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whongbo2@sina.com2020年7月8日 ■本版编辑：王洪波 ■电话：010-6707857416 书评周刊·科学

相对论光环之下的爱因斯坦是

人们心目中的科学天才。当然，再

伟大的科学天才也会犯错，而且，伟

大的人物还常犯伟大的错误！博达

尼斯的这本《爱因斯坦也犯错：天才

的一生》想告诉你的就是这一点。

相比于其他科普读物，这本书植

根于历史脉络，不但生动地讲述了爱

因斯坦创建广义相对论的艰苦历程，

也尖锐地指出了他后来与主流物理

学界的脱节，他的自负与孤独，让我

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爱因斯坦

——虽有缺点，但仍不失为世纪天

才。“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

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博达尼斯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

善于将复杂的物理学问题通过几条

简单的线索展示出来，又将这一切置

于历史发展脉络中。读完这本书，我

们对爱因斯坦的智力发展史、他所处

的社会环境、他的政治态度、他与同

时代科学家的关系、他对量子力学的

态度以及他的婚恋观等都有了非常

直观的了解。简而言之，一切让爱因

斯坦之所以成为爱因斯坦的元素都

跃然纸上，缺一不可。我们有足够的

理由把这本书看成一部别开生面的

爱因斯坦传记，与“爱因斯坦也犯错”

这一主题交相辉映的是爱因斯坦的

科学观、世界观和人生观。

成名之后，爱因斯坦曾半开玩笑

地对朋友说：“为惩罚我对权威的蔑

视，命运也把我变成了权威。”按照博

达尼斯的说法，“天才和傲慢，胜利和

失败，都难以完全分开”。广义相对

论的建立是爱因斯坦一生中最伟大

的壮举，但随着他将之应用于宇宙

学，也为他后来的惊人失败埋下了伏

笔。爱因斯坦对待俄国数学家亚历

山大·弗里德曼的态度变化，就是一

个生动的例子。弗里德曼对爱因斯

坦在场方程中加入宇宙常数项有所

怀疑，他给爱因斯坦写信指出这一

点。出乎意料，他没有收到回信。虽

然好不容易用德语写成的文章后来

成功发表在当时世界最著名的物理

学期刊《物理学纪事》（Annalen der

Physik，又译为《物理年鉴》或《物理学

年鉴》）上，但比得不到回信更让弗里

德曼震惊的是，爱因斯坦公开发表了

批评他的文章。爱因斯坦检查了弗

里德曼的计算，发现其中有一些瑕

疵。但在他后来重新认真阅读弗里

德曼的文章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之

前的反应有点儿过激，弗里德曼并没

有犯任何数学上的错误，反而是他自

己在计算上犯了错误。心胸坦荡的

他给期刊写信，承认自己之前批评弗

里德曼“关于弯曲空间”的工作的看

法是错的。

爱因斯坦对弗里德曼的意见的

反应，与他成名前的态度是不一样

的。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新想法受

到了前辈物理学家，包括极力提携他

的普朗克的抵制。爱因斯坦是一个革

命者，他独立思考，追求真理，蔑视权

威。年近半百时，他早已变成了权

威。虽然从未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但

“他已经接近物理学家从提出新想法

转变为抵制新想法的年纪了”，“他曾

经微妙地穿行于固执和灵活之间，但

现在变得越来越保守”。

另外一个更大的挑战是爱因斯

坦对量子力学的态度。“一个来自内

心的声音”告诉他世界不是这样运

行的。他与玻尔、海森伯、玻恩等人

之间的争论，更多反映的是不同哲

学观之间的争论。爱因斯坦坚持定

域实在论和严格的因果性。在他

看来，“量子力学只是通向一个未

来的确定理论的临时步骤，而未来

的理论将不存在他所厌恶的随机

性，并且能够为宇宙是如何运转的

提供一个更加符合逻辑的、有序的

解释”。量子纠缠违背了他的基本

信念。为此，他不惜自我疏离于物

理学界主流之外。“他坚信自己的

直觉，这让他成了现代最伟大的科

学家。然而，只抱有这一种方法又

意味着他的自信很容易过度而变

为教条主义。”

“一位伟人得到的尊重越多，他

就越容易看不清现实。”这是一个极

具讽刺意味的场景：在物理学界之

外，爱因斯坦作为科学和智慧的象

征，广受关注，但在物理学界内部，

一些活跃的后辈对于爱因斯坦的高

论并不以为然——这以泡利、朗道

等人的态度最为典型。与玻尔身边

聚集了众多的青年才俊相反，爱因

斯坦孤寂地生活在普林斯顿。

在科学之外，爱因斯坦的婚恋

观常被世人诟病。他认为自己的两

次婚姻都丢脸地失败了。究其原

因，这与他所持的生活态度是分不

开的。爱因斯坦的内心是自由的，

他不愿意受到任何有形或无形的规

则的约束。他曾经说过：“我是一个

真正的‘独行者’，从未全心全意地

属于过我的国家、我的家乡、我的朋

友，乃至我最亲近的家人。面对这

些关系，我从未消除那种疏离感，以

及对孤独的需求——这种感觉随着

岁月的流逝与日倶增。一方面，它

能让人清楚地意识到，这将使自己

与他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受到限

制，但我毫无遗憾。这样的人无疑

要失去一些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

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人才能在很大

程度上独立于他人的意见、习惯和

判断，避免让自己内心的平衡置于

这样一些不稳固的基础之上。”爱因

斯坦与第一任妻子米列娃门不当户

不对。然而，在芸芸众生之中，能和

爱因斯坦在科学上交流思想、相互

启迪的女性寥寥无几。在爱因斯坦

的世界里，米列娃是当时唯一让他

心仪的、具有科学头脑的女性。他

之所以顶着世俗的压力与米列娃结

合，更多是因为精神追求压倒了生

活层面的因素；相反，他后来与埃尔

莎的结合则更多地出于生活层面的

考虑，与他对婚姻的期望相距甚

远。资产阶级的精致生活可能会短

暂地吸引他，但从本质上讲，他与这

些格格不入。埃尔莎对爱因斯坦在

生活上的照顾功不可没，但两人在

思想上没有更多的相通之处。某种

程度上，他也是一位悲剧人物。他

深爱两个儿子，但长子与他并不亲

近，次子患有精神疾病；他的内心痛

苦可想而知。差不多快到生命终点

时，爱因斯坦的一片苦心才得到长

子的理解，这多少也算一种迟到的

安慰吧。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们没

有必要苛求爱因斯坦。毕竟，我们

今天在许多地方都受惠于他。“在影

响我们的生活和加深我们对宇宙的

理解方面，爱因斯坦的成就只有牛

顿的可以媲美。”

一个也犯错误的爱因斯坦形

象，一点儿也没有贬低他，相反，让

我们觉得他更真实，因而也更伟

大。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完全认

同作者在书中所说的一切，因为任

何传记都会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但这本传记所呈现出的生动的、立

体的爱因斯坦，却非常值得肯定。

这本传记值得向所有对爱因斯坦感

兴趣的读者强烈推荐。

自1831年法拉第从运动的磁铁

为线圈赋予电流的现象中发现电磁

感应之时起，一个属于发电机和电

动机的时代便在他的洞见的带领

下，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们当代人

的眼中，电磁感应与形而上的思考，

与宗教的情感，并无瓜葛，数据与实

证主义以一己之力推动着科学发现

的不断拓展。但是在法拉第眼中，

这个世界并不是如此简单。他的基

督教信仰曾是他所有活动的中心，

包括他的科研活动。这种信仰非但

没有阻碍他在科学之路上的探索，

反而对他多有助益。

这种影响还发生在血液循环的

发现者威廉·哈维身上；发生在现代

科学方法论的倡导者弗朗西斯·培

根身上；发生在实验科学研究方法

的完善者罗伯特·波义耳身上……

对于历史上数不清的科学家而言，

研究自然的动力源于信仰，而非源

于舍弃信仰。

为什么科学与宗教的纠葛会贯

穿历史，绵延至今？作为艺术家的罗

杰·瓦格纳和作为牛津大学科学家的

安德鲁·布利格斯合著的《次终极追

问：科学与宗教的纠葛》便试图回答

这一问题。

在两位作者看来，人类始终热爱

探索世界，始终感受着自然的魅力。

从史前时代那些渔猎部落开始便是

如此。11000年前位于非洲厄瓜多尔

的原始渔村遗址中，就有关于月相的

观察记录，而骨器上的道道刻痕，至

少证明了书面记录手段自那时起便

已经存在。“次终极追问”所形容的，

是一种对物理世界不懈的学习，和永

不满足的求索。而现代科学，正是人

类长达几千年的次终极追问历程的

巅峰。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两

位作者眼里，科学是一种次终极追

问，而非终极追问。原来，许多科学

研究的终极驱动力，其实是某种强烈

的宗教冲动。通过人类学与考古学

的研究，瓦格纳和布利格斯认为几乎

所有人类社会都是通过这样一种叙

事或行动组织起来的，那就是对现象

世界之外的某种存在的关注。这一

宗教维度几乎影响了人类行为的方

方面面。人类对于科学的探索欲往

往与对于宗教问题的探索欲相交叠，

并且后者往往是前者的终极来源。

瓦格纳与布利格斯将这种相互

影响比作一种名叫滑流（slipstream）

的流场——当某一物体在另一个物

体带起的滑流中运动时，它受到的阻

力更小。就像大风天气里孩子跟在

大人身后行走会更省力，就像大海里

鱼群跟着领头鱼游动会更舒服，就像

自行车赛道上主车手跟在破风车手

身后能够在同等的速度下花费更少

的能量以保存体力。

而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是如

此。最古老的人类社会都倾向于将

精力花费在被我们称作宗教的东西

上。例如史前艺术往往具有仪式功

能，而文学作品又往往与创世神话相

关。而这些终极追问又将探索物质

世界的活动拖进了它们的滑流中：那

些古老的岩画，尽管是为了宗教仪式

而绘制，但也记录了当时的人们对于

动物生理结构的观察。在世界的许

多地方，例如中国、印度、南美洲和中

东地区，都能找到人们在终极追问的

驱使和陪伴下探索物理现象的身影。

让我们追溯至公元前 500 年便

已繁荣兴盛的希腊爱奥尼亚城邦，爱

奥尼亚人强烈地相信某种神圣的源

头规制着并掌控着宇宙。这种信念

引导着阿那克萨戈拉研究太阳、月亮

和天堂。当后来的希腊天文学家证

明行星的运动能够被数学所预测，他

们便更加坚信世界是理性设计的结

果。柏拉图相信，宗教理解、道德和

科学能够形成一个综合的智识体，在

他的对话录《蒂迈欧篇》中，将宇宙之

父和创造者描绘成一位几何学家，并

对神的存在即是正道（eikos logos）
展开了辩论。

再让我们顺流而下 1100 年，看

看伊斯兰教诸帝国。《古兰经》规定了

穆斯林们每日礼拜的时间和朝向。

为了让帝国各处的穆斯林都能确定

麦加的方向，需要穆斯林天文学家解

决复杂的几何学问题，并进行精确的

天文观测。而在钟表发明之前，每日

五次按时礼拜的要求，也促成了天文

学和数学的进步。为了宗教信仰而

研究科学的观念，在许多穆斯林科学

家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伊本·艾

尔-海塞姆——其光学研究奠基了系

统实验在科学研究的重要地位——

便认为“除了探索知识和真理外，没有

任何（接近神的）更好方法了”。

西方近代早期科学家也同样如

此。尽管伽利略的形象一直被描述

为现实理性的代表人物，但他本人却

相信“神圣的恩典”令他“哲思深远”，

而“对神圣的设计者的爱”，则是他

“工作的至高终点”。牛顿研究物理

学的目的是“用上帝的造物为祂增添

荣耀，并教导世人如何更好地生

活”。罗杰·培根、哥白尼、开普勒和

麦克斯韦也都用他们的科学与信仰

共同福泽世人。

瓦格纳与布利格斯相信，这些跨

越文化、贯通古今的例证都证明着，

人类关于心灵和世界的关怀都需要

寄托，而这种需要形塑了人类经验的

某种核心。为“作为整体的世界赋予

意义”的热切渴望，预示了科学与信

仰的纠葛将永存世间，而次终极追问

也将继续畅游在终极问题的滑流之

中。

在中宣部等部门的指导和大力

支持下，由国家图书馆组织编纂的重

大文化工程——《中华传统文化百部

经典》，迄今已有 30 部著作完成出

版。该套书选择中国古代100部重要

典籍，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艺

术、科技等各个领域，聘请对各书有深

入研究的学者进行注释和解读，以此

搭建传统典籍与大众之间的桥梁，用

优秀传统文化来滋养当代中国人的

精神世界。其中由郭书春先生负责

解读的《九章算术》一书，就是一部中

国古代数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已由科

学出版社于2019年12月正式出版。

数学是我国古代人民擅长的一

门学科，而《九章算术》则是中国古代

数学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因此，将《九

章算术》列为《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

典》之一，无疑是理所当然和题中应有

的。郭书春先生研究《九章算术》和刘

徽注已有40多年的时间，其仅此论题

而发表的论文就有30多篇，经其考订

和校勘的《九章算术》版本更多达七八

种，而他自己则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为其“安身立命之所在”，因此，由郭先

生来担任《九章算术》的解读作者，无

疑也是理所当然的最佳选择。我读

了这部书之后，感觉它与郭先生其他

关于《九章算术》的论著又有不同的风

格。尤其是其中精到的导读、精准的

注释和精妙的点评，堪称此书的三大

亮点。

一、精到的导读
此书的一开头就是一个长约5万

字左右的“导读”，从以下六个方面对

《九章算术》做了简要而精到的介绍：

（1）《九章算术》的早期文本；（2）刘徽

和李淳风的注释；（3）汉代至明代对

《九章算术》的研究；（4）《九章算术》的

版本与校勘；（5）《九章算术》及其刘徽

注的现代价值；（6）本书的体例。这六

个方面提纲挈领地概括了《九章算术》

及其历代注释的基本内容、作者年代、

版本体例、发展演变、数学成就、历史

地位和现代价值，使读者一上来就对

这部古代数学经典有了一个高屋建

瓴的总体印象，从而起到了导引和指

路的作用。不仅如此，由于郭先生在

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因此“导

读”中的内容又大多是数学史界最新

的研究成果。例如郭先生正确地指

出：《九章算术》并不如数学史界以前

认为的那样是一部纯粹的应用问题

集，而是具有一种算法统帅例题的形

式；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古典

数学具有构造性和机械化的特点，是

世界数学发展史上的主流形态之一；

刘徽将逻辑方法引入数学研究，从而

奠定了中国古典数学理论的基础，并

由此而建立了具有演绎风格的“数学

之树”；《九章算术》和刘徽的数学思想

不仅可以对现代数学研究带来启迪，

而且对现代数学教育也有积极意义，

等等。读者在这些最新研究成果的

引领下，自然会在阅读《九章算术》文

本时获得更加深入的理解和领悟。

二、精准的注释
一般在给文史类的古籍作注的

时候，大多是对一些较难理解的古文

做出字义上或词意上的训诂和解释。

但对于一部数学类的专业古籍来说，

仅仅做出一般字义或词意的注释就

远远不够了，它还需要对其中的专用

数学术语以及蕴含在其中的数学原

理做详细的解释和说明。郭先生凭

着他扎实的古文字功底和深厚的数

学史研究积累，成功地把古文训诂和

数学解释结合起来，为读者提供了一

份两者合一的精准解释。例如在书

中对《九章算术》的“圆田术”及其刘徽

注作注释时，作者用了9页近6千字的

篇幅，共列出38个注，10个附图以及

大量的数学等式和公式，详细地说明

了刘徽如何创立“割圆术”并通过“割

圆术”求得圆面积之后再最终求得圆

周率近似值（157/50）的过程。读者通

过以上这些注释文字的阅读，就能够

更加清楚地理解《九章算术》文本内容

的含义，也就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中

国古代数学成就的意义和价值。

三、精妙的点评
除了导读和注释外，书中的点评

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看点。点评

包括“篇末评”和“旁批”两种形式，

虽然就全书而言着墨不多，但读来

却有言简意赅、画龙点睛的精妙之

感。例如在《九章算术序》中，刘徽

明确提出西汉初期的张苍和耿寿昌

曾对早期的《九章算术》一书做过删

补整理的工作，但刘徽的这一说法

一直没有引起数学史界的足够重

视，以至于自清代以来学界长期把

《九章算术》的编纂时间定于西汉中

叶以后甚至东汉时期。郭先生在刘

徽《九章算术序》中论及张苍和耿寿

昌的原文旁边批注：“这是现存文献

中关于《九章算术》编纂过程最早的

也是最可靠的论述”，明确表述了他

基于原始文献而得出的关于《九章

算术》一书的编纂年代和过程，从而

与其在导读中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相

呼应，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

往的新观点。又如刘徽在注释《九

章算术》中的“开立圆术”时，曾试图

用一种“牟合方盖”的方案来解决球

体积的计算问题，这虽然为以后的

数学家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思路，但他

还是对自己没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而感到遗憾，老老实实地说：“敢不阙

疑，以俟能言者”。郭先生在这段话的

旁边批注说：“这反映出刘徽具有‘知

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治学态

度，敢于承认自己不足的高贵品质，寄

希望于后学的宽大胸怀。”通过这样的

点评，凸显了刘徽作为一位伟大数学

家的科学精神。

要而言之，我觉得郭先生对《九

章算术》的解读，基本上达到了《中

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委会所要

求的“兼具思想性、学术性和大众

性”的标准。它不仅适合数学史专

业的工作者和爱好者阅读，而且也

适合广大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

读者们阅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

个读本不仅是《九章算术》的最新解

读，也是《九章算术》迄今为止的最

佳解读。

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大漠莽莽，

漫天黄沙，人们为了即将枯竭的资源

绝望地相互追逐、撕扯，仿佛在下一

秒就将被飞扬的沙石吞没，只留下歇

斯底里的呼救声在咆哮的狂风中渐

渐淡去……

可以庆幸，这一场看似遥不可及

的末日冒险只是发生在电影《疯狂的

麦克斯》(Mad Max)中。在电影散场

的那一刻，我们得以带着“劫后余生”

的满足感回到温暖的现实。然而，这

样骇人的场景真的永远只存在于虚

构的艺术作品中吗？至少在《美狄亚

假 说》的 作 者 彼 得·沃 德（Peter
Ward）看来，这场末日的冒险正不知

不觉地离我们越来越近，而这一次，

人类将不再有机会等到电影散场、灯

光亮起的那一刻。

作为一位专注于研究大规模物

种灭绝事件的著名古生物学家和天

体生物学家，沃德在《美狄亚假说》中

运用生动的例子和详实的数据，有条

不紊地将一幅阴暗、冷酷的生命画卷

缓缓展开，带领我们以全新的角度再

次审视地球生命的历史。在缜密的

分析和科学的论证中，沃德将一个生

物量和生物多样性直线下滑的地球

展现在我们眼前。他在本书中首次

大胆提出的“美狄亚假说”，就如同平

地里的一声惊雷，令人不寒而栗。

“美狄亚假说”，取名自古希腊神

话中的经典形象“美狄亚”，它的对立

面便是当今在学界已颇具影响力的

“盖亚假说”。“盖亚”是古希腊神话中

的大地之母，她创造了包括人类在内

的所有生命。“盖亚假说”主张，大自

然和生命能够自主调节并改善地球

环境，延长地球和生物圈的寿命。可

以想见，人们也乐于接受大自然这一

慈母形象：不论孩子多么顽皮，闯了

多少祸，大自然母亲都会温柔地出面

替他收拾好残局。

和象征着光明和希望的“盖亚”

不同，在神话故事中，“美狄亚”亲手

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用沃德的

话来说，她是“史上最糟糕的母亲”。

在沃德眼中，大自然母亲根本不是

“盖亚”那样的慈母，她的真面目是像

谋害自己亲生骨肉的恶母“美狄亚”

那样，不仅创造生命，更带来破坏和

灭绝，最终亲手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

有地球生命过早地毁灭。

《美狄亚假说》中，沃德对多位科学

家关于地球生物量的模型预测结果进

行了精彩的解构，由全新的视角得出了

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结论：我们的地球

早已进入了老年期。沃德对模型结果

的分析告诉我们，纵观整个地球历史，

正是生命导致了二氧化碳水平的长期

下降，一次次导致地球物种在灭绝的边

缘徘徊，从而造成地球生物多样性和生

物量随时间推移的逐渐降低，以及全球

生产力的大幅下降。生命，扮演的正是

“美狄亚”的角色，不断减少更多生命生

存的机会，终有一天，会带来生物圈的

末日和自身的终结。

沃德的惊世预言不禁让我思考，

这幅绮丽的地球历史画卷背后，或许

一直暗藏着杀机，其中的每个物种生

来就在试图成为星球的主宰，而罔顾

其他生命的死活。从23亿年前的雪

球地球事件，到几亿年前的微生物大

灭绝，再到如今愈加频发的海洋富营

养化事件，生命破坏地球环境平衡又

遭环境条件“反噬”的例子屡见不鲜，

这些都是生命对资源的过度消耗所

造成的结果。如此往复，生命的整体

效应必然会不断地降低地球作为宜

居星球的寿命，生物圈也将在生命无

休止的索取中一步步走向崩溃。当

那一天到来，地球生命是否还有机会

像曾经那样，从再一次的大规模物种

灭绝中焕发新生？我想，没有人会愿

意让这样的假想照进现实。

当然，是不是真如《美狄亚假说》

预言的那样，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正

不可避免地使地球沦为绝境，并最终

会亲手将所有物种推向毁灭的深

渊？是不是真像沃德所说，“留给人

类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每个人会有

不同的答案。但作为地球上目前唯

一既掌握知识又具有忧患意识的物

种，我们也许都能理解沃德借本书敲

响的警钟——“人类不仅是重要的成

功物种，也是生命从自己手中完成自

我救赎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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