&&’ 年建议成立的，活
性行走的概念是作者于 "&&( 年提出的! 目前，关于
活性行走有 $ 篇主要的综述［")，*+，$"，$(］! 文献［$*］是
活性行走的一篇科普介绍!
最后，我们谈一谈相关的术语! 在孤子范式的情
况，根据不同的应用，孤子有不同的名称，比如“ 墙”
（ ,-..）和“ 通量子”
（ /.0123）；而且有不同形式的孤
［*+］
子，比如“ 扭曲”
（ 4534）和“ 呼吸子”
（ 678-9:87）
!

活性行走的范式也有相似的情况! 事实上，根据活性
行走固有的灵活性以及它的实际应用，活性行走者
的多样性在数量上是无穷的! 例如，一些活性行走者
［")］
被称为“ 布朗行动者”
（ ;72,35-3 -<839）
和“ 生物
［"&］
子”
（ 6523）
，活性行走的地貌在某一具体应用中
［*$］
被称为“ 糖地”
（ =0<-7=>-?8）
!

致谢% "&+@ 年，我回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
不久，施汝为所长找我谈话! 真挚的交谈让我感到自
己终于和中国物理连上了! 物理所主楼当时只有一
部国产电梯，用来运货，连所长都不能用! 施老每天
上班，要徒步上三楼的办公室! 他步履蹒跚走上楼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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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说 明
众所周知，硅是整个微电子工业的基础材料+ 自从多孔硅能够较高效率地发射可见光的现象发现以后，硅的微结构及其
性质就一直受到强烈关注+ 人们已经发现硅的微结构颗粒对入射光有着显著增强的非弹性散射（ 如拉曼散射、光致发光等）+
近年来，如何制备出具有特异性能的硅微颗粒以及对单个硅微颗粒的性质表征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挑战性课题+ 最近，我们
利用分子束外延设备在碳化硅衬底上生长出了硅的单晶微颗粒，颗粒的尺度可以控制在数百纳米到微米之间+ 更重要的是我
们利用扫描共焦显微拉曼光谱设备拍摄出单个硅纳米晶粒的拉曼光谱像，从实验上直接观察到硅的微颗粒拉曼散射增强的
尺度效应+ 就我们所知，利用分子束外延设备在碳化硅衬底上直接生长出硅的纳米晶粒及其单个硅纳米晶粒的拉曼光谱像，
国内外均未见报道+ 因此，此项工作对单个硅纳米晶粒的表征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封面左图是生长在碳化
硅衬底上单晶硅颗粒的共焦显微拉曼光谱像，右图是相对应的共焦显微像）+

（ 香港大学物理系及港大 b 中科院新材料合成及检测联合实验室! 徐士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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