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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后故事

20 世纪上半叶，苏联经历了建

设、战争和政治动荡。人们提及这

一时期的苏联科学，通常强调李森

科事件的负面影响，忽略同时期科

技尤其是物理学的显著发展——四

次 诺 贝 尔 物 理 学 奖（1958、1962、

1964和 1978年）主要工作完成于该

时期。

2004 年，旅美俄罗斯科学史专

家 卡 捷 夫 尼 科 夫（Alexei B. Ko⁃
jevnikov）出版《苏联时期的伟大科

学: 苏联物理学家的时代与冒险》

（Stalin’ s Great Sciences: The
Times and Adventure of Soviet
Physicists）。作者基于此前十多年的

系列研究和新挖掘的史料，选取重

点物理学家和典型事件作为案例，

探讨苏联物理学在 20 世纪 10 年代

中期至50年代中期取得的突出成就

及其原因。这既有助于我们了解20
世纪上半叶的苏联物理学，也启发

我们在社会和意识形态与境下理解

苏联科技的发展。

大科学——苏维埃研究体制的
建立

20 世纪初，俄国科学家强调

“纯”科学研究，轻视“实用”科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促使他们意识

到将知识运用于实践和军事并与工

业建立联系的重要性。地球化学家

维尔纳茨基提议建立大学以外的专

业科研院所，将科学研究独立于教

学。该提议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者

支持，先后成立物理研究所、生物研

究所、自然生产力委员会等机构。

卡捷夫尼科夫认为，这种全新体系

标志着“用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科学

研究”，其中蕴含着科学研究的“大

科学”特征。典型代表为 1919 年建

立的光学研究所。该研究所将物理

学、化学、数学和工程学有效结合，

1928 年实现光学玻璃自给自足，改

变了战时研制军事设备依赖进口光

学玻璃的处境。

物理学：苏联的模范科学
20 世纪初，理论物理学首先兴

起于德国。它在苏联的发展肇始于

20世纪 10年代末，以国家批准专门

基金支持研究原子的数学理论为标

志。随后二三十年内，苏联理论物

理蓬勃兴起，与数学一起成为苏联

最先进的学科。弗里德曼于1922—
1924年提出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

非平衡解问题，即“宇宙大爆炸理

论”。这是现代宇宙膨胀理论的基

石，也是苏维埃时期理论物理发展

的首个重要成果。20 世纪 20—50
年代，苏联物理学家在固体、液体、

等离子体的量子物理学基本概念和

数学模型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卡捷夫尼科夫认为，洛克菲勒

基金会资助苏联物理学家出国做学

术访问，以及布尔什维克“文化大清

洗”运动（1928-1932年）促使物理学

家在社会混乱局面中创办新机构和

加强交流，这是苏联理论物理发展

的主要社会因素。尽管洛克菲勒基

金会对苏联科学的投资极小，但对

处于国际孤立状态的苏联科学，尤

其对恰逢学科形成之时的苏联理论

物理发展却留下浓重一笔。经莱顿

大学埃伦费斯特提名，弗伦克尔、福

克、朗道等多位年轻理论物理学家

获得资助，能够出国进行学术访问

并同国外同行建立联系。弗伦克

尔、福克、朗道和塔姆作为苏联理论

物理学四位带头人，引领了斯大林

执政时期的理论物理发展。

卡捷夫尼科夫选取朗道的个人

经历为案例，说明上述两个因素是

如何结合并促进苏联理论物理发展

的。对于新兴的量子力学，区别于

英、法物理学家的谨慎态度，朗道等

苏联年轻物理学家欣然接受并着手

独立做研究。对朗道等人而言，量

子力学推翻经典物理基础类似于这

个国家正经历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同时，量子力学成为他们年轻文化

的一部分，为他们提供了讽刺资深

同行的理由（通常资深同行掌握新

理论不如年轻人快）。

福克是第一位对量子力学发展

作出突出贡献的苏联物理学家。

1926 年，他独立地对薛定谔的波动

方程作相对论推广。同一年，朗道

利用矩阵力学计算了两个原子的转

子和光谱。除引入密度矩阵外，朗

道与伊万年科合作尝试构建描述自

旋的波动方程的相对论性方程。

1928 年，伽莫夫首先将量子力学应

用于原子核和放射性衰变。

为避免文化大清洗运动引起的

学术界代际冲突，“苏联物理学之

父”约菲建议在列宁格勒以外建立

新机构。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在

1930 年成立，专攻低温与核物理学

研究，迅速成为年轻物理学家的集

结场所。1932 年，该研究所创办物

理学期刊《苏维埃物理杂志》（Physi⁃
kalische Zeitschrift der Sowje⁃
tunion），成为苏联物理学家将研究

成果推向国际的主要渠道。研究所

首位所长邀请朗道加盟发展理论物

理学科。朗道凭借个人魅力吸引各

地学生，形成“朗道学派”。朗道在

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工作期间的

最主要工作是二阶相变热动力理

论。肃反运动中，朗道领导的理论

物理研究组遭受重创，朗道不得不

转至位于莫斯科由卡皮扎领导的物

理问题研究所。

作为斯大林执政时期的精英学

者，卡皮扎深谙与国家领导人建立

特殊关系并获得资助之道。卡捷夫

尼科夫利用新发现的史料通过勾勒

卡皮扎复杂而连贯的生活轨迹说明

苏联科学、政府赞助和技术现代化

如何紧密结合并取得突出成绩。卡

皮扎早年在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工

作，擅长制造和操作大型实验设备

制造强磁场或极高、低温，因而获得

卢瑟福赞赏。1934年返苏探亲后被

限制离境，并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苏

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卡皮扎

以机智的方式向诸如斯大林、中央

政治局委员等高、中层政治家写信

并巧妙地建立一种资助方与受助方

的关系，获得奖赏与特权。例如，

1932 年和 1939 年他分别给高层写

信保护了正遭受迫害的福克和朗

道。同时，政府帮助他建立实验室

并配备相应器材，使其得以恢复在

英国的实验。1937 年初，卡皮扎制

得液氦。同年年底，他发现液氦

“超流”现象。1941 年，这些现象被

朗道提出的液氦超流理论所解释

（获1962年诺奖）。卡皮扎最重要

的 工 作 是 从 事 制 氧 工 作 。

1938-1945 年，他设计涡轮膨胀机

用于分离、制备氧气。这些工作完

全服从战争需要，发明的制氧气设

备应用于军事航空和弹药生产。

1978 年，卡皮扎因低温物理研究获

诺贝尔物理学奖。

“追赶并超越”：苏联的核武器
研制

讲到苏联物理学，不能不提苏

联政府组织的顶级国家科技攻关

项目——核武器的研制。基于新

解密的苏联档案，特别是 1994 年出

版的多卷本《苏联核设计图》，卡捷

夫尼科夫指出，苏联集中的军事管

理风格和大型科研机构传统有助

于其复制美国曼哈顿工程。事实

上，放射性现象发现不久，俄国地

球化学家维尔纳茨基便公开支持

放射性研究和放射性矿物调查。

1922 年，成立以放射性元素研究为

主的镭研究所。1937 年，镭研究所

建成欧洲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位

于列宁格勒和乌克兰的物理技术

研究所则以核物理和核问题研究

为主。1932 年，中子发现后，列宁

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的伊万年科

马上提出核子由质子和中子组成，

解 决 核 物 理 和 量 子 电 动 力 学 难

题。同一年，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

所成功分解锂。

1938 年底，德国化学家哈恩与

其助手施特拉斯曼发现铀的裂变

现象，即核裂变。苏联物理学家得

知这一消息后“既激动又担扰”，立

即展开相应研究。弗廖罗夫和彼

得扎克发现铀原子的自然裂变；弗

伦克尔改进核裂变液滴模型；维尔

多维奇和卡里顿证明最先进的铀

的链式反应及相关条件。

此时，政府逐渐将核物理视为

有特殊前景的独立学科，从而给予

更多资金支持。特别是在美国向

日本投放原子弹后，斯大林将原子

弹研制列为国家优先考虑事项之

一。苏联研制原子弹过程中理论

进展顺利，但由于缺乏可裂变物

质，苏联政府采取复制美国曼哈顿

计划的战略选择。斯大林在 1946
年为苏联科学家提出的“追赶并超

越”标语也证明了这点。受益于曼

哈顿计划中钚弹爆炸核心技术掌

握者福克斯提供的情报，苏联科学

家节省了原子弹研制过程的原料

和时间。1949 年，成功试爆第一颗

原子弹（美国钚弹翻版）。1953 年，

成功引爆首枚氢弹。核武器成功

研制提升了苏联核物理学家在本

国的地位，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对科

学的崇拜程度甚至远超美国。到

1955 年，在掌握如何制造原子弹

后，多数物理学家重返基础研究并

要求自己的非军事项目获得同样

支持。

斯大林执政后期，尽管科学已

成为苏联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但

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意识形态审查

使 得 苏 联 科 学 经 历 一 段 黑 暗 时

期。摧毁苏联遗传学发展的李森

科事件（1948-1966 年禁止遗传学

研究）即开始于此时。卡捷夫尼科

夫以 N.I.瓦维洛夫和 S.I.瓦维洛夫

兄弟的不同命运为例说明斯大林

时期生物学和物理学的不同发展

结果。N.I. 瓦维洛夫是著名遗传

学家，大清洗运动的受害者，1943
年 饿 死 在 狱 中 。 S.I.瓦 维 洛 夫 在

1945-1951 年 担 任 苏 联 科 学 院 院

长，是政界公认的科学管理领军人

才。他同时是一位著名光学专家，

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参与发现切伦

科夫辐射现象。在此基础上研制

的新探测器广泛应用于二战后的

高能加速器，该项工作获 1958 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瓦维洛夫因于 1951

年去世未获提名）。

结语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评只关注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物理学的发

展。原著内容还涉及科学与意识

形态的讨论，尤其是科学界的意识

形态大讨论运动。1949 年，原计划

召开的关于物理学的哲学和意识

形态的全苏大会在最后关头被取

消。通常，学界认为这次会议的取

消得益于当时原子弹研制项目负

责人库尔恰托夫向苏联高层解释

说没有现代科学就无法制造原子

弹，这就是“原子弹项目拯救苏联

物理学”的说法。卡捷夫尼科夫驳

斥了这一传言并给出自己的分析。

一次差点被拒绝的采访
2016年的一天，《十月》杂志特约

编辑、著名散文家周晓枫向我约稿，

写一个科技工作者题材的中篇纪实，

采访对象是昆虫分类学家张巍巍。

我当时很意外：“为啥找我，我没

有写纪实的计划啊。”

“这人不接受采访，听说你关系

不错，帮下我们杂志的忙，试试？”

这倒是，张巍巍基本不接受采

访，更不要说写他的故事。

我知道原因。记者采写时，会近

乎本能地把涉及到的专业知识或问

题按照自己的理解，更生动地“翻译”

给读者，稍不注意，就会出错甚至闹

笑话。而张巍巍的严谨是有强迫症

的，有几次媒体的报道都让他很冒

火。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介绍了一下

背景，这是中国科协和中国作协联手

推出的重要栏目，云云。

“不行。”他坚决回绝。

“是我采写哦。”

“……也不行。”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不答应。

“很久不见了，一起吃个饭？”

“这个可以。”

吃饭的时候，我给他介绍了一下

我的工作方式，只须采访最多七次够

了。我们在野外跑了一起十多年，互

相太了解了，很多事情我都不需要他

介绍。他终于答应了。

于是，我开始了自然科学家故事

的系列写作。

2016年，完成《无与伦比的世界

——昆虫学家张巍巍和他的发现》，

非常轻松，相当于巍巍开小灶给我讲

昆虫课，而且是在故事里讲，我觉得

我的收获比他大。

一枚有两层厚皮的橘子
2017 年，我在重庆南川金佛山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挂职，职务是副局

长，工作相当于巡山的护林员，在无

数多的线索中，我选择了南川区委宣

传部给我推荐的植物学家刘正宇。

从这时开始，《十月》杂志负责和

我对接的编辑，换成了著名诗人谷

禾。杂志社审查通过这个人物后，我

开始采访。

很多科学家都是很难沟通的，他

们藏在心里的精彩故事和对世界的

看法，就像橘子的鲜肉，外面有一层

厚而苦涩的皮。刘正宇先生这枚不

凡的橘子，相当于有两层厚厚的皮。

第一天采访下来，我相当茫然，

他的讲述极简、跳跃，让你无法深入

一件事，更不要说找到有价值的细节

了。晚上，我一个人在药研所空荡荡

的院子里散步，推敲下一步怎么办。

难道就这样放弃了？在我漫长的采

访生涯中，还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难

题。

我有点不甘心。

第二天开始，我放弃了采访本，

因为来回翻阅的速度，跟不上他思

绪的跳动。我准备了一叠卡片，重

新开始问第一天问过的问题，然后

找到细节让他放慢速度，在这个故

事里多待一会。如此他仍然要跳到

下一个故事里去，我也绝不打岔，抽

出相应的卡片来，找机会又问新的

细节就行了。

我们终于可以很愉快地聊天

了。毫无疑问，正宇先生用他的方

法，给我讲述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

植物课。

为了获得一些重要事件发生的

现场细节，比如崖柏在重庆城口被

重新发现——这一消失百年的物种

重现世间，轰动了国内植物界——

我干脆重走了他走过的部分线路。

在赤脚渡过冷水河时，我感受到了

他们被河水冲走时的惊险。那条

河，在酷暑中仍旧冰冷刺骨，让人无

法站稳，真是很奇特。

生物界的超级网红
相比之下，采写邢立达，意外地

有趣和容易。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

科学家，实在是有太多的传奇故事

了。能找到这个生物界的超级网

红，还是靠张巍巍的介绍。

讲一个前一阵网上疯转的事

情：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官微介

绍，2016年该校在当年的《泰晤士高

等教育》公布的中国大陆高校排名

中一跃升至第 12 位，超过众多 985
高校！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排名

变化，其实原因就是邢立达毕业并

留校，他发表的近百篇收入SCI的论

文起了作用。

所以，采写这样的奇人，我面临

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剪裁、如何权衡事

件价值。因为他的材料太多太多

了。我研读了一周的材料后，终于知

道了自己要什么，我删除了很多材

料，把线索集中在他的几次野外大发

现上，这样才有可能好好讲故事。

然后，我们之间的网上交流，文

档往返，就像两台疯狂的打字机在

聊天一样，围绕我选中的线索，我们

谈到的内容，足以完成一个单行

本。但是，我只选取了最有意思的

两万字。

三年功成，破茧而出
然后，我得公布采访这三个人

的另一个原因了。在采写完张巍巍

之后，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样的故事，

非常励志，激动人心，又自带很多博

物知识，不只是适合给热爱自然的

成人，也非常适合给孩子们看。但

是，仅有一篇是不够的。于是，在采

写了昆虫猎人后，我又采写了植物

猎人、恐龙化石猎人。他们作为一

个整体，更能多侧面地展示不同领

域的自然考察经历。而我，有着 18
年田野考察历史的博物爱好者，来

写这样的故事，是不是也比其他人

合适多了？

三篇完成，又过了一段时间，请

他们或助手整理图片和图片说明，

终于，一部关于中国式物种猎人的

书具备了出版条件。

对大多数人来说，爱因斯坦的

理论完全是个谜。公众对待爱因

斯坦的态度就像对数学一窍不通

的人看数学专著一样永远一头雾

水。但是爱因斯坦并非一个与世

隔绝的人，他对世界的看法呈现在

公共演说、信件以及随笔写作中，

这些文字构成了爱因斯坦的马赛

克图像，对公众而言，这幅图像清

晰可辨。

《我的世界观》以影响较大的

1953 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为底

本，并收录了《观念与见解》《爱因

斯坦晚年文集》里的及散落别处

的相关文章，编译出一个独有的

《我的世界观》中文版。其中有 20
多篇珍贵文章此前从未翻译成中

文出版过。该书出版后获第十四

届文津图书奖。阅读这本书，我

们 可 以 大 致 了 解 爱 因 斯 坦 对 人

生、科学、教育、战争、友谊、自由、

宗 教 等 问 题 的 看 法 。 阅 读 这 本

书，就是与一个伟大的灵魂深度

对话。

爱因斯坦是犹太人。犹太教是

世界一大宗教，也是天主教、基督新

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学源头。据路透

社2019年3月6日报道，以色列希伯

来大学展出了爱因斯坦的 110 页手

稿，其中许多从未公开展出过。当

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爱因斯坦放

弃了德国国籍，定居美国。他将自

己的科学著作和个人著作遗赠给希

伯来大学。这份110页的手稿中，大

部分是手写的方程式，还有几封用

德语写的私人信件。在一封写给他

终身好友米歇尔·贝索的信中，爱因

斯坦说，他为自己从未认真学习希

伯来语而感到“羞愧”。作为犹太人

的爱因斯坦对宗教与科学关系问题

的观点自然会引发外界特别关注。

在英文文献中，爱因斯坦这方面的

论述包括：1930年11月9日《纽约时

报》采访爱因斯坦后发表的《宗教与

科学》（Religion and Science）；1939
年5月19日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神

学院的讲话《科学与宗教 l》与 1941
年在“科学、哲学与宗教研讨会”的

《科 学 与 宗 教 ll》；1948 年 6 月 在

The Christian Register 上 发 表 的

《宗教与科学：势不两立吗？》（Reli⁃
gion and Science: Irreconcil⁃
able？）。在《我的世界观》第一部分

中，收录了爱因斯坦关于宗教与科

学关系问题的 5 篇文章，其深邃的

思考极富启发性。他说：

即使在宗教和科学之间清楚

地划分出各自的领域，这两者之间

仍然存在密切的相互联系和强烈

的互相依赖关系，虽然宗教可以决

定目标，但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

它已从科学那里学到使用何种手

段 会 促 进 它 所 建 立 的 目 标 的 实

现。但是，科学只能由那些追求真

理和知识热望的人创造出来，而这

种感情又源于宗教领域。同样属

于这个来源的是如下信念：相信那

些在现存世界中有效的规律是理

性的，即能用理性来解释的。我不

能想象哪个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

这种深沉的信念。可以用一个比

喻表示这一情形：科学没有宗教是

跛足的，宗教没有科学是盲目的。

他在这段话中告诉我们：宗教

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

立和矛盾关系。事实上，今天学界

对科学史以及宗教与科学关系史

的研究，都十分支持爱因斯坦的观

点。

当今，科学伦理问题经常引来

巨大争议。21 世纪，人类进入生物

技术时代，当基因编辑技术可能用

于改变人的生命原生状态而引发

公众恐惧时，公众对于科学的理解

开始出现变异。关于科学伦理的

最初思考大概也会追溯到爱因斯

坦 。 1955 年 7 月 9 日 ，罗 素 (Ber⁃
trand Russell)在伦敦发表了《罗素

—爱因斯坦宣言》（Russell - ein⁃
stein）。它强调了核武器带来的危

险，并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寻求和

平解决国际冲突的办法。签署者

包括 11 名杰出的知识分子和科学

家。爱因斯坦在 1955 年 4 月 18 日

去世前几天在宣言上签了名。重

组 DNA 技术是生物学在 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迅速发展的结果。1975
年 2 月，由保罗·伯格（Paul Berg）组

织的关于重组 DNA 的阿西洛马会

议（Asilomar Conference）在阿西洛

马海滩（Asilomar State Beach）的一

个会议中心举行。大约 140 名专业

人士（主要是生物学家，但也包括

律师和医生）参加了这次会议，制

定了自愿遵守的准则，以确保重组

DNA 技术的安全性。这次会议以

及后来人们对生物技术应用的可能

危险的关注，与爱因斯坦呼吁警惕

核武器的危险一脉相承，都反映了

一个重要观点：科学的发展需要伦

理的约束。在《我的世界观》中，爱

因斯坦说：“要是没有‘伦理文化’，

人类将难以获救。”今天的我们，应

当牢记爱因斯坦这一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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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岩

《苏联时期的伟大科学：苏联
物理学家的时代与冒险》，[美]阿里
克谢.卡捷夫尼科夫著，董敏译，中
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 2月第
一版，88.00元

讲述中国式物种猎人的故事 ——《与万物同行》诞生记
■李元胜

《与万物同行：三位自然科学家
的考察记》，李元胜著，重庆大学出
版社2019年4月第一版，79.80元

爱因斯坦的世界观
■李大光

《我的世界观》，[美] 阿尔伯
特·爱因斯坦著，方在庆编译，中信
出版集团 2018 年 11 月第一版，
5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