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6 卷第 6 期 大 学 物 理 Vol．36 No．6
2017 年 6 月 COLLEGE PHYSICS June 2017

收稿日期: 2016－12－07; 修回日期: 2017－02－07

作者简介: 董国豪( 1979—) ，男，河南南阳人，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 2012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史、科学技术与社会．

通讯作者: 潜 伟，email: qianwei@ ustb．edu．cn

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

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

殻

殻殻

殻

物理学家与物理学史

转向与复归: 科学史家普赖斯的物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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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科学史学科创建和发展初期，一批由物理学家转向的科学史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上世纪中叶，青年物理学家普赖

斯将学术兴趣转向科学史，但物理学的经历和思想并未远离他的学术研究，反而助推他形成了科学史定量研究、大科学观念

和“互育”思想等重要理论．这段历史既反映了科学史家普赖斯的物理情结，也展示了学科交融的另一种实现方式．
关键词: 普赖斯; 物理学; 科学史

中图分类号: O 4－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712( 2017) 06-0044-06
【DOI】10．16854 / j．cnki．1000-0712．2017．06．012

1 物理学家与科学史

今天，从事物理学史研究是再正当不过的事

情了，任何有志于此的人都可以将其作为一生的

事业，因为物理学史，或者说科学史已经完成了建

制化，不再需要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辩护，进而，

选择物理学史也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无论此前你

从事物理学，还是科学史抑或其他研究领域，这些

都不重要．一般来说，学科建制化有两个标志，一是

形成某 种 有 秩 序 的 社 会 系 统，比 如 学 术 职 位、期

刊、学术共同体、人才培养体系等; 二是在观念层

面实现内化和认同，比如一组适当的价值、信念、
规范等，见参考文献［1］．

然而，不到一个世纪之前，甚至更晚近的时候，

情况并非如此．当时，科学史还在费尽心机地争取自

己的独立学科地位，艰难地行进在学科建制化的道

路上．在那个时候，从事科学史研究需要极大的勇

气:“科学史几乎是被忽略的，被认为只适合于二流

的头脑，或者退休的科学家，或者那些只能说不能做

的人．”［2］

在科学家极度稀缺的过去的中国，境况更是如

此．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何丙郁( Ho Peng－
Yoke) 有一段趣言，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一

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对我说，从来没有听说李约瑟

搞中国科技史是英国科学界的损失，可是在 50 年

代，要一位钱三强或曹天钦去搞中国科技史，恐怕是

一件中国人绝对赔不起的买卖．”［3］对于“中国人民

忠实的朋友”［4］贝尔纳( J． D． Bernal) ，当时也是作

为科学家，而非科学史家或者科学学家对待的，“对

于资源有限的新兴国家，科学‘圣徒’( Sage) 就是物

理学、化学、晶体学、材料学和冶金学、建筑业以及农

业专家．”［5］

尽管如此，依然有一批学界先驱毅然决然地投

身科学史研究领域，筚路蓝缕，玉汝于成，终有科学

史今日之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一批由物理学家转向

的科学史家，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略举一

二: 开 启 综 合 科 技 史 研 究 先 河 的 惠 威 尔 ( W．
Whewell，也译作休厄尔) ，以专深的科学史研究阐明

科学进化观念的迪昂( P．M．M．Duhem) ，科学史学科

的主要奠基人和创建者、“科学史之父”萨顿( G．Sar-
ton) ，推动 HSS( 科学史学会) 建设和科学史专业化

的富尔顿( J．F．Fulton) ，等等．毫无疑问，这样的名字

还可以列出很多，这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或许正

应了那句: “学了理科再去搞文科，有很多成功的

先例．”［6］

在这批成功先例中，有一位略显独特的西方学

者．他也是从物理学转向科学史，但其研究和影响又

不局限于科学史，他所获得的学术荣誉就是最好的

注脚: 科学史学会( HSS) 的萨顿纪念讲座，科学的社

会研究学会( 4S) 的贝尔纳奖，技术史学会( 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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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达·芬奇奖章; 他被誉为“科学计量学之父”、“科

学学伟大先驱”，国际科学计量学界和科学史学会

均设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奖项．他就是本文的主角，

美国学者普赖斯( 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 ( 1922—
1983) ．本文将利用从美国阿德勒天文天象馆所获得

的普赖斯原始档案和其他文本，还原作为物理学家

的普赖斯形象，同时着重展示其物理学经历和思想

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复归”，对当前的“物理学史与

物理学家”研究提供借鉴．

2 普赖斯的物理学家身份和经历

相对于普赖斯在西方学界所获得的广泛认可，

国内学界对普赖斯的了解主要在科学计量学方面，

对于普赖斯作为物理学家的这段经历，更是无人研

究．从文献计量的角度看，普赖斯在 1941～1949 年期

间一共发表 240 篇论文，其中有关物理和数学的 11
篇论文都集中在学术生涯早期［7］，1949 年之后再也

没有发表过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如果据此认为，普赖

斯就此告别物理学，“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

彩”，那就大错特错了．首先，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

作为物理学家的普赖斯．
2．1 求学过程

1922 年，普赖斯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普通犹

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裁缝兼机器修理工，母亲是

一名歌手．少年时代的普赖斯并没有表现出特异之

处，如果说有一些不同的话，那就是略显大胆而又执

拗的个性，以及出色的数学能力．和很多普通家庭的

普通孩子一样，普赖斯喜爱久负盛名的英国文学，爱

好刚刚风靡的科幻小说，完成高中学业之后，便早早

开始工作了．
1938 年，16 岁的普赖斯在当地一所成立不久的

西南埃塞克斯技术学院寻得了一份兼职工作，担任

物理学实验助理．在当时的观念中，这份勤工助学性

质的实验助理是一份不起眼的工作，某种程度上有

些低人一等．普赖斯后来回忆说，“在英格兰，人们更

愿意使用纯科学这样的说法．这是一个迹象: 社会把

其他种类的科学看作肮脏、粗俗和受污染的，而于绅

士不宜．”［8］受益于英国发达的成人教育，普赖斯一

边工作，一边在伦敦大学自学物理学与数学，四年之

后获得了一等理学荣誉学位( 1st Hons) ．
获得学士学位后的普赖斯，开始担任哈利·洛

瑞( H．Lowery) 教授的助教，主要从事热熔金属的实

验光学研究．洛瑞教授曾是享有盛誉的曼彻斯特理

工学院物理系主任，这份合作对普赖斯而言既是促

进和提高，也是鞭策和压力．勤奋好学的普赖斯继续

参加伦敦大学的成人学习，一边每天给学生上八小

时的课程，一边利用节假日和晚上时间刻苦学习冶

金物理( Metallurgical Physics) ，于 1946 年获得了博

士学位．
就在同一年，受到联邦基金奖学金的资助，普赖

斯离开了西南埃塞克斯技术学院，前往美国匹兹堡、
普林斯顿等地访学，继续从事物理学研究，这也是他

作为物理学家的最后一段求学历程．
2．2 研究经历

1941 年，普赖斯获得了英国物理学会会员资

格．这一年，他在《西南埃塞克斯技术学院学报》上发

表了《横波波动阐释模型》一文，这是普赖斯发表的

第一篇学术论文，同时也开启了物理学研究的第一

步． 后 来，他 又 发 表《利 萨 如 图 形 的 几 何 模 型》
( 1944) ，讨论了相位差和利萨如图形的变化情况;

发表《光学常数计算》( 1946) ，提出了吸收媒质折射

光学常数的优化计算公式．与此同时，普赖斯还在冶

金物理方面发表了一批文章，比如和洛瑞合作发表

的《热金属的辐射特性》( 1943) ，此后又独立发表了

《热金属的红外发射率》( 1947) 和《近红外下金属发

射率的温度变化》( 1947)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普赖

斯从伦敦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那一年，他在

《自然》杂志上发表了《高温下金属的红外发射率》
( 1946) ，成为日后冶金行业中红外线测温仪的基本

理论依据．正是这些高水平论文，让鼎鼎大名的卡文

迪许实验室主任布拉格( W．L．Bragg) 了解到了普赖

斯的工作，为他们日后的见面做了铺垫．
除此以外，普赖斯还参加了英国钢铁研究会的

一些研究项目，获得了“辐射校正光学高温计”专利

授权，表现出厚实物理学研究功底和解决实际问题

能力．如果按照这个势头继续发展下去，世界上也许

会少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史家、技术史家、科学计量学

家、科学学家，而多出一位优秀的金属物理学家．历
史无法假设，实际上，随着普赖斯在 1947 年远赴新

加坡，逐渐远离金属物理研究一线，他的研究势头在

1949 年戛然而止，此后再也没有发表过物理学研究

方面的论文．
2．3 关注社会

在物理学研究之外，普赖斯还十分关注社会问

题，显现出“社会中的科学家”的良好品质．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民主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展开，普赖

斯 热 情 地 参 与 了 世 界 民 主 青 年 联 盟 ( World
Federation of Democratic Youth( WFDY) ) 的筹建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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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 WFDY 的会刊《世界青年》创刊号上，普赖斯

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物理知识，发表了《原子能

和国际政策》一文，提出限制原子能研究的建议是

不切实际的: 因为理论细节和技术程序可以从成堆

的科学期刊中找到，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材料铀元素

( 或者其他更合适的原材料) 可以在世界上很多国

家找到，同时这也和人类了解自然并控制自然的精

神追求相违背．他的结论是，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真正

问题不是封锁技术、保守秘密，不是控制科学家，不

是对原子计划进行国际监控，而是避免侵略这样一

个纯粹的政治问题．普赖斯还根据世界燃料资源枯

竭的压力和核能商业运用的前景作出预言，“五年

之内，利用这些( 原子裂变过程中产生的) 热能产生

蒸汽，推动汽轮机运转具有商业上的可能性．”［9］果

然，美国人在 1951 年率先实现了这个预言，证实了

普赖斯对物理科技发展进程的判断．
通过以上回顾可以看出，普赖斯确实是以物理

学家的身份开始学术生涯的．在我们的理解中，似乎

只有达到一定高度的“学者”才可以称作“家”，但这

个标准很难拿捏．如果回到“科学家”的原初意义上，

以科学为职业即可称作科学家［10］，那么使用“科学

家”而非“科研工作者”，使用“物理学家”而非“物

理学者”也颇为贴切．如果一定要对“科学家”再做

区分的话，可以把作出卓越成就者称为“大科学家”．
在新加坡期间，普赖斯曾梦想有一天，“普赖斯

定律”被写入物理教科书．然而在缺乏科研条件的新

加坡，这个梦想看起来渐行渐远，出路又在何方?

1949 年，就在物理学研究之门向普赖斯缓缓关闭的

时候，他开始转向了科学史研究( 有关普赖斯学术

转向的情况将另文说明，此处从略) ．

3 科学史家普赖斯对物理学的“依恋”

一般认为，普赖斯在 1950 年第六届世界科学史

大会上宣读《科学发展的定量测量》一文［11］，标志

着“物理学家普赖斯”正式转向“科学史家普赖斯”．
此后，普赖斯正式以科学史家身份开始活动，比如，

还参加了 1956 年第八届世界科学史大会，并在大会

上和来自中国的科学史家竺可桢、李俨、刘仙洲进行

交流［12］．
下文将进一步说明，普赖斯离开物理学、转向科

学史的第一步，以及他此后的很多重要工作，仍然与

物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1 利用《物理学文摘》作出重大发现

普赖斯得以从物理学转向科学史，一个关键的

刺激因素是发现了科学指数增长现象．当然，这个重

大发现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准备，但其凭借

的工具主要是《物理学文摘》．
20 世纪以来，人们都注意到科学规模迅速扩大

的事实，但当时并没有合适的指标对此作出精确分

析．还是在新加坡的时候，普赖斯花了差不多一年时

间，翻阅了 1665 年创刊以来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

学报》，发现逐年堆放的期刊越来越多，呈现出一条

优美的曲线．为了进一步精确描述这一现象，普赖斯

利用 1900 创刊的《物理学文摘》，逐年统计它所记

录的论文数目．他惊讶的发现，物理学论文的总数量

严格遵循指数增长曲线，满足数学表达式“论文数=
10000+8500Exp ( n /15 ) ”［13］．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

战之间的 1920～1937 年间，实际发表的论文数量和

指数曲线的误差不超过总数的 1%，由论文表征的

科学规模每 10 ～ 15 年翻一番．普赖斯还统计了“行

列式和矩阵的数学理论”专业领域中的论文增长情

况，也发现了类似的指数增长现象，但并没有物理学

领域表现的那么完美．普赖斯由此发表论文，正式提

出科学论文指数增长现象，后来逐渐演化为名噪一

时的科学指数增长规律．这是普赖斯科学史定量研

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个漂亮的开局中，可见

《物理学文摘》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3．2 从物理学家档案中感受科学之变

发现科学论文指数增长现象后，普赖斯于 1950
年进入了剑桥大学攻读科学史博士，这为其科学史

研究奠定了学术规范．读博期间，普赖斯在惠普尔科

学史博物馆兼职，一壁之隔就是卡文迪许实验室．如
前文所述，实验室主任、物理学家布拉格爵士对普赖

斯的物理学研究早有所闻．经过一番接触，普赖斯得

到了布拉格的宽待和帮助，受命整理卡文迪许实验

室的档案，其中主要是麦克斯韦、瑞利、汤姆孙三任

实验主任大量的笔记、信件等物品．［14］

卡文迪许实验室是物理学发展的一个缩影，通

过对这些珍贵档案的整理，普赖斯深切的感受到，以

X 射线、铀的放射性、电子为代表的三大发现，成为

了现代物理的开端，而现代物理则开启了现代科学

的新纪元．以卡文迪许实验室为例，实验室开始成为

国家和社会资助的实体，产生了新型的实验科学家，

出现了专门从事狭窄领域研究的科学家，科学研究

从个体为主开始转变为以团体合作为主、以单位为

主，实验室广泛吸收外校学生作为研究生，为后续青

年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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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从物理学发展中汲取研究灵感

1959 年之后，普赖斯开始在耶鲁大学新创办的

科学史和医学史系担任教授．有意思的是，他在美国

招收的第一批科学史研究生全都是物理学专业出

身．而其中的一个研究生贝旦什( L．Badash) ，后来成

为了科学史家王作跃的博士生导师，而王作跃也是

物理学专业出身［15］．在科学史研究中，普赖斯常常

从物理学发展中寻找灵感．
普赖斯研究了 20 世纪上半叶日本物理学的发

展情况，他发现日本仅仅用了不到三代科学家的时

间 ( 第 一 代 1869—，第 二 代 1878—，第 三 代

1894—) ，就在 1900 年左右开始进入物理学指数增

长的腾飞期，直至形成了物理学大国地位．由此，普

赖斯发现尽管世界科学总体上呈现指数增长，但由

于不同国家处于科学指数增长( 及其改进型的 S 曲

线) 的不同阶段，科学发展因而表现出相当不同的

形态: 不发达国家中发生的科学爆炸，要比发达国家

中的科学爆炸迅猛的多［16］．简单地说，先发国家的

科学发展开始从指数增长趋向线数增长，速度越来

越慢; 而后发国家正处于指数增长阶段，因而发展速

度极快．
普赖斯又以物理学发展中的一桩公案，即 N 射

线为研究主题，考察围绕 N 射线的论文相互引用情

况［17］．通过构建论文引用关系矩阵，普赖斯发现存

在一条引文发生概率较高的地带: 较早发表的论文

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线，而近期发表的论文获得了

全部引用的一半．这项研究证明了科学研究前沿的

存在，因而提醒科学家要密切关注同时代学者的

工作．
除了上面列举的方面之外，普赖斯心系物理，还

撰写了一些物理学家小传，比如《开尔文勋爵: 大西

洋通讯的英雄》( 1956) 、《汤姆逊》( 1956) ; 做了一

些物理学史笔记，比如吉尔伯特的《论磁》( 1958) ，

《( 第谷的) 天堡: 第一个科研机构》( 1960) 、《X 射

线》( 1960) 、《氦的液化》( 1961) 、《麦克斯韦的气体

粘性测量》( 1961) ; 编印了一批科学史丛书，比如

《原子的“缔造者”卢瑟福》( 1969) ，等等．

4 物理学对科学史家普赖斯的“馈赠”

通过对普赖斯学术研究文本的全面梳理，可以

发现科学史家普赖斯从物理学这里获得了丰厚的

“馈赠”: 来自物理学家的支持、科学发展整体观念

和“互育”思想等，物理学以某种方式“复归”了．

4．1 科学史定量研究理论

科学史家普赖斯最杰出的贡献是发展并宣扬了

科学史定量研究理论．其内容包括以“普赖斯三定

律”为代表的基于历史统计的定量研究，以及以引

文分析为代表的定量研究主流方向．前面已经指出，

这些理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对物理文摘工具

的利用，以及从物理学发展中获取的灵感．但是，普

赖斯的科学史定量研究理论，一开始并未受到自己

的同行———科学史家的认可和欢迎，恰恰相反，还招

致了反对和批评［18］．然而，正是来自物理学家，或者

往大一点说来自科学家的支持和赞誉，才使普赖斯

科学史定量研究理论名满天下．
还是在 1959 年的时候，普赖斯受美国科学史学

会前主席、物理学家、科学史家富尔顿的感召，为筹

建耶鲁大学科学史与医学史系做了 5 次公开报告．
在最后一次报告中，普赖斯把自己差不多 10 年前发

现、但并未受到科学史家青睐的科学指数增长规律

抛了出来．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报告的内容引起了美

国核技术和高能物理研究重地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物

理学家们的强烈反响，于是普赖斯受邀前来演讲．在
这个面向“老同行”的报告中，普赖斯一开始就指

出，“虽然就专业而言，我所关心的是科学史，但我

曾有过一段物理学家的历史，这就使我的讲演与众

不同．”［16］普赖斯把在耶鲁大学最后一次报告的内

容拓展为 4 个部分，演讲之后结集出版为《小科学、
大科学》( 1963) ，这本小册子后来成为了普赖斯影

响最为广泛的经典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后

《小科学、大科学》能够进入中国并产生巨大影响，

有赖于大科学家( 包括物理学家等多重身份) 钱学

森的介绍和推荐，这是后话了．
4．2 科学发展的整体观念

科学史家普赖斯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透彻

的科学发展整体观．普赖斯并没有撰写大部头的科

学通史或者综合史，也没有热衷于书写科学发展

中各种理论、人物、事件的局部史，而是从整体上

把握科学发展脉络．这比较典型的体现在他的《巴

比伦以来的科学》( 1961) 一书中: 普赖斯仍然以物

理学发展史为观照，他从牛顿奠定了现代科学胚

芽这一事实出发，追溯了近代科学的两个源头即

数理逻辑和实验传统，从古希腊、古巴比伦一直延

伸到哥白尼、开普勒以及牛顿的长时段演化之链，

让人耳目一新．
另一个典型的表现是，普赖斯第一个明确提

出了“大科学”( Big Science) 观念．此前人们已经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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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科学的规模越来越大，尤其是出现了超大项

目、超大工程．毫无疑问，最初这些都发生在物理学

领域．因此，同时代的物理学家温伯格( A．M．Wein-
berg) 等人提出了“Large－scale Science”这样的概

念，意思是超大型科研项目．但这样的概念，远不如

普赖斯的“大科学”概念的更加震撼人心: “( 当今

的科学) 不仅硬件如此光辉不朽，堪与埃及金字塔

和欧洲大教堂相媲美，而且用于科学事业人力和

物力的国家支出，也使科学骤然成为国民经济的

主要环节．现代科学的大规模性，面貌一新而且强

而有力，使人们以‘大科学’一词来美誉之．”［16］布

里奇斯托克等人也认为，普赖斯最大的贡献就是

提出了人 类 社 会 已 由“小 科 学”时 代 迈 向“大 科

学”时代的著名论断，即: 在小科学时代，靠个人志

趣、少量资助、小规模的实验室、经过少数人的艰

苦奋斗，就能做出划时代的科学成就，而到了 20
世纪中叶以后，重大科学成就大多都是大科研集

团的产物，科学的发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日益发

展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工程”或“社会事业”，即

所谓大科学、大技术［19］．这些内容，正是产生于普

赖斯对现代物理发展的切身体会．
4．3 “互育”思想及其应用

有评论认为，尽管普赖斯的很多成就都让人引

以为 荣，但 最 引 以 为 荣 的 是 跨 越 学 科 边 界 的 能

力［20］．这种能力的形成，或者说这种能力本身，就是

普赖斯所倡导的“互育”( cross－fertilization) 思想．普
赖斯对“互育”的定义是: 把一个研究领域获得的技

术或方法再现( representation) 于另外一个明显不相

关的专业［21］．
普赖斯“互育”思想的产生，直接来源自物理

学案例的启发:“两个没有直接联系专业领域的相

互融合，比如将多维几何应用于相对论，将矩阵微

积分应用于波动力学．”［21］此后，普赖斯系统发展

和应用了“互育思想”．比如，他把物理学研究中的

数学方法应用于科学史研究，开始了别具一格的

科学史定量研究之路．“我从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

一个物理学家，因此我总是会有一种强烈欲望，想

利用物理学家思考和理解问题的‘硬’的和精确的

定量工具，而不是利用通常的人文思考方式来理

解科学的运作．”［22］普赖斯将热力学的研究方法、
概念用于研究科学发展的整体特征: 将科学家个

体视为气体分子，虽然无法单独跟踪任意时刻单

个分子的无规则运动情况，但是可以利用统计方

法找出大量分子的平均作用效果如体积、速度、相

互作用方式等，从而在总体上把握大科学的形态、
规模等普遍性问题．

普赖斯始终不渝的追求建立科学史研究中的

“物理定律”，“我希望拥有优秀物理学家类型的定

律和像样的测量，用于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使用

十分松散方式谈论的那些事情．我想获得看起来即

使不象热力学运动定律，至少也要像凯恩斯经济学

那样的命题，而不是关于薪酬、等级或者智力外流的

草率评论．”［23］到了 1965 年，普赖斯自信的认为对

科学自身的研究，已经到了从“开普勒定律的阶段

走向非常接近于牛顿定律的阶段”．尽管这些研究遭

到匿名学者的冷嘲热讽，但普赖斯依然相信自己所

从事的科学史研究工作，“和物理学家或者化学家

对待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不同．”［24］

5 结语

普赖斯作为物理学家的这段经历尽管短暂，但

绝非无足轻重．恰恰相反，它对于普赖斯成功转向科

学史，并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科学史家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人们常常强调，科学史对科学家和社会公

众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科学史) 使物理专业人员

和物理学家成为更好的世界公民，并帮助吸引尖子

学生从事科学事业．即使对于非科学专业的人员，科

学史也是提高他们科学素养和接受科学理念的绝佳

方式．”［25］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科学家( 或者科学

经历) 对科学史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样的认

识，对于改进科学史专业人才培养以及开展科学史

研究，乃至更好地发挥科学史连接人文学科和自然

科学的桥梁作用，都是不无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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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and returning: Historian of science Derek Price’s obsession for physics
DONG Guo-hao1，2，QIAN Wei1

( 1． Ｒesearch Center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Bei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ijing 100083，China;

2． Mianyang Teachers' College，Mianyang，Sichuan 621006，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y of science，those who changed from
physics to history of science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he young physicist Price shifted his interests to history
of science in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but the experience and thoughts in physics have never been away from
his study，but to help him to develop many perspectives，such as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the
concept of“big science”and the thought of“cross-fertilization”． This story not only reflects the obsession for
physics of the historian of science Derek Price，but also provides another way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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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ng the eccentricity of the Earth's orbit by approximate orbital equation
YU Feng-jun

( College of Physics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Anyang Normal University，Anyang，Henan 455000，China)

Abstract: The elliptic orbit equation of the Earth is treated approximately，and then the eccentricity of the
orbit is calculated by the Kepler area law and the season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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