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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此地⼀为别

魔幻的2020总算是即将过去了。

还依稀记得由于疫情在家“闭关”数⽉的⽇

⼦，和在那期有点特殊的《跬步集》⾥我写

到的“我们⼀定能等到寒暄搞莫斯和端着热

⼲⾯边⾛边吃的⽇⼦”。⾮常幸运，我们等

到了，武汉重启了，整个国家都⼜重新开动

了起来。⾛在⼤街上，除了⼈们脸上的⼝

罩，仿佛什么都没有发⽣过，但我们知道，

其实是已经过去了。

 

过去的时间不可溯回，但过去的⼀些⼈和事

总应留在⼼中。⽐如那位“知道。明⽩。”的

吹哨⼈，⽐如那些⽩⾐为甲挡在我们身前的

战⼠，⽐如曾看起来那么美好的⻄⽅⺠主与

⾃由。

岁末是告别的时候，呼呼的北⻛如约⽽⾄，

刮去了南国的暖阳，仿佛提醒⼈们⼜是⼀年

冬来，是该说再⻅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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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化⾥离别总是有些悲情的⾊彩，虽有“莫愁前路⽆知

⼰”的良好祝愿，可⼀说到“此地⼀为别，”就连蓬草都只能算作

是孤蓬，远去万⾥征程了。所以在这期⾥，我特别邀请了前些

⽇⼦刚毕业远⾏的晓⻜师姐和乐乐师妹，⼆⼈⼀书⼀画各⾃精

彩，也算是在跬步集这本不厚的⼩册⼦⾥留下些临别美好⽽⼜

苦涩的回忆吧。加之恰逢这冬季的时节，便更平添了⼏分萧瑟

与不舍。但有什么办法呢，命运从来薄情，⼈⽣总要离别。

⼏天前，在我为数不多会主动追着去看的综艺之⼀《国家宝

藏》⾥，秦始皇陵博物馆宝物⻘铜仙鹤的前世传奇中就上演了

这样⼀幕离别⼜重逢的戏码。昔⽇嬴政与丹同为质⼦困于赵

国，⼆⼈交好，经年后于秦国重逢，⽽此时嬴政已贵为秦王，

⽽丹仍为质⼦。虽仍记得年少时的情谊和美好，可奈何位置已

是云泥之别，⼼态上也再回不去从前了，丹的优柔寡断虽有慈

悲之意，可也阻挡了其成就霸业；⽽嬴政不惜孤家寡⼈的杀伐

果决，终使其成千古⼀帝。于此我不想讨论⼆⼈的选择优劣之

分，但我想彼时⼆⼈当年离别时的不舍定真不假，因为再相⻅

眼神初交时眼⾥的光，那不掺杂任何权⼒、地位和利益的光，

认得出，也藏不住。

⼈是如此脆弱⽽感性，不过是根会思考的芦苇。在这AI遍地、

机器隆隆的时代，⼈性的微光仿佛变得愈发微弱，只有理性才

能带来巨⼤的利益和世俗标准的成功。但庆幸的是，在某些时

刻，午夜梦回，我们还会伤离别。我知道，那是千年以来写在

基因⻣⾎⾥的记忆，多情⾃古伤离别。会伤，才有痛感，别离

才有意义，⽽我们，才有别于真正的芦苇。

命运从来薄情，⼈⽣总

要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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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要开组会了，那就写到这吧，⽿机⾥刚好放到暌违⼗年

万⻘的新专：

“新语⾔ 旧语⾔

该怎样回答 不眠的时间

星河下 电⼦荒原

亿万场冷暖 亿万泥污⼈”

⼗年磨⼀剑，你发现好像变了些什么，⼜好像什么都没变。

这亦是种久别重逢的期待与欣喜。

你看，只要有⼼，我们终会再⻅；只要有爱，这⾥就不是荒

原。

各位新年快乐，我们后会有期。

                                                                                     主编伯⻰

只要有⼼，我们终会再

⻅；只要有爱，这⾥就

不是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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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PUF的45年：⽤于⼤⽓采样的回顾
（译⾃Forty-five Years of Foam: A Retrospective on Air 
Sampling with Polyurethane Foam-Terry F. Bidleman ）

⽥乐乐

由于价格便宜、易于操作、可⼤量吸附中低

蒸汽压的各类化合物，PUF在世界范围内被

⼴泛⽤于⼤⽓中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SVOCs）的主动或被动采样。1973年，

Terry 是罗德岛⼤学Charles博⼠实验室的博

后⼯作者，他被认为是PUF⽤于⼤⽓采样的

发现者，但其实最开始，Terry认为使⽤PUF

进⾏⼤⽓采样是不靠谱的。

以前⽤涂油的⽹悬挂在信⻛中采集⼤⽓样

品，但这些⽹主要采集颗粒相样品⽽遗漏⽓

相样品。于是，Terry和Charlie想要寻找⼀

种⽅法从海洋上空空⽓中采集SVOCs。早

期，Terry尝试使⽤多个纤维玻璃过滤器采集

含有PCBs的⼤⽓⽓流，但由于创新点泛⽽

⼴失败了。Charlie了解到PUF被⽤来采集⽔

中PCBs后建议尝试将PUF⽤于⼤⽓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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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Terry对此的回答是：“我不认为PUF⽤于⼤⽓采样是可⾏的，

空⽓会很快穿过PUF，化学物质不会被吸附。”然⽽，Charlie毫

不⽓馁，他从⼀个废弃的包装箱拿出来⼀些PUF，并⽤索⽒抽

提法进⾏净化。他将PCBs混合物倒⼊⽪式培养⽫中，将放在玻

璃管中的两⽚PUF悬在培养⽫上⽅让空⽓穿过PUF整整⼀个晚

上。结果发现，⼤量的PCBs富集在第⼀⽚PUF上，⽽第⼆⽚

PUF⼏乎没有PCBs富集！毫⽆创新，但却是这个项⽬的重⼤突

破！“There ya go”Charlie说。

他们测试了GFF–PUF串联装置的采样效率，并最终⽤GFF–PUF

采集了海洋上空的⼤⽓样品。这项研究结果被发表在了Bulletin

（Bidleman and Olney 1974a）和Science （Bidleman and 

Olney 1974b），并被写进著作（Bidleman et al. 1976；Rice 

et al.1977）。这项研究⾸次证明了背景⼤⽓中的PCBs和农药

主要富集在⽓相⽽不是颗粒相。这项成果中，最重要的贡献者

是Charles，他是⼀个慷慨和充满智慧的导师。Charles本可以⽤

关于PUF采样的发现进⾏样本测试，但他把这个想法交给了苦

苦挣扎的博⼠后，⾃⼰则退居幕后。

⼆⼗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它科研团队也开始使⽤PUF进

⾏⼤⽓样品采集，⽽突破更具挥发性SVOCs的采样被认为是另

⼀个挑战。由于树脂⽐PUF具有更加特殊的表⾯，所以离⼦交

换树脂或者其它树脂和PUF-树脂叠加被研究以提⾼采样效率

(reviewed by Melymuk et al. 2014) 。Terry加⼊南卡罗莱纳⼤学

后，他的团队继续致⼒于SVOCs在PUF和其它吸附剂床上的富

集。在此期间，⼤⽓采样界没有就“PUF”的简称达成⼀致。他们

使⽤“PU-foam”和“PPF”，⽽不是“PUF”，这或许是流⾏歌曲中

神⻰的原因。随后，基于PUF或PUF树脂的主动采样⽅法成为

⽽突破更具挥发性

SVOCs的采样被认为
是另⼀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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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SVOCs的标准采样⽅法（U.S. EPA，1999）。近⼏⼗年来，⾊谱测定和主动采样的

突破性研究⼀直在进⾏（Bidleman and Tysklind 2018；Melymuk et al. 2014，2016；Xiao 

et al. 2009） 。

SVOCs采样的另⼀个突破是基于PUF的⼤⽓被动采样法。这个领域的开拓者是加拿⼤环境和

⽓候变化组织的Tom Harner 和Mahiba Shoeib 博⼠，他们⾸次将PUF从SVOCs的主动采样

⽤于被动采样（Shoeib and Harner 2002）。他们的研究⾸次确定了PCBs和PCNs的被动采

样速率，并为使⽤被动采样⽅法对⼤⽓中SVOCs进⾏定量测量坚定了基础。⽬前，SVOCs

的被动采样法仍在发展中，许多的采样基质已被探索：合成基质如XAD树脂、半透膜装置、

固相微萃取和聚合物涂层玻璃；以及⼟壤、树⽪、松针和其他植被等天然材料。⽽所有基质

中，PUF由于使⽤简单、适⽤⼴泛⼀直是最常⻅的采样基质。过去⼗年，使⽤PUF的被动采

样研究剧增：使⽤“PUF”和“被动采样”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进⾏检索，结果有200多篇

⽂章，其中多半是近⼗年发表的。除了户外应⽤，PUF的被动采样由于体积⼩、操作安静，

也⾮常适合⽆⼲扰的室内采样，这使得室内空⽓中SVOCs定量更加容易。

PUF在精细研磨的XAD-4树脂中浸泡后（Shoeib et al. 2008），这些浸满吸附剂的PUF⽐单

独的PUF磁盘具有更强吸附⼒，可吸附更多像全氟化合物和硅氧烷类的SVOCs（Shoeib et 

al. 2008；Wang et al. 2018）。

如何定量PUF被动采样的结果⼀直是有争议性的。被动采样速率⼀直是许多理论和实际计算

的主题（Bartkow et al.2005），这些理论和实际计算使⽤的是主动采样的空⽩校准

（Chaemfa et al. 2008)或净化化合物（Moeckel et al. 2009）。SVOCs的PUF/空⽓分配系

数是推导采样速率的⼀个关键因素（Okeme et al. 2017）。最近基于⽓象学和符合性质对采

样体积进⾏建模校准（e.g., Herkert et al. 2016）。与任何采样技术⼀样，尽管PUF被动采样

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对化合物校准标准的关注极⼤提⾼了PUF被动采样的适⽤性。

在SVOCs全球分布的研究⽅⾯，基于PUF的被动采样已然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由于PUF

被动采样技术，我们现在可以在以前因为距离较远或主动采样成本⾼⽽⽆法使⽤主动采样技

术的地区进⾏SVOCs的测量。现在，全世界都建⽴了基于PUF的采样⽹格，最显著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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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S-全球被动⼤⽓采样。这是⼀个真正的全球⼤⽓⽹格，它在七⼤洲有50个站点，在北

美、⾮洲、亚洲和澳⼤利亚也有主动和被动采样⽹格。《持久性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斯德哥尔

摩公约》依赖基于PUF的主动和被动采样，也是作为《公约》有效性评价的全球监测计划的

关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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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拖延症

位楠楠

2019年11⽉，我终于顺利完成答辩，整整

七年，终于给⾃⼰的博⼠⽣涯画上了句号。

如果不是因为学校出台了⼋年必须清退学籍

的规则，也许我的战线还会拉⻓，这⼀切都

是源于我是个拖延症患者。所以这次我的主

题是谈论拖延症。

纵观整个求学时代，我⼀直都是个突击型选

⼿，属于考前临阵磨枪的那种，平时慢慢悠

悠，直到最后时间，才会有紧迫感。但是因

为⼀直有明确的Deadline，也算有条不紊的

完成了求学时代。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是拖延症患

者呢，⼤概是在职博⼠第三年。研究⽣期

间，对科研还算有热情，也没什么抵触⼼

理，但是从博⼠期间需要写英⽂⽂章开始，

对读⽂献、写英⽂⽂章产⽣了严重的抵触情

绪，当时实验已经陆陆续续完成了3/4，数

据在⼿⾥攒了⼀年，总是没办法下笔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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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2015年结婚怀孕，更给了⾃⼰逃避写⽂章的理由，从上海

应⽤物理研究所回到学校开始了安胎⽣活，⽣完⼤宝半年后回

到应物所完成了后续的1/4实验。在这半年期间，总算在2017年

发表了第⼀篇SCI论⽂。

回到学校之后，为了让我能够顺利毕业，2017年的暑假，家⼈

给我预留出⾜够的时间去写⽂章，但是那个暑假让我的⽇⼦特

别难熬。每天到了办公室，打开电脑，⽂献看不进去，确总是

去浏览娱乐⽹站视频之类的，同时内⼼⼜充满罪恶感。每天回

家之前总⿎励⾃⼰，明天⼀定开始写⽂章，但是明天⼜是⼀个

恶性循环。两个⽉的暑假很快结束，最后⼀个字也没写出来，

导师和家⼈特别的抱歉，那个暑假是我有史以来最难熬的⽇

⼦，第⼀次期待早⽇开学，因为开学了会有上课或者学院系⾥

⼯作上的任务，⼜给逃避写⽂章找到了完美的借⼝。

2018年暑假，对导师和家⼈的内疚感达到顶峰，我还记得暑假

的第⼀天，⾃⼰去医院挂了⼼理科。医⽣听完我的陈述，做了

⼀系列的⼼理问卷检查后，给出的意⻅是：“你对这个博⼠学位

并没有迫切感以及⼀定要拿到的信念感，拖延症也是对不喜欢

的事情才会如此拖延，逃避的⼼理主要也是因为对写⽂章这件

事太抵触。建议把⽹断掉，就算不喜欢，也要强压着⾃⼰去看

⽂献”。拿到毕业证，更多的是想给导师和家⼈⼀个交代，在这

种环境下，逼着⾃⼰看⽂献，⼤概过了两周，还真的克服了抵

触。2018年的暑假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段时间，完成了三篇英

⽂⽂章的初稿，如果不是因为⼜怀孕了，2018年底就能完成博

⼠论⽂。还记得，⽣宝宝的前⼀天晚上忍着宫缩回复⼀篇英⽂

⽂章的审稿意⻅。⼆宝出⽣后⼆个⽉，三篇英⽂⽂章都被录

“建议把⽹断掉，就算
不喜欢，也要强压着⾃

⼰去看⽂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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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完成博⼠论⽂终稿并送审，11⽉完成了万⾥⻓征的最后⼀步——顺利答辩。

百度词条上描述拖延症是指⾃我调节失败，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下，仍然把计划要做

的事情往后推迟的⼀种⾏为。哪怕我看了《时间管理》《拖延症患者⾃救⼿册》《为什么我

们总是在逃避》《拖延⼼理学》《番茄⼯作法》《战拖⾏动》等等⼀系列战胜拖延症的书，

好像都没有解决我的拖延症，仍是会把所有的事情推迟到最后⼀天完成。如果⼀件事情没有

给我准确的Deadline，也许我会永远在战胜拖延症的路上。

拖延症给我带来了很多困扰，写下这些，主要是问⼤家是否有类似的经历，分享成功战胜拖

延症的经验给我。 

12



Life

在果壳中起舞

徐步⻘

下半年印象最深的，便是常⻅到⼤学朋友们

深夜在票圈⾥感叹：毕业五年了，还是⼀事

⽆成。于是在被窝中的我，亦不免唏嘘共

情。想起曾经“恰同学少年，⻛华正茂”，此

去经年，已是“深夜饮酒，杯⼦碰到⼀起，

都是梦碎的声⾳”，⼼中念起⻓太息以掩涕

兮，哀⼈⽣之多艰后，昏昏睡去。

或许这种情愫绝⾮个例。于是乎，⽹络上充

斥着从“后浪”到“打⼯⼈”的⾃嘲。打⼯⼈的

2020年艰难，组⾥同学们凑在⼀起，说的最

多的话似乎也是“好难呀”。实验难，写⽂章

难，投稿难。更扎⼼的是客观状态总事与愿

违，与预期⼤相径庭，使得难上⼜加了⼀层

深深的⽆⼒。⽽那些理想主义乌托邦⻛格的

励志鸡汤⽂似乎再难说服丧丧的年轻⼈们去

给⾃⼰打⼀针鸡⾎了。

⼀⽇，与张⽼师聊天时不免抱怨起了“难”。

⽼师点起烟微微⼀笑，眼神⾥尽是⼀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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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云淡⻛轻，只是和我们说起了莎⼠⽐亚与霍⾦跨越400

年，关于果壳的梦幻联动。莎翁借哈姆雷特之⼝吟唱出“即使我

身处果壳之中，仍然⾃以为是⽆限空间之王”。霍⾦以此为题，

写下《果壳中的宇宙》，来隐喻⾃⼰即使被禁锢在轮椅上，灵

魂依旧能翱翔宇宙，拥有⽆限的空间。张⽼师随即还向我们说

起了中南⼤学的⾦展鹏院⼠全身瘫痪，依旧在材料冶⾦领域突

破⽆数，成为了⾃⼰的空间之王。

我若有所悟，回去之后，回望历史，发现满纸都写着 “⽆奈”和

“不得其志”。于是我们看到刘裕北伐时⽆奈撤军，⻓安得⽽复失

后，登彭城北望的痛哭流涕。看到《万历⼗五年》的神宗皇帝

⾃感⽆法挣破⽂官集团道德期许的枷锁，选择了三⼗年的逃避

和⽆为。看到《⾛向共和》中的李鸿章推⾏洋务运动时，⼀边

是清流妄议，⼀边是强权掣肘，夹在其中举步维艰。看到⽑主

席晚年深忧官僚集团的根深蒂固，脱离群众，⼀⽇读罢南宋词

⼈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指着其中⼀句“六朝何事，只为

⻔户私计”不禁⽼泪纵横。

历史向前碾过，⽆数top1⼈物都不免被客观现实和时代的局限

诸多束缚⽽深感⽆⼒，或许我们更不免身处狭窄的果壳之中。

既然⼈⽣的限制本不可免，客观条件亦往往事与愿违，不妨转

变思想吧。不必⼼忧如何使客观条件总能遂⼼如意，⽽是在接

受⾃⼰身处狭⼩空间的事实下，思考如何带着锁链起舞。

正如易经中云“⼤⼈⻁变，君⼦豹变，⼩⼈⾰变’。往往是事情改

变⼈，⼈⽆法改变事情，⼈⽣⼤抵如是。君⼦当接受现实的桎

梏本不可免，唯有顺势⽽为，在有限的空间中逐渐成⻓出豹⼦

⼀样的华美花纹。

君⼦当接受现实的桎梏

本不可免，唯有顺势⽽

为，在有限的空间中逐

渐成⻓出豹⼦⼀样的华

美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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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耐⼼等。以时间换空间。有时候，这或许是唯⼀的办法。

                                                                                                                                   

                                                                                                                                      徐步⻘

                                                                                                                      2020年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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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TING

画集

耿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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