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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追寻科学本身的原
动力，或曰追寻其第一推动。同时，科学的这种追求精神本身，又成为社
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一种最基本的推动。
科学总是寻求发现和了解客观世界的新现象，研究和掌握新规律，总
是在不懈地追求真理。科学是认真的、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同时，科学
又是创造的。科学的最基本态度之一就是疑问，科学的最基本精神之一就
是批判。
的确，科学活动，特别是自然科学活动，比较起其他的人类活动来，
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不断进步。哪怕在其他方面倒退的时候，科学却总是
进步着，即使是缓慢而艰难的进步。这表明，自然科学活动中包含着人类
的最进步因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堪称为人类进步的“第一推动”。
科学教育，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教育，是提高人们素质的重要因素，是
现代教育的一个核心。科学教育不仅使人获得生活和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
能，更重要的是使人获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以及科学方法的
熏陶和培养，使人获得非生物本能的智慧，获得非与生俱来的灵魂。可以
这样说，没有科学的“教育”，只是培养信仰，而不是教育。没有受过科
学教育的人，只能称为受过训练，而非受过教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堪称为使人进化为现代人的“第一推动”。
近百年来，无数仁人智士意识到，强国富民再造中国离不开科学技术，
他们为摆脱愚昧与无知作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的科学先贤们代代相
传，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进步献身于科学启蒙运动，以图完成国人的强国
梦。然而应该说，这个目标远未达到。今日的中国需要新的科学启蒙，需
要现代科学教育。只有全社会的人具备较高的科学素质，以科学的精神和
思想、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作为探讨和解决各类问题的共同基础和出发点，
社会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和进步。因此，中国的进步离不开科学，是毋庸
置疑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科学已被公认是中国进步所必不可
少的推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的精神也同样地被公认和接受。虽然，科
学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科学的价值和地位也更高了。但是，
毋庸讳言，在一定的范围内，或某些特定时候，人们只是承认“科学是有
用的”，只停留在对科学所带来的后果的接受和承认，而不是对科学的原
动力，科学的精神的接受和承认。此种现象的存在也是不能忽视的。
科学的精神之一，是它自身就是自身的“第一推动”。也就是说，科
学活动在原则上是不隶属于服务于神学的，不隶属于服务于儒学的，科学

活动在原则上也不隶属于服务于任何哲学的。科学是超越宗教差别的，超
越民族差别的，超越党派差别的，超越文化的地域差别的，科学是普适的、
独立的，它自身就是自身的主宰。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精选了一批关于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世界名
著，请有关学者译成中文出版，其目的就是为了传播科学的精神，科学的
思想，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思想，从而起到倡导科学精神，推动科技
发展，对全民进行新的科学启蒙和科学教育的作用，为中国的进步作一点
推动。丛书定名为《第一推动》，当然并非说其中每一册都是第一推动，
但是可以肯定，蕴含在每一册中的科学的内容、观点、思想和精神，都会
使你或多或少地更接近第一推动，或多或少地发现，自身如何成为自身的
主宰。
《第一推动》丛书编委会

前

言

本书收集的是我的 ７ 篇演讲，它们反映了我对于科学研究的动机和科
学创造模式的一般观点。第一篇演讲是 ４０ 年前作的（具体情况我在下面还
要讲到），其余 ６ 篇是在 １９７５ 年之后的 １０ 年中作的。正因为前后相隔几
十年，所以它们显示了一个科学家态度的变化（或成熟？）。
这些演讲都作过精心的准备，在内容的细节以及措词上也作过认真的
考虑。事实上，它们都是在一些重要的讲座上宣读的；收集在本书中时原
稿未作改动，只删掉了一些开场白。
Ⅰ
这些演讲大致上有两方面的内容。前 ４ 篇主要阐述美学和动机的问
题。其余冠有米尔恩、爱丁顿和史瓦西讲座的 ３ 篇演讲，虽然其部分内容
是介绍他们各自的经历，但也都间接地谈到了上述一般问题。特别是在卡
尔·史瓦西讲座的演讲中，主要讨论的是广义相对论的美学基础，它是前
面《美与科学对美的探求》讨论的继续。
Ⅱ
从 １９４６ 年作《科学家》的演讲到 １９７６ 年作《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
芬：不同的创造模式》的演讲，中间相隔 ３０ 年。前面我已说过，这是由特
殊环境形成的。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科学追求的动机或这种追求的美学基
础，是不值得认真讨论的；而且对认真讨论这些问题的科学家，他们也往
往持怀疑态度，认为不屑一顾。我在 １９４５ 年大致上也持有这种观点。但是，
当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哈钦斯（Ｒ．Ａ．Ｈｕｔｃｈｉｎｓ）却给我写了一封信，邀
请我在他组织的系列讲座中作有关《科学家》的演讲，他在信中解释道：
这次系列讲座的目的是激发大学生的批评能力，使他们了解
什么是优秀的工作，引导他们尽力把各自的工作做好。希望每位
演讲人谈谈他自己从事本行工作的体验，通过阐述其特性、总结
其目的以及解释其技巧，来说明各自工作的价值。
开始，我不大愿意接受邀请，因为对这些问题我没有认真思考过。此
外，哈钦斯邀请的其他演讲人的名单中还有赖特（Ｆ．Ｌ．Ｗｒｉｇｈｔ）、勋柏格
（Ａ．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恰卡尔（Ｍ．Ｃｈａｇａｌｌ）、冯·诺伊曼（ＪｏｈｎｖｏｎＮｅｕｍａｎｎ）
①
这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使我心虚、怯场。想想看，谁看了这张名单不会
吓一跳。但那时我还很年轻，无法抗拒一位大学校长的权威，我只好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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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派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M.Chagall（1887— ？），美籍俄罗斯画家，他的画《乡村和我》、《窗
外巴黎》等蜚声欧美；JohnvonNeu-mann（1903—1957），美籍匈牙利数学家、物理学家——译者注。

头皮去思考那些我当时还很生疏的问题。
当我再次看 ４０ 年前我的讲稿时，我感到有些话我今天不会说，或者说
法有些不同。但我还是把它收进了这本书，因为把 １９４６ 年的演讲与 １９８５
年的演讲《美与科学对美的探求》放在一起，也许有助于读者更好地判断
一位科学家对问题的观点如何随时间变化。
Ⅲ
从时间顺序上看，《科学家》讲演之后是 １９７５ 年《莎士比亚、牛顿和
贝多芬：不同的创造模式》的演讲。１９７４ 年，由于生病我不得不疗养了半
年，这使我有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专心致志地思考一些我从未认真思
考过的问题。半年的学习、思考和研究，不仅为我即将作的演讲提供了基
础，而且使我对美的敏感性在科学素养中起的作用，产生了持续的兴趣。
对广义相对论的数学方面研究得越深入，就越是加强了我的这一兴趣。
（我
应该补充一点，我所发现的新事实或新见解，在我看来并非我的“发现”，
而是早就在那儿，我只不过偶然把它们拾起来罢了。这看来有点奇怪，但
这是真的。）
Ⅳ
１９７５ 年以来的所有演讲中，用来阐述我的观点的一些相同的“故事”，
在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地方出现，但有两条相互交错的线索把它们串连起
来。一条线索是关于在科学中对美的追求，另一条线索是关于艺术和科学
中不同创造模式的起源，这是我在 １９７５ 年讲演中明确提出来的。这两种创
造模式的明显差异，在我们讨论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和一位科学家的工作
时，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评论一位艺术家时，我们常常把他们的工作区
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这种区分一般表示出作家成熟程度和认识深度的
不同。但在评论一位科学家时，却往往不能这样。对科学家往往是根据他
在思想领域或实践领域作出的一个或几个发现的重要意义来作出评价。一
位科学家最“重要”的发现往往是他的第一个发现；相反，一位艺术家最
深刻的创造多半是他最后作出的。这种明显的差异我至今仍然感到迷惑不
解。
最近，我突然悟出了一点道理，也许有助于认识这种明显的差异，我
不妨简略地说一下。１６ 世纪和 １７ 世纪科学家的目的与现代科学家有明显
的不同。牛顿是最突出的例子。在大瘟疫时期他避居于家乡伍尔兹索普，
这一期间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和其他一些定律。大约 ２０ 年之后，在哈雷
的请求下他才重新写出开普勒第一定律的推导，但他没有就此打住，他甚
至也不满意他随后作的演讲《论物体的运动》。不写完全部《原理》他是
不会罢手的：他写这本书的速度和连贯性，在人类思想史上真是无与伦比。
从现有的认识水平来看，牛顿的拼搏在一个方面给人们以启迪，那就是他
并不急于宣布他的发现；他想完成的研究远不止这一个发现，他似乎要把
他的发现放在整个科学领域之中，而且他认为科学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他

有力量建成的整体。在牛顿所处的时代，这种科学观比较普遍，例如开普
勒在给出行星运动定律后，他本可心满意足，但他却决定写一本《新天文
学》。伽利略也是如此，他在作出他的一些伟大发现后并没有停步，他显
然认为他必须写出《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后来，拉普拉斯和拉格朗
日继承了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的这一传统。
当然啦，如果现在一个正常的人还去刻意模仿牛顿、伽利略和开普勒，
别人一定会取笑他，认为他闲着没事干。但是，这些范例表明，以巨大的
视野作为科学的目的在科学史上确实存在过，而现在科学的目的则没有往
日那么宏大。现在的科学目的逐渐转向强调改变科学方向的发现上，这种
改变也许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与伏打、安培、奥斯特和法拉第名字相
联的一些发现，必然先于麦克斯韦的综合；它们各自需要不同类型的努力。
无论如何，强调“发现”的倾向仍在继续，而对在科学发现中如何理解取
得科学成就的主要因素，则进一步突出和强化了这种倾向。用一个简单的
框架把某人的想象综合起来，即使在有限的范围里，也已经失去了价值。
例如，我们不会向爱因斯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发现他的引力定律 ２０
年后，他有没有设想（或感到能够）写一本像《原理》那样的书来阐述广
义相对论。
假如 １６ 世纪和 １７ 世纪的伟大科学家对科学追求的目的在今日仍然通
用，那么艺术家和科学家在创造模式上的差别，也许就不会出现了。这种
看法正确吗？
我还想补充一点，在确定哪些演讲该收进这本集子中时，我与我的妻
子拉莉莎（Ｌａｌｉｔｈａ）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她的鉴别能力和毫不逊色的洞见，
对本书最后定稿起了重要作用。我还应该感谢她对我不断的鼓励。
Ｓ．钱德拉塞卡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１ 科学家 （１９４６）
首先我得承认，让我作为“思维的作用”这个系列讲座的一个撰讲人，
我感到担忧。因为讨论科学家的创造力这样的问题，必然涉及到广阔而又
全面的知识，而我深深感到我在这方面不是行家，可能讲不好。尽管我对
把我作为这个系列讲座中科学家的代表是否合适感到疑虑，但对选择天文
学和天体物理学作为精密科学的代表，我却没有丝毫疑虑。因为在所有精
密科学的学科中，天文学最具综合性。它需要综合各个不同时期的学术成
就，以便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另一方面，在所有科学中天文学占有独特地
位，诺伊格鲍尔（Ｏ．Ｎｅｕｇｅｂａｕｅｒ）①曾经说过：
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以来，天文学是所有古代科学学科中唯一
完整流传下来的分支。当然，在罗马帝国残存的地域内天文学研
究的水平下降了，但天文学理论与实践的传统却从来没有丢失。
相反，印度和阿拉伯的天文学者改进了希腊三角学的笨拙方法，
新的观察结果不断地与托勒密的观察结果加以比较，等等。人们
只有将这种情形与希腊数学的较高分支的完全失落这一情形加
以对比，才能认识到天文学是联系现代学科与古代学科的最直接
环节。的确，只有不断地参考古代的方法和概念后，人们才能理
解哥白尼、第谷·布拉赫和开普勒的著作，但是，我们要想理解
希腊人有关无理数的理论和阿基米德的集合方法，那只有现代科
学家在新发现它们后才可能。
这个系列讲座的发起人要求每个演讲者通过阐述其特性、总结其目的
以及解释其技巧，来说明他所从事的艺术或职业的价值。在我开始讨论这
些问题之前，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并牢牢记住自然科学的总体分类，即将自
然科学分为基础科学和导出科学（ｄｅ－ｒｉｖ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两类。请大家注意，
我没有在“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作出什么区分。对于后者我不
打算讨论，因为我不相信在对科学的应用作刻意追求中，会发现科学的真
正价值。因此我将只讨论通常所说的“理论科学”，我想要大家注意是，
我的分类正是将理论科学分为基础科学和导出科学两部分。尽管无法对基
础科学和导出科学间给出准确或鲜明的分类，但这种分类确实存在着，并
且通过我要枚举的例证，它将表现得越来越清楚。广义地说，我们可以认
为基础科学试图分析物质的终极构成和基本的时空观；而导出科学所关心
的是，利用这些基本概念将自然现象的各个侧面条理化。通过这样的叙述，
有两点是很清楚的：第一，这种分类依赖于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科学所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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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第二，在分析自然现象时，可能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层次。例如，大
量的现象能够从牛顿定律有效的领域中找到直接和自然的解释。然而，其
他类型的一些问题就只能从量子理论中获得答案。既然存在如此不同的分
析层次，那么肯定存在一些判据，利用这些判据，我们就能确定，在什么
情况下哪些定律是适用的，哪些是不适用的。
至于讲到分类本身，我认为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卢瑟福（Ｅ．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
发现α粒子的大角散射。他做的这个实验非常简单。用某种放射性物质发
射出来的高能α粒子轰击一层薄箔时，卢瑟福发现α粒子有时被完全弹了
回来——这种完全弹回的粒子很少，但确确实实存在。在他晚年（１９３６ 年）
回想这种现象时，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难以令人置信的事。”
他还这样描述过他当时的反应：“其难以置信的程度就像用一发 １５■的炮
弹射击一张卫生纸，炮弹反弹回来并击中炮手。”他还写道：
经过仔细思考，我马上意识到这种反方向的散射肯定是出自
某种单一的碰撞。经过计算我发现，除非重建一个原子模型，在
新模型中原子的绝大部分质量都集中在某个很小的核上，否则是
不可能得到这种数量级的散射结果。正是从那时起，我认为原子
有个很小但很重的带电质心。我发现，某一给定角度的散射粒子
数与箔厚成正比，与核电量的平方成正比，与粒子速度的四次方
成反比。这些推论后来被盖革（Ｇｅｉｇｅｒ）和马斯顿（Ｍａｒｓｄｅｎ）
用一系列漂亮的实验证实。
作为所有学科基础的原子核模型就这样产生了。一个唯一的观测和对
此所作的正确解释，竟导致了科学思想的革命，这在科学史上也是无与伦
比的。
我认为，查德威克（Ｊ．Ｃｈａｄｗｉｃｋ）发现中子一事也属同一种情形。人
们现在相信，中子和质子是所有原子核的基本组成成分。
但是我们不能只根据这两个例子就认为，所有有关基础科学的事例只
能在原子物理学的领域中才能找到。事实上，能被称为“基础”定律的首
例起源于天文学，我指的是开普勒（Ｊ．Ｋｅｐｌｅｒ）的发现。开普勒对第谷·布
拉赫（Ｔｙｃｈｏ Ｂｒａｈｅ）的大量观察结果作了长时间和耐心的分析后，终于发
现了行星运动的定律。后来，开普勒定律又导致了牛顿（Ｉ．Ｎｅｗｔｏｎ）著名
的万有引力定律，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两百多年来一直在科学舞台上起主
导作用。过一会我还会回过头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但这个例子
足以说明，只有在万有引力的领域里天文学才能直接引出具有基础性的结
论。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件事实，水星的实际运动轨道与根据牛顿定
律预测的轨道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偏差，该偏差指出了且随后证实了由广义
相对论蕴含的对时空观的根本变革。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了上述“天文起

源”
（即“基础定律首例起源于天文学”——译注）问题。哈勃（Ｅ．Ｐ．Ｈｕｂｂｌｅ）
发现银河系外星云正在远离我们而去，其远离的速度与它们跟银河系的距
离成正比，同样，这一发现颇有可能导致我们基础概念的进一步修改。
我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或许表明了科学的真正价值存在于能直接导
致我称之为“基础”进展的追求之中。事实上，有许多物理学家真的接受
了这种看法。例如，一位很杰出的物理学家曾经对我说，我早就应该是一
个真正的物理学家了。显然，他对于我特别偏爱天文学的事情感到担忧，
同时也想鼓励我。我认为，这种态度代表着一种对于科学的真正价值的误
解，并且，科学史也会对这种态度提出异议。从牛顿时代至本世纪初，整
个动力学和由它演绎出的天体力学都完全是在对牛顿定律的结论作扩充、
完善和计算。哈雷、拉普拉斯、拉格朗日、哈密顿、雅可比、彭加勒——
他们都乐于将他们科学生涯的大部分精力用在这件工作上，也就是说，用
于推广一门导出科学上。对于导出科学的嘲笑，意味着否定了这些人如此
严肃认真追求的价值观。这在我看来，简直是荒谬透顶得不值一提。公正
地说，基础科学和导出科学之间很明确地存在一种互补关系。基本概念的
有效程度，与它们能分析的自然现象的范围大小成正比。如果限制这些概
念的有效范围，我们就会发现其他定律的应用将比我们用过的定律更加普
遍。从这种观点来看，科学永远是一个形成过程，正是在这种共同努力去
分享科学进展的过程中，科学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我想有了以上一些看
法，我就能以一种更正式的方式，叙述我所认为的科学的真正价值，这种
价值也正是一个科学家在他的实际工作中所追寻的。
科学的价值在于对自然的一致性的不断完善的认识之中。事实上，这
仅仅只是意味着这些价值的获得，或大或小地扩大或者等量地限制了人们
关于物质及时空概念的适用范围。换言之，科学家期望在他们的追求中，
能不断地扩大某个基本概念的适用范围。在这样做时，科学家试图发现这
些同一概念是否存在着某些限制，并试图形成范围更宽和适用性更大的概
念。科学家所追求的这些价值，包含在我将讨论的三种不同形式之中，这
三种不同形式的标题是：“基本定律的普适性”、“根据基本定律所作的
预测”和“由基本定律作出的证明。”
我将通过实例分别阐述它们。
基本定律的普适性
通过讲述万有引力定律的普适性，在某种程度上能很好地描绘出引力
定律是如何获得普适性的。
人们早已发现，地球上所有物体均受到一个指向地心的引力作用。然
而这种引力能够影响到多大范围呢？它能影响到月亮那么远的地方吗？牛
顿向自己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且他回答了它们。伽利略已经证明，匀速直

线运动和静止都是物体的自然状态，偏离这种自然状态需要力的作用。假
定月亮不受任何力的作用，它将脱离轨道而沿轨道的瞬时切线方向离去。
如果月亮的运动是由于地球引力形成的，那么这种引力的作用就是把月亮
从瞬时切线方向拉到轨道上运动。由于月亮绕地球转动的周期和距离都是
已知的，所以很容易算出月亮在 １ 秒钟内由切线落下的距离。将这个值与
自由落体的速度比较之后，牛顿发现两者之比为 １∶３６００。又因为月亮到
地心的距离是地球表面上物体到地心距离的 ６０ 倍，这就意味着存在一个与
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力。
牛顿向自己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引力的这种性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
有效。特别是太阳是否也有类似的力使行星作轨道运动，就像地球引力使
月亮作轨道运动一样？这些问题的答案可在开普勒定律找到。牛顿指出：
开普勒第二定律——行星在相同时间内掠过相同面积——意味着存在一有
心力，即指向太阳的一种力；开普勒第一定律——行星轨道为椭圆且以太
阳为椭圆的一个焦点——是引力平方反比定律的一个结论；最后，若同一
定律对各个行星均成立的话，那么，行星运动的周期和距离的关系就在开
普勒第三定律中得到表述。牛顿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阐明他的万有引力定
律，即宇宙中任一粒子对其他任何粒子都有引力作用，其大小与它们之间
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两粒子的质量成正比。应该注意到在这个公式的描
述中用了“宇宙”这个词，这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该公式的重要性在于它的
普适性。
再举一个与观测有关的例子。威廉·赫歇耳（Ｗ．Ｈｅｒｓｃｈｅｌ）根据他对
距离很近的恒星对的研究，于 １８０３ 年宣布：在某些时候恒星对是双星，它
们相互绕着对方旋转。赫歇耳还进一步阐明，它们的表观轨道是椭圆，而
且开普勒面积定律同样可以适用。换言之，这种观察结果使得万有引力定
律的适用范围从太阳系扩展到了遥远的恒星。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得出赫歇
耳的发现，对他同时代人有多么大的影响。
自从牛顿定律公诸于众后，天文学中众多的进展都与牛顿定律在太阳
系运动中的应用有关。牛顿本人就得出了很多的重要结论。这里只讲两个
例子：其一，他正确地解释了海洋的潮汐现象；其二，他还正确地解释了
距他两千多年之前喜帕恰斯（Ｈｉｐｐａｒｃｈｕｓ）就发现了的岁差现象。
将牛顿定律运用到整个太阳系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它耗尽了许多
科学巨匠毕生的精力，如拉格朗日、拉普拉斯、欧拉、亚当斯、德劳雷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希尔（Ｈｉｌｌ）、纽康姆（Ｎｅｗｃｏｍｂ）以及彭加勒等。
我前面已经讲过，用牛顿定律不能完全解释水星的运动。水星实际运
动轨道与牛顿定律计算出来的轨道有小小的偏离，这种偏离体现为一种整
个轨道的缓慢进动，该进动速率比用牛顿定律计算出来的速率要超出一点
点，即一百年只有 ４２ 弧秒。现在，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似乎已经能圆
满地解释水星的这种进动。

现在，牛顿定律仍能有效地运用到天文学众多的领域里。其中最新的
领域是将整个银河系的运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个动力学的新分支
称之为“天体动力学”。其发展极为迅速，有着广阔的前景。下面有几个
地方我还会涉及这一领域。
让我暂时撇开自然界定律普适性的经典例子，来看一个更新颖，在某
种程度上更令人惊讶的例子。核衰变现象（通常叫做“原子裂变”）在近
年来已得到广泛的研究，对于 １９４６ 年的听众来说，这件事毋庸我赘言。利
用研究结果，贝特（Ｈ．Ａ．Ｂｅｔｈｅ）在几年前宣布：涉及碳和氮的某些核衰
变可间接合成由四个质子组成的氮核。他还进一步指出，根据前不久天体
物理学家推导出来的太阳内部的情况，再利用在实验室发现的反应截面，
我们现在能相当满意地解释太阳能的来源——这又是一个许多不同类型的
研究综合起来解释某一现象的辉煌例证。
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１９２６ 年，当费米（Ｅ．Ｆｅｒｍｉ）和狄拉克
（Ｐ．Ａ．Ｍ．Ｄｉｒａｃ）将统计力学定律应用于电子气（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ｇａｓ）时，
他们不得不对这些定律作些修改，并且证明在高密度和（或）低温度的情
形下，经典定律将出现偏差。这种偏差的性质表现在：根据经典定律，压
力正比于密度和温度。若在给定的温度下增加密度，偏差就会逐步表现出
来，即随着密度增加压力迅速增加，并最终变成了只是密度的函数。这种
状态称之为电子气的简并态。这些新的定律在金属学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并且有极大的实用价值。然而这些新定律的最初应用却发生在天体物
理学中。Ｒ．Ｈ．福勒（Ｆｏｗｌｅｒ）利用费米－狄拉克气体定律阐明了类似天狼
星的伴星这种高密度恒星的结构。通常称之为白矮星（ｗｈｉｔｅ ｄｗａｒｆｓ）的
这类高密度恒星，其密度数量级达每立方英■几吨。最特别的例子是几年
前由 Ｇ．Ｐ．克尤帕尔（Ｋｕｉｐｅｒ）所发现的一颗恒星，据估计其密度达每立
方英寸 ６２０ 吨。福勒立刻认识到，在此情形下，根据费米－狄拉克统计学，
电子一定处于简并态。有了福勒的发现，人们才可能算出白矮星的构成成
分。
我个人对于白矮星的结构这个题目比较感兴趣，如果对这个题目我讲
得多了一点，请大家谅解。随着福勒论点的推广，人们很快发现费米—狄
拉克定律需要作进一步修改以便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高密度的白矮星
中必然有相当数量的电子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运动。当考虑到如此高的速度
并作了修正之后，人们就发现高密度星体的质量存在着一个上限。该上限
大约是 １．４ 个太阳质量。该上限出现的原因是若超过该质量就不会存在稳
定的平衡组态。认识到这种质量上限又引起了很多关于星体演变的有趣问
题。超新星现象的出现与此有某种关系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方面的研究我
不能再进一步讨论下去了。我之所以提到这些问题，就是想要大家注意到：
某些基本定律的有效性范围是不断扩大的。
我上面所给出的三个例子，都是讨论同类定律的适用程度。但是，有

时我们将同一类思想应用到各种问题中去，而这些问题乍看起来可能毫不
相关。例如，用于解释溶液中微观胶体粒子运动的基本概念同样可用于解
释星群的运动，认识到这一事实是令人惊奇的。这两种问题的基本一致性
——它具有深远的意义——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令人惊讶的现象之一，
对此我想多讲几句。
“布朗运动”现象是英国植物学家布朗（Ｒ．Ｂｒｏｗｎ）在 １８２７ 年发现的。
当他观察悬浮在水中的微粒（他用的是花粉）时，他发现这些微粒永远不
会静止下来，而是处于一种不停的骚动状态。现在想来似乎可笑，起初这
种不停的运动竟被认为是花粉的生命活动引起的，但是布朗马上就指出这
种解释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是以埃及斯芬克斯石像上取得的细微尘埃，
也具有同样的行为。现在我们知道，布朗运动起源于胶体微粒与他们周围
的液体分子的碰撞。既然最细小的胶体微粒也要比单个的分子重几百万
倍，显然单一的碰撞几乎不会对胶体微粒产生任何影响。但大量碰撞的总
体效应是可观的。令人惊诧的是用于研究布朗运动的同样方法，也适用于
研究像昴星团这样的星群运动。我们可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当星群中的两
颗星擦身而过时，每颗星体运动的方向和量值都发生了变化。由于星体间
的作用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作为单个效应来说星体的运动受到的影响
很小，但同样地由于大量的这类交遇，其累积效应就产生了可观的变化。
很明显，这与布朗运动是类似的，所以星群运动理论能够随着布朗运动理
论的发展而发展。而且，星群运动理论比胶体微粒运动理论更完备地描述
了布朗运动的特征。我还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这种理论的发展，我们才
能在总体上预言星群的演变和宇宙的时间尺度。
根据基本定律所作的预测
现在我要谈到科研的一个侧面，即根据其他证据推出的定律来作预
测，以及对这些预测所作的证实。
我认为，在近代所作的且随后被证实的预测中，最令人瞩目的要算是
哈雷的预言了。１７０５ 年，爱德蒙德·哈雷（Ｅ．Ｈａｌｌｅｙ）向皇家学会作了
《彗星摘要》（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ａｅ Ｃｏｍｅｔｉｃａｅ Ｓｙｎｏｐｓｉｓ）的专题报告。在这份
经典的论文中，哈雷仔细研究了从最早年代甚至牛顿时代有关彗星的各种
记载。接着，根据牛顿原理，哈雷对从公元 １３３７ 年到 １６９８ 年间作过专门
观察的 ２４ 颗彗星进行了抛物线性的计算。这份论文的准确性和完备性可以
说是达到了无可挑剔的程度，对人类知识作出了既有纪念意义又令人回味
无穷的贡献，读起来叫人爱不释手。正是在这篇论文中，哈雷想到了这种
可能性，或者说或然率，即彗星的运动轨迹可能是极扁的椭圆而不是抛物
线。在后一种情况下彗星来自无穷远处，也将归宿于无穷远处。然而，在
前一种情况下，彗星就是太阳系的成员了，经过漫长的若干年，它们将重

新出现。正因为有这种可能性，哈雷才做了大量的计算工作。这样，如果
出现一颗新的彗星，可将它的轨迹与已计算出的轨迹相比较，我们就可能
确定它是否是曾出现过的彗星。哈雷还说，许多迹象使他确信，１５３１ 年的
那颗彗星与 １６０７ 年观察到的彗星以及 １６８２ 年他本人亲自观察过的彗星是
同一颗彗星，他还认为大约在 １４５６ 年看到的那颗彗星也就是这同一颗彗
星。随后他写道：“由此我很有信心地大胆预言，这颗彗星将于 １７５８ 年重
新出现。”这就是彗星中最著名的哈雷彗星的起源。哈雷没能看到这颗彗
星再次出现就去世了，但它确实在哈雷所预言的那一年出现了，并且在此
之后又出现过两次。
预言随后被证实的另一个新近的事例是狄拉克关于正电子的预言。
１９２８ 年，狄拉克灵感突发，写出了一个有关电子的方程。这个方程预言的
许多事情都与实验吻合，但该方程还预言电子应该有负能态——这可真是
前所未闻！然而，狄拉克与以往一样坚信他的方程是正确的，他断定存在
着负能态。为了克服所有电子都坠入负能态并在人们周围产生一个奇妙世
界这样的难题，狄拉克提出了他的设想：在通常情形下，所有的负能态都
被填满了，极少数带有正能量的剩余电子不能进入负能态，通常情况下事
实确实如此。尽管如此，在某些条件下负能态的电子能够被激发到正能态，
这样就产生一个电子并在无限分布的负能态中产生一个空缺，正是这个无
限分布的负能态中的“空穴”会表现得如同一个完全可察觉的正能粒子一
样，不过带正电荷而已。这个空穴就是正电子，狄拉克假设的现象就是电
子对的产生。狄拉克甚至还建立了一套有关这种电子对生成的概率理论。
大约三年后，所有这些预言都得到了证实，这使他更加坚信他的方程是绝
对正确的。
预言被证实这一类情况中，我想讲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例子是爱因
斯坦关于引力场中光线会发生弯曲的预言以及对该预言的证实。在讲述这
个故事时，我要摘录证实预言的主要人物爱丁顿（Ａ．Ｓ．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在一
次演讲中的几段话：
在我的天文学的生涯中，我能想起的最令人激动的事件要算
在 １９１９ 年的日食观察中，证实了爱因斯坦有关光线发生弯曲的
预言。当时的情况是很不寻常的。制定计划虽然开始于战争期间
的 １９１８ 年，但直到出发前 １１ 个小时我们还在怀疑这次考察是否
能成行。但 １９１９ 年的日食太重要了，不能错过这千载良机，因
为这次具有极好的星场——任何之后的考察都不会有这样好的
时机。已故皇家天文学家弗兰克·戴逊（Ｆ．Ｄｙｓｏｎ）爵士在格林
威治组织了两支考察队，一支赴巴西的索布拉尔，另一支赴西非
的普林西比岛（普林西比岛考察队由爱丁顿负责）。显然，要想
在停战之前让仪器制造商制造一些观察用的仪器是不可能的。由

于考察队得于二月份出发，所以准备工作极为仓促。巴西队在日
食那天天气异常好，可惜碰到了一些情况，所以他们的观察结果
几个月后才处理出来，但最后他们还是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我
当时在普林西比岛。日食那天下起雨来，满天乌云，大家都几乎
完全失望了。接近全食时，太阳隐隐地显露出来，我们抱着一线
希望执行了原订计划。一定是日全食结束之前乌云变薄了一点，
因为尽管有许多底片报废了，可我们仍得到了显示出要找的星象
的两张照片。将它们与太阳在别处时同一星场所摄的照片加以比
较，有明显位移，这表明星光在掠过太阳时，光线的确发生了弯
曲。
这个问题有三种可能性：其一，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弯曲现
象，即光线不受引力场的影响；其二，可能存在一种“半弯曲现
象”，即光线受引力场影响服从牛顿定律而发生弯曲；另一可能
是服从爱因斯坦而不是牛顿定律的全弯曲现象。我记得戴逊向已
知道这些主要思想的柯丁罕（Ｃ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解释这一切时说，光
线弯曲得越厉害其结果就越令人激动。柯丁罕问：“如果我们得
到双倍的弯曲会怎么样呢？”戴逊说：“那样的话爱丁顿就会发
疯，你就只好一个人回家了。”
当时就对照片作了测算，这不仅仅是急不可耐，而是怕在回
家途中发生什么不幸。于是对成功的两张照片中的一张立即进行
了检试。结果得到的数值从天文学标准来说已经完全足够了，所
以一张照片实际就可以确证一切了，尽管还会从其他方面寻求进
一步的证实。日食后第三天，当算完最后一个数据时，我意识到
爱因斯坦理论经受住了实践检验，新的科学思想观必将受到广泛
承认。柯丁罕也将不会是独自一人回家的。
由基本定律作出的证明
我现在讲讲科研的第三个特性，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特性介于我已经
讲述的两个特性之间。
１８ 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大主教和他的追随者宣称：太阳、月
亮和星体只不过是“我们头脑中的感知”，探索诸如星体构成之类的问题
毫无意义。但只过了几十年，即在 １８６０ 年基尔霍夫（Ｇ．Ｒ．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
宣布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有关夫琅和费线的化学解释。他指出，夫琅和费线
表明在太阳的大气层中，人们所熟知的一些金属元素以炽热的蒸气形式存
在。从那时起，谈论星体的构成再也不是痴人说梦话的事，而是具有重大
实际意义的问题。
在此后的 ８０ 多年中，人们将实验室和天文观察得到的无数光谱，作出

了几近完备的解释，其时间之短和任务之艰巨，真令人难以置信。有关研
究这些问题的故事组成了科学历史和科学方法中最富于浪漫色彩的章节之
一。当然该章节中的大部分内容都不能脱离五十多年来物理、化学和天文
学的发展史。如果我从这个大领域中挑出两个细节来专门讨论，那并不是
我过于强调它们的重要性或意义，而只是我碰巧对它们特别感兴趣而已。
我想谈及的是氢之后的两个最简单的原子，即带两个电子的原子：氦和负
氢离子。
首先谈谈氦。１８９５ 年 ３ 月之前，人们只知道氦是太阳色球层的一种色
球元素。１８６８ 年 ８ 月，法国天文学家詹森（Ｊａｎｓｅｎ）在日全食中探测到了
氦的存在。詹森观察到的现象是：全食时，当太阳在喷射炽热气体的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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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所获得的色谱中，在众所周知的钠线附近存在着一条波长为5876 A 的

明亮黄线。起初人们认为该线可能是钠引起的。但洛克耶爵士（Ｓｉｒ Ｎｏｒｍａｎ
Ｌｏｃｋｙｅｒ）首先意识到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而且这条新线与当时已知的任
何地球上的元素谱线都不吻合。因此，他断定出现了一种新元素。又因为
该元素是在太阳中探测到的，所以他称之为氦。１８９５ 年，即四分之一世纪
之后，著名的化学家威廉·拉姆赛爵士（Ｓｉ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ａｍ－ｓａｙ）在研究
某些铀矿物产生的气体时，检查了这些气体的谱图。他发现在谱图中有一
明亮黄线正处于上述太阳谱图的氦线位置上。进一步的研究，确认了在两
种情况下的谱线都是同一元素产生的。这样，首先在太阳上探测到的元素
随后在地球上被分离出来了。
负氢离子的故事在某些方面同样引人入胜。由一个质子和两个电子组
成的原子可以自由态存在，这是贝特和海勒拉斯（Ｈｙｌｌｅｒａａｓ）在理论基础
上确认的事。贝特和海勒拉斯依据量子理论计算结果是如此明确肯定，以
至无论是它的稳定性，还是这种原子在适当条件下以自由态存在的能力，
都是不容置疑的。但迄今为止，在实验室中仍未分离出负氢离子。不过威
尔特（Ｗｉｌｄｔ）前几年指出，负氢离子肯定会呈自由态存在，而且大量存在
于太阳大气层中。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能否探测到它呢？”为了
能探测到负氢离子，首先我们必须知道负氢离子吸收光线的方式以及这种
吸收作用在太阳谱图中的表现。确定负氢离子如何吸收光线的理论问题竟
然异常棘手，但是根本的物理学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人们可以相当肯定地
预言，在太阳谱图中可能会观测到这种效应。这些效应的性质是如此清晰
明了，并为观测如此充分地证实，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量子理论预言
肯定存在由一个质子和两个电子组成的这种稳定的原子，很快会得到证
实。
到此为止，我还只讲了科学家在他们的各自专业领域的实践活动中所
作的探索和追求。在本文快结束时我想要谈一下科学家的动机。关于这个
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科学家的动机源于他们有意识地或下意
识地相信他们所作的一切，最终会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舒适，我不同意这

种看法。有人坚称科学家必须总是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工作与时代和社会的
需要相结合，我也不赞成这种推论。有人认为科学家努力工作是因为他们
对追求真理有一种“神圣的激情”或对于解开自然界的“奥秘”有一种“炽
烈的好奇心”，这种看法我也不能接受。我不相信每天沉浸于工作的科学
家，与放弃帝王生活而沉思对人生有意义的伦理和道德价值观的释迦牟尼
之间会有什么共同之处。而且，我认为科学家与马可·波罗也不会有什么
共同之处。
实际上科学家努力工作的具体和现实的原因是他们的那种愿望，即他
们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积极参与科学的进展过程。如果一定要我用一个字
眼来描述激励科学家工作的主要动机。我就用“系统化”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这个字眼。这听起来似乎太平淡无奇，但我认为它揭
示了实质性的东西。从根本上说，科学家试图做的工作就是选择某一领域，
某一方面或某一细节，来检验它们在具有一定形式和连贯性的总体框架中
是否占有适当的位置；如果它们的位置不当，科学家的工作就是作进一步
的探索以使它们占有适当位置。这种说法也许有点晦涩难懂，尤其是使用
了“适当”、“总体框架”、“形式”和“连贯性”等字眼。我承认要定
义这些字眼就如同要到艺术中定义美一样，但对那些熟悉自己研究课题的
人来说，认识和欣赏这些术语并不困难。我不妨试着用两个简短的例子说
明我的意思。
１８９６ 年，亨利·贝克勒尔（Ｈｅｎｒｙ Ｂｅｃｑｕｅｒｅｌ）发现了放射性现象。
关于放射性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内容是：有三种放射性系；当发生放
射性衰变时会发射出一到三种不同的射线；放射性位移具有某种规律；存
在着同位素和等量异位素；原子的自发衰变涉及到新奇的理论，等等。可
以想象，对于那些对上述事情一窍不通的人们来说，放射性现象是多么的
复杂和变化多端。然而，１９０４ 年卢瑟福的《放射性》（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一书的第一版问世时，放射性现象的实质性问题就被揭示出来了。这个问
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系统化地研究了能量、秩序和完备性——这
些都是再举一个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２０ 年代中，物理学家承担了揭
开复合原子光谱之谜的极为浩繁的任务，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做到了我所说
的“系统化”，就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２０ 年代末确定的量子理论原理也
是依这种方式才建立的。这个系列讲座的主办人曾明确表示过，希望每个
演讲人讲讲自己的经历，因此我也不妨谈谈我所采取的工作方法。我的工
作方法一直是：首先了解一个课题的已知情况，然后检查这些情况是否符
合一般人们会关心的严谨性、逻辑条理和完备性的标准；如果不符合这些
标准，就着手使之符合。在已有的学术成就上系统化，一直就是我的动机。
我敢大胆地说，这的确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只有这样
才能正常地进行科学研究，才能获得真正的科学价值。
我恐怕没有多少时间来讨论科学工作的另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即科学

的集体合作性。在此，我只摘录卢瑟福的一段话：
任何个人要想突然作出惊人的发现，这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
规律的。科学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发展，每个人都要依赖前人
的工作。当你听说一个突然的，意想不到的发现——仿佛晴天霹
雳——时，你永远可以确信，它总是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
所导致的，正是因为有这种相互影响才使科学的进展存在着巨大
的可能性。科学家并不依赖于某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依赖于千万
人的集体智慧，千万人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每一个人尽他自己的
一份力量，知识的大厦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
这就是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我甚至认为是最伟大的物理学
家——的看法。因此，大家可以理解到为什么科学家往往是国际主义者，
为什么科学家现在对科学自由的可能限制极为忧虑。
最后，也许有人会问：“科学家的生活有什么价值呢？”哈代
（Ｇ．Ｈ．Ｈａｒｄｙ）这样回答这个问题：“（他）给知识增添了一些东西，同
时又帮助他人给知识增添了更多的东西：“这些东西的价值与伟大的科学
家们创造的价值相比，或者与那些身后留下了某种纪念的或大或小的艺术
家们创造的价值相比，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性质上的不同。”

２

科学的追求及其动机（１９８５）

正如每个科学家的嗜好、气质以及对科学的态度是千差万别的一样，
每个科学家追求科学的动机和涉及到的范围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科
学的追求及其动机”是个很难讨论的题目。除此之外，在科学家的整个一
生中，他们的动机很容易发生巨大的变化，的确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衡量
标准。
我限定自己只反映以前的一些伟大科学家的生活与成就。要反映这些
伟人的动机和态度，会受到在交流过程中语义上的严重困难，这种困难体
现在：语言上所通行的词和惯用语，有各种不同的评论与判断。实际上，
当谈到他人时，人们应该很好地注意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说《除夕之夜》里，
通过英沙诺夫向人们提出的警告：
我们正在谈论别人，为什么要牵涉到自己？
为了从一个恰当的角度开始我的论述，我将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期马
约拉纳（Ｍａｊｏｒａｎａ）与费米（Ｆｅｒｍｉ）的谈话开始。当时他俩都只有二十几
岁，他们的谈话是一个当时在场的人告诉我的：
马约拉纳：每隔 ５００ 年才有一个类似阿基米德或牛顿这样的
科学家出现，而每隔 １００ 年就有 １ 至 ２ 个类似爱因斯坦和玻尔这
样的科学家出现。
费米：那我将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呢？
马约拉纳：理智一点，费米，我并没有谈到你我，我们谈的
只是爱因斯坦与玻尔。
Ｉ
当谈论到促使人们追求科学的动机时，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开普勒。开
普勒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处在一个科学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伟大时期，这时科
学正在摆脱笼罩在它身上的教条，为日后牛顿的发现铺平了道路。开普勒
不迷信前人的成就，提出了一些包括哥白尼在内的一些伟人所没有提出的
问题。开普勒关于行星运动的理论，完全不同于以前所提出的假说；他的
关于行星运动的轨道“是椭圆”的断言，更超越了他前人所做的各种各样
的改进。在有关行星运动的分析中，开普勒并不偏重于各种几何问题，相
反，他提出了以下一些问题：“行星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像哥白
尼的假说所指出的那样，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那这一事实就应该能够由
行星本身的运动和轨道辨别出来。”这些都是物理问题，而不像以前所设
想的那样，都是几何构造的问题。
尽管开普勒解决行星运动等问题的方法，完全不同于他以前的任何

人，但他的工作仍然是从对观察结果进行仔细分析后得出一般结论的方
法，而且是这种方法的一个杰出的例子。他的分析过程漫长并且极其艰辛：
他在 ２０ 多年的时间里，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目标。如
果用呕心沥血这个词来形容他的努力，也是丝毫不过分的。
开普勒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仔细研究火星轨道是研究行星运动的关
键，因为火星的运动轨道偏离圆轨道最远，它使得哥白尼的理论显出了严
重的缺陷。开普勒还认识到，对第谷·布拉赫准确的观察资料进行分析是
整个问题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开普勒曾经写道：
我们应该仔细倾听第谷的意见。他花了 ３５ 年的时间全心全
意地进行观察……我完全信赖他，只有他才能向我解释行星轨道
的排列顺序。〔１〕
第谷掌握了最好的观察资料，这就如他掌握了建设一座大厦
的物质基础一样。〔２〕
我认为，正当朗高蒙太努斯（Ｌｏｎｇｏｍｏｎｔａ－ｎｕｓ）①全神贯注
研究火星问题时，我能来到第谷身边，这是“神的意旨”，我这
样说是因为仅凭火星就能使我们揭示天体的奥秘，而这奥秘由别
的行星是永远揭示不了的……。〔３〕
实际上，开普勒曾千方百计想获得他梦寐以求的第谷的观察资料。如
果说他犯了偷窃罪，似乎也并不夸张，因为他自己就曾经承认：“我承认，
当第谷死的时候，我正是利用了没有或缺乏继承人这样的有利条件，使第
谷的资料由我照管，或许可以说霸占了观察资料。”〔４〕他自己又解释道：
“争吵的原因在于布拉赫家族有怀疑的天性和恶劣的态度；另一方面，也
在于我自己有脾气暴躁和喜欢挖苦人的毛病。必须承认，滕纳格尔
（Ｔｅｎｇｎａｇｅｌ）有充分的理由来怀疑我。我已占有了观察资料并且拒绝把它
们交给继承人。”〔５〕
得到了第谷的观察资料以后，开普勒不断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如果太阳确实是行星运动的起源和原因，那么这一事实在行星自身运动
中如何体现出来？”他注意到，火星的运动在近日点比在远日点要快些，
并且“想起了阿基米德”，于是，他用矢径（连接太阳和火星瞬时位置的
矢量）的方法，算出了沿轨道运动的面积。开普勒写道：
当我认识到，在运动的轨道上有着无数个点以及相应产生了
无数个离太阳的距离，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运动轨道的面积包
括了这些距离的和。因为我回忆起阿基米德用同样的方法，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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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助手——译者注。

面积分解成无数个三角形。”〔６〕
这就是开普勒于 １６０３ 年 ７ 月发现面积定律的经过。牛顿把它称为开普
勒三大定律的第二定律。从此以后，人们都这样称呼面积定律。开普勒用
了 ５ 年多的时间才建立起这个定律；其实，早在 １５９６ 年他发表《宇宙的奥
秘》这本书之前，他就在探求这一规律，那时他用的方法是把五个规则的
多面体与当时已知的 ６ 个行星联系起来。
面积定律能够确定轨道上各点的速度的变化，但不能确定轨道的形
状。在他得出面积定律的最终表述的前一年，开普勒实际上就摒弃了行星
运动轨道是圆的假说。１６０２ 年 １０ 月他曾写道：“行星轨道不是圆。这一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有两边朝里面弯，而相对的另两边朝外伸延。这样
的曲线形状为卵形。行星的轨道不是圆，而是卵形。”〔７〕
在作出火星轨道是卵形这一结论之后，开普勒又花了 ３ 年时间才确定
它的轨道实际上是椭圆，当这一结论确立时，他写道：
为什么我要在措词上作文章呢？因为我曾拒绝并抛弃的大
自然的真理，重新以另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从后门悄悄地返
回。也就是说，我没有考虑以前的方程，而只专注于对椭圆的研
究，并确认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说。然而，这两种假设实际上
就是同一个，在下一章我将证明这一点。我不断地思考和探求
着，直至我几乎发疯，所有这些对我来说只是为了找出一个合理
的解释，为什么行星更偏爱椭圆轨道……噢，我曾经是多么的迟
钝啊！〔８〕
开普勒用了 １０ 年多的时间才发现了他的第三定律，即任何两个行星公
转周期的平方与他们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立方成正比。１６１８ 年，开普勒在
他的《宇宙的和谐》一书中表述了这个定律。下面就是开普勒自己对发现
这个定律的描述：
准确地说，就是在 １６１８ 年 ３ 月 ８ 日这天，这一结论显现于
我的脑海中。但不幸的是，当我试图用计算来证实它的时候，我
又以为它是错误的，因而我抛弃了它。５ 月 １５ 日，这个念头终
于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并且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使我豁然开朗。
它与我 １７ 年来对第谷观察资料进行分析所得出的数据吻合得如
此之好，以致刚开始的瞬间，我感到我好像在梦幻之中。〔９〕
至此，开普勒呕心沥血的漫长而艰辛的追求，终于结束了。
在他的第一本书《宇宙的奥秘》中，开普勒就说过：“但愿我们能够

活着看到这两种图像能够相互吻合。”〔１０〕２２ 年后，当他发现了他的第三
定律，从而使得他的梦想得以实现时，开普勒在《宇宙的奥秘》再版中加
进了这样的注释：“２２ 年后，我们终于活着看到了这一天，并为此感到欢
欣鼓舞，至少我是如此；并且我相信梅斯特林（Ｍａｅｓｔｌｉｎ）及其他人将分
享我的快乐！”〔１１〕
Ⅱ
布诺特（ＭａｘＢｒｏｄ）——一个以出版卡夫卡（ＦｒａｎｚＫａｆｋａ）生前之作而
闻名的捷克作者——在他的小说《第谷·布拉赫的赎罪》中，描述和比较
了第谷·布拉赫与开普勒的性格特点。尽管布诺特的小说很大程度上与历
史事实不符，但他有关开普勒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科学家的看法，仍是值
得摘录的。
开普勒使第谷对他充满了敬畏之情。开普勒的全心全意致力
于实验工作、完全不理会叽叽嚓嚓的谄言的宁静心理，在第谷看
来，就几乎是一种超人的品质。这儿有点不可理喻的地方，即似
乎缺乏某种情感，有如极地严寒中的气息……〔１２〕
一个实践的科学家能像布诺特描述的开普勒那样，这么宁静与不露情
感？〔１３〕
开普勒追求科学的最显著特点是专注于他自己的探求。用雪莱的话来
说：“他是一个极为独特的人物。”但是，如果别人也像开普勒那样始终
如一，专心致志地追求，他们能否也像开普勒那样成功呢？
首先，以迈克尔逊（ＡｌｂｅｒｔＭｅｃｈｅｌｓｏｎ）为例。在他的一生中，他主要
是追求一种测量光速的更准确的方法。他的这种兴趣几乎是出自偶然。当
他在美国海军科学院任讲师时，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要他准备几篇有关光
速的演讲稿。这是 １８７８ 年的事，它导致 １８８０ 年迈克尔逊第一次测定了光
速。５０ 年后的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 ７ 日，也就是他临死前两天，他着手口述一篇
有关他最后观察结果的论文，这篇论文于他死后发表了。由于迈克尔逊的
工作，人们对光速的精度从 ３×１０－３ 提高到 ３×１０－４ ，也就是说提高了 １０
倍。然而到了 １９７３ 年，其准确性改进到 １０－１０ ，这一测量精度今后是不会
被超过的。
那么，能够说迈克尔逊 ５０ 多年的努力都白费了吗？我们暂时撇开这个
问题。人们应该注意到在迈克尔逊漫长的工作生涯中，他的许多发明都与
他热衷于研究“光波及其应用”有关。例如，因为他研制出了干涉仪，致
使他首次直接测定了一颗恒星的直径。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至于在爱因
斯坦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公式中起作用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它不可否认
地改变了人们对时空观的认识，那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了。奇怪的
是迈克尔逊自己，他从来没有对他实验的这一结果表示出一丝快乐。实际

上，有记载说，当爱因斯坦于 １９３１ 年 ４ 月拜访迈克尔逊时，迈克尔逊夫人
认为有必要私下告诫爱因斯坦：“请不要和他谈以太。”〔１４〕第二个例子
是爱丁顿。在他后半生中，他花了 １６ 年多的时间来完善他的“基本理论”。
他本人对于他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有什么看法呢？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
曾说道：“过去的 １６ 年中，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理论的正确性。”〔１５〕
虽然他自己这么说，但他的工作对此后的发展，没有留下任何印迹。
单一的对象和唯一的目标，是科学追求的明智之举吗？
ＩＶ
开普勒的成功事例有力地说明，坚持不懈的努力能导致伟大的且具有
开创性的发现。与此同时，很多事例表明许多了不起的想法几乎是自发地
产生的。例如，狄拉克曾经写道：“有关泊松括号与电子的相对论性波动
方程的研究工作，有些想法‘突然闪现于我脑海中，我不能够很明确地说
清楚这种想法到底是如何出现的，但我感到这种工作是一种‘太容易获得
的成功’。”〔１６〕
这一事实，即狄拉克认为他的泊松括号和电子的相对论性波动方程的
潜意识的想法是偶然产生的，说明那些有过重大发明的人似乎都想回忆起
并珍惜他们取得成就的特殊时刻。狄拉克并非唯一的例子。爱因斯坦就曾
这样写道：
“１９０７ 年，当时我正在写一篇有关狭义相对论综合性论文，……
突然，我的一生中最得意的想法闪现出来了……即‘对于一个从屋顶自由
下落的观测者’（至少在他周围很近的地方）存在着一个非引力场。”〔１７〕
这种“得意的想法”，我们都知道，后来隐含在他的等价原理之中，这个
原理也是他后来的广义相对论的基础。
具有同样往事的例子是费米。我曾经就阿达玛（Ｈａｄａｍａｒｄ）在《数学
领域中的发现心理学》所提出的设想问费米，什么是物理学领域的发现心
理。费米回忆了他发现慢中子引起放射性作用的那一时刻。当时他是这样
说的：
我来告诉你我是如何取得我认为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发
现。我们当时正努力地研究着中子的感生放射性，但所得到的结
果毫无意义。一天，当我来到实验室时，突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
我应该检验检验在入射中子前放一块铅所引起的结果。这一次我
特别有耐心，我尽力使铅块安放准确，这与我通常习惯大不相
同。很显然，我对某些事情感到不满意，我千方百计找理由拖延
在这个位置放上铅块。最后，当我勉勉强强要放上铅块时，我对
自己说：“不，我不应该在这个位置放上铅块，我想我应该放上
一块石蜡。”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没有任何事先的预告，没有
任何有意识的判断。我马上找来一块奇形怪状的石蜡，把它放在
本应该是放铅块的位置上。〔１８〕

也许在这方面的一个最动人的故事是海森堡所讲述的有关量子力学的
规律突然闪现在他脑海中的时刻。
……一天晚上，我就要确定能量表中的各项，也就是我们今
天所说的能量矩阵，用的是现在人们可能会认为是很笨拙的计算
方法。计算出来的第一项与能量守恒原理相当吻合，我很兴奋，
而后我犯了很多的计算错误。终于，当最后一个计算结果出现在
我面前时，已是凌晨 ３ 点了。所有各项均能满足能量守恒原理，
于是，我不再怀疑我所计算的那种量子力学具有数学上的连贯性
与一致性。刚开始，我很惊讶。我感到，透过原子现象的外表，
我看到了异常美丽的内部结构，当想到大自然如此慷慨地将珍贵
的数学结构展现在我眼前时，我几乎陶醉了。我太兴奋了，以致
不能入睡。天刚朦朦亮，我就来到这个岛的南端，以前我一直向
往着在这里爬上一块突出于大海之中的岩石。我现在没有任何困
难就攀登上去了，并在等待着太阳的升起。〔１９〕
我们不难理解，在这一特殊时刻海森堡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我们大
家都知道，当时困扰着“旧”的玻尔－索末菲量子理论，有很多困难和佯谬。
我们也都知道，长期以来，海森堡与索末菲、玻尔、泡利等人对这些难点
和佯谬一直感到困惑不解。当时，海森堡与克拉默斯（Ｋｒａｍｅｒｓ）一起已发
表了有关色散理论的论文——在很多方面，这个理论是以后发展的先导。
大约 ３０ 年后，在他经历了战争的悲伤以及战后的失望、彷徨之后，海
森堡提出并阐述了基本粒子理论的思想，对此，我们的反映是什么呢？海
森堡夫人在她所写的一本有关她丈夫的一本书中写道：“在一个月光皎洁
的夜晚，我们漫步于海因山，他完全被他所看到的幻觉所吸引，一路上，
他试图向我解释他的最新发现。他谈到对称性的奇妙之处在于可以把它看
作万物的原型；他还谈到和谐、简朴的美以及它的内在的真实性。”〔２０〕
她摘录了一段当时海森堡写给他姐姐的一封信：
实际上，过去的几周对我来说是非常激动的时刻。也许通过
类比我能将我所经历的事情很好地描述出来。即在过去的 ５ 年
中，我费尽心力试图沿一条至今仍不清楚的道路攀登原子理论的
顶峰。现在这座顶峰就在我面前，有关原子理论的全部纵横关
系，突然地并且清晰地展现于我眼前。这些纵横关系凭借其数学
的抽象性以一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方式呈现出来，它是一种我
们只能谦恭接受下来的礼物。即便是柏拉图也可能不相信它们是
如此之美。因为这些纵横关系不可能被发明，他们从开天辟地以

来就一直存在。〔２１〕
你们也许注意到了，大约 ３０ 年前，在他的有关发现量子力学的基本原
理的描述中，他使用了异乎寻常的相似语言和术语。但是，对于他的基本
粒子的见解，我们能像海森堡一样，用相同的方式看待吗？对于量子力学，
他的思想立即获得承认；相反，他有关粒子物理学的思想，却遭到了反对
和驳斥，即使长期与他讨论问题的老朋友泡利也不例外。但是读读海森堡
夫人在她的传记的结尾写的一段话，是很令人感动的。
带着一种自信的微笑，他曾对我说：“我是足够幸运的，当
亲爱的上帝还在工作时，我能越过他的肩膀瞧了一下。”对他来
说，那就够了，完全够了。这给了他巨大的喜悦和勇气，使他能
镇定自如地对付他在这个世上一再遭到的敌意和误解，并且不致
于误入歧途。〔２２〕
Ⅴ
汤川秀树（Ｈｉｄｅｋｉ Ｙｕｋａｗａ）在 ５０ 多岁时写了一本自传《漫游者》。
在这本书中，汤川秀树提出了一个伟大发现对它的发现者所产生影响的另
一侧面。人们习惯于这样想：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一个很富有而且成果累
累的人，以他的一生为素材的自传《漫游者》，应该是对他整个一生的叙
述。但是汤川秀树的“漫游”只讲到他的伟大发现论文的发表为止。他以
忧郁的笔调写到他那伟大的发现：“我再也不想写除此之外的东西了。因
为，对我来说，我不懈学习的那些日子是值得留恋的；另一方面，当我想
到我的学习时间逐渐被其他事情占有了时，我感到伤心。”〔２３〕
尽管我们所有的人能够分享科学巨匠的发现的喜悦，但我们可能对很
多、很多不太敏锐、运气不佳的人所珍爱和认为值得回忆的东西感到困惑。
他们是否像贝克特（Ｓａｍｕｅｌ Ｂａｃｋｅｔｔ）的剧作中的人物符拉基米尔和埃斯
特拉冈一样，在等待着戈多呢？也许他们会用弥尔顿（Ｍｉｌｔｏｎ）的“就是
站着等也是值得的”这句话，来自我安慰？
Ⅵ
我现在讲一讲称赞和同意对一个人追求科学的作用。华兹华斯
（Ｗｏｒｄｓｗｏｒｔｈ）描述牛顿所讲的“一个人独自航行在陌生的智力海洋”情
形，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的。
我指的是爱丁顿孤独地探求他的基本理论这一事情。尽管他自己对于
他的理论的正确性深信不疑，但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著作漠不关心使他感到
很灰心。这种灰心，在他死前几个月给丁戈（Ｄｉｎｇｌｅ）的一封悲怆的信中
表露无遗：

我不断地试图发现为什么这个程序竟使人们感到深奥晦
涩。但我要指出的是，尽管爱因斯坦的理论被认为是深奥晦涩，
但是成百上千的人认为把这种理论解释清楚是有必要的。我不相
信我的理论比狄拉克的理论更深奥晦涩。但是对于爱因斯坦和狄
拉克，人们认为揭示这种深奥晦涩是值得的。我相信，当人们不
得不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的时候，他们将完全理解我——到那
时，“把爱丁顿的理论解释清楚”将变得很时髦。〔２４〕
当同时代的人用尖刻的、猛烈的批评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时，它能产
生一种悲剧性的结果。例如：奥斯特瓦尔德和马赫的强烈批评，使玻耳兹
曼深感失望，以致他最后自杀了。他的孙子费莱姆（Ｆｌａｍｍ）曾写道：“他
是他的思想的殉道者。”又如，点集合和无穷阶等现代理论的创始人乔治·康
托尔（Ｇｅｏｒｇ Ｃａｎｔｏｒ），因为他的老师利奥波德·克罗内克（ＬｅｏＰｅｌｄ
Ｋｒｏｎｅｃｋｅｒ）痛恨并敌视他以及他的理论，结果康托尔精神失常。事实上，
他的晚年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的。
Ⅶ
一种完全不同于以上所讲述的例子是卢瑟福。
我们先回想一下他的经历。１８９７ 年，他引入了一种新的命名方式，将
放射性辐射分解成α粒子、β射线和γ射线。１９０２ 年，他将放射性衰变的
规律公式化——在物理学中首次用概率和不确定性等术语来表达物理公
式，而且也是量子力学概率表述的先驱，这种概率表述在 ２５ 年后已变得非
常普遍。１９０５ 年至 １９０７ 年间，他和索迪一起，系统地阐述了放射性衰变
位移的规律，并确定了α粒子就是氦核；和波特伍德一起，他创立了用放
射性来确定岩石和矿物的年代的方法。１９０９ 年至 １９１０ 年，这一时期出现
了盖革和马斯顿实验，这一实验发现了α粒子的大角散射，接着卢瑟福系
统地阐述了散射规律并提出了原子构造的有核模型。接着，在 １９１７ 年，他
又首次在实验室中完成了原子嬗变的实验：即用α射线轰击 Ｎ１４ ，使之变成
Ｏ１７ 和一个质子。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他明确了α射线和γ射线光谱间的相互
关系。１９３２ 年，福勒称之为“创造奇迹的一年”，考克饶夫和瓦尔顿发现
了用人工衰变的方法将 Ｌｉ７ 转变为两个α粒子；布莱克特在宇宙射线表中
发现了正电子；以及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创造这些“奇迹”的人都在剑
桥的卢瑟福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中工作。１９３３ 年，和奥利芬特一起卢瑟福发
现了 Ｈ３ 和 Ｈｅ３ 。
卢瑟福对他自己的发现的态度，在一次答复别人的话中，表示得很清
楚。有一次，当他有一项重大发现时，别人说道：“卢瑟福，你总是处在
事业的波峰之上。”卢瑟福答复说：
“我自己创造了这个波，难道不是吗？”
不知道为什么，从卢瑟福的有利条件来看，似乎他所说的任何话都是正确
的，甚至包括下面一句话，有人问他，他是否鼓励他的学生学习相对论时，

他回答说：“我不会让我的孩子们浪费他们的时间。”如果世上真有快乐
的战士的话，那么卢瑟福就是其中的一个。
Ⅷ
到现在为止，我已通过列举一些科学巨匠的生活中的事件，来描述他
们对科学追求的各个侧面。现在我回过来讲一些更一般的例子。同样，我
从一个实例开始。在迈克尔逊晚年，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花这么多时间去
测量光速。据说他的回答是：“它太有趣了。”不可否认，在对科学的追
求中，“有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有趣”这个词并不意味着缺乏严
肃。确实，在《简明牛津字典》中，“有趣”（ｆｕｎ）被解释成“滑稽举动”
（ｄｒｏｌｌｅｒｙ）。但是我们能够肯定，当迈克尔逊把他生活的主要兴趣描述
成“有趣”时，绝对没有那样的含义。然而，我们赋予迈克尔逊所用的“有
趣”这个词的准确含义又是什么呢？更一般地说，愉悦和乐趣的作用是什
么呢？
尽管愉悦和乐趣经常被用来描述一个人在科学中的奋斗结果，但失
败、挫折及绝望起码也是追求科学的人常常碰到的事。毫无疑问，克服了
困难，将会给人带来最终成功的快乐。那么，失败纯粹是科学追求中一个
否定的方面吗？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期和末期，随着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的建立，物
理学有了迅猛的发展。狄拉克对这种发展的描述是：
将它描述成一种游戏（ｇａｍｅ），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这种
说法是很恰当的。无论什么时候，某人解决了一个小问题，他都
能就此写一篇论文。当时，对于一个二流的物理学家来说，很容
〔２５〕
易做出一流的工作。此后，再也没有一个如此辉煌的时代了。
Ｊ．Ｊ．汤姆逊在威斯特敏斯大教堂为纪念瑞利勋爵所作的讲话，是颇
值得注意的。他说：
有一些科学巨匠的魁力在于他们对一个课题首先作出了说
明，在于他们提出了以后被证明是很有成效的新思想。还有一些
科学巨匠的魅力也许在于他们完善了某一课题，使它变得具有连
贯性和明确性。我认为瑞利勋爵属于第二类。〔２６〕
Ｊ．Ｊ．汤姆逊的这种评论有时被认为是一语双关。但是人们可以得出
这样的结论：瑞利在气质上更愿意致力于艰难的问题，而不满足于做狄拉
克所说的“第二流的物理学家能做出第一流的工作”的物理学“辉煌时代”
的游戏。
上述有关瑞利气质的结论，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当一个科学家已取

得名望之后，他继续追求科学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些原因在多大程度上带
有个人的动机呢？在多大程度上与美学标准（如秩序和图案、形式和内容
的直觉感受）有关联呢？美学标准和个人动机是相互排斥的吗？责任感起
作用吗？我所说的责任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某人对他的学生、同事及他
的社会所承担的责任，而是说对科学本身的责任。那么，为科学而追求科
学时，责任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呢？
让我最后再讲讲另一侧面。哈代在结束《一个数学家的辩解》这篇文
章时，用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我一生的经历，或者说与我有相同经历的任何数学家的一生
经历是：我给知识增添了一些东西，同时又帮助他人给知识增添
了更多的东西；这些东西的价值与伟大数学家们的创造性价值相
比，或者与那些在身后留下了某种纪念的或大或小的艺术家们的
创造性价值相比，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性质上的不同。〔２７〕
哈代的叙述是针对数学家而言的，但它同样适于所有的科学家。我希
望你们特别注意他所指的给后人留下一些纪念，正是后人能够据以作出判
断的东西。那么，后人的判断——科学家本人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东西——
在多大程度上也是科学家追求科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动机呢？
Ⅸ
对科学的追求常被比喻成攀登一座很高但又不是高不可攀的山峰。我
们当中有谁能够奢望（即使是在想象中），在一个天气晴朗无风的日子里
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并达到它的顶点，在宁静的空中，纵览那在雪中白得耀
眼的一望无涯的喜马拉雅山脉呢？任何人都不可能希望看到自然界和宇宙
的上述情景。但是，仅仅站在峡谷的底端等待着太阳越过干城章嘉峰，也
未免太俗不可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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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诺拉和爱德华·赖森讲座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不
同的创造模式（１９７５）

对弥尔顿（Ｍｉｔｉｏｎ）的贬抑性批评，艾略特（Ｔ．Ｓ．Ｅｌｉｏｔ）曾这样说，
“只有他那个时代最有才能的诗人的裁决”才能令他折服。十年以后，也
许是因为情绪比较好，他补充道：“在文学评论领域内，学者和作家应该
相互取长补短。如果作家多少有点学问，他的批评肯定会更好；如果学者
多少能体验到遣词造句之困难，那么他的批评也肯定会更妙。”按照同样
的标准，任何入如果敢于大胆地探索艺术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的不同创造
模式，那么他一定是一个艺术领域及科学领域的实干家，同时也一定是一
个学者。若仅仅是科学领域或艺术领域的工作者，那是不够的。我是一个
在自然科学的某个小巷里独自游荡的流浪汉，对周围世界知之不多，但竟
然向自己提出了一个包括艺术和科学的问题，这肯定使我力不从心，因此，
首先我请求你们要有耐心。
考虑到各人的兴趣、气质、悟性的千差万别，我们会问：我们能够辨
别艺术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创造模式的主要差异吗？我想，这个问题可以
用下述方法探讨：首先，考察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的创造模式，他们
在各自的领域内都达到了人类成就的顶峰，这是举世公认的，然后从这些
成就辉煌的创造模式的异同中，寻求对个别情况行之有效的更普遍的结
论。
Ｉ
我先从莎士比亚谈起。
同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代所有人受的教育一样，莎士比亚受的教育很
少。虽然这些教育使莎士比亚感到心满意足，但是莎士比亚从来没有信服
过他学到的知识。下面两段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死啃书本，终无所获，
引经据典，吓唬别人。
或：
噢，学问，鬼才知道是什么玩意！
虽然如此，１５８７ 年，当 ２３ 岁的莎士比亚到达伦敦时，他没有像洛奇、
基德那样的有利的社会背景；也没有皮尔、李里、格林、马洛、纳什①在牛

①

洛奇（T．Lodge，1558—1625），英国诗人及剧作家；基德（T．Kyd,1558—1594），英国剧作家；皮

尔（G．Peele，1558？—1597？），英国剧作家；李里（J．Lyly，1554—16O6），英国作家；马洛（C．Marlowe，
1564—1593）英国剧作家；格林（R．Greene，1560—1592）英国剧作家；纳什（T．Nashe，1567—1601），
英国讽刺作家，剧作家及小说家——译者注。

津或剑桥大学镀金多年的优势。无庸置疑，莎士比亚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
的短处和不足，于是他只有通过各种渠道阅读和吸收知识来弥补自己的不
足。霍林斯赫德（Ｈｏｌｉｎｓｈｅｄ）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历史》第二次
修订本的出版，对莎士比亚来说正是时候，这鼓舞他去创作即将问世的历
史剧。
到 １５９２ 年时，莎士比亚已写成了《亨利四世》的三个部分和他的早期
喜剧：《错误的喜剧》、《爱的徒劳》和《维洛那二绅士》。那年，这些
剧本的成功遭到了罗伯特（Ｒｏｂｅｒｔ）、格林的恶毒攻击。格林比莎士比亚
大 ６ 岁，那时他已是伦敦文学领域内几个显赫的人物之一。格林的攻击之
作是他死后才出版的。他死得太早了一点，死因是由于一次致命的晚宴，
据说是由于“莱茵酒和腌鲱鱼”。他死后，他的文章是他“留下的一颗定
时炸弹”。攻击之词中有这样一段：
有一只突然飞黄腾达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饰打扮起来，
他的“演员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虎狼之心”，他自认为像你们中
的佼佼者一样，可以挥笔写出无韵诗。他是个地道的“打杂儿”，
却妄自认为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全才”。
格林的攻击清楚地表明，他把莎士比亚看成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入侵
者。莎士比亚没有大学学历，因此他不属于贵族圈子里的人。
尽管早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对莎士比亚来说，他仍然只是一个演员
和一个写剧本的人而已，又因为瘟疫时常发生，伦敦的剧院也因此经常关
闭，生活充满着不安定。但从 １５９０ 年起，情况大为改观，莎士比亚找到了
一个庇护人，一个朋友，还得到了爱。
莎士比亚的庇护人是年轻的南安普敦伯爵（ Ｅａｒｌ ｏｆＳｏｕｔｈ－
ａｍｐｔｏｎ），他在 １５９１ 年才成为成年人。随后的 ４ 年中，莎士比亚对南安普
敦的强烈感情，对于他的艺术发展和为他所展现的机会是有决定性意义
的。莎士比亚的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爆发出空前的创造力。除上面提到
的剧本外，他还写了《威尼斯商人》、《驯悍记》和《理查三世》。献给
南安普敦伯爵的两首精采的叙事诗《维纳斯与阿都尼》、《鲁克丽丝受辱
记》，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在 １５９２ 年到 １５９５ 年间，莎士比亚写了许多十四行诗，作为对南安普
敦伯爵保护之恩的报答。《十四行诗》比他的其他作品，更具有自传性质，
它们使我们得以明白莎士比亚对自己和对他的艺术的态度；同时也可以让
人们看出，他依赖南安普敦的友谊和庇护的程度。
莎士比亚和南安普敦友谊的历程并不平坦，这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地
位存在着差异——一个是诗人，一个是贵族庇护人；此外，还有莎士比亚
的情人——十四行诗中的“黑女人”引起的纠葛，她撇开了莎士比亚，转

向了容易动情的伯爵。在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倾泻了他强烈而真挚的感
情：
当我受尽命运和人们的白眼，
暗暗地哀悼自己的身世飘零，
徒用呼吁去干扰聋聩的昊天，
顾盼着身影，诅咒自己的生辰。（２９）①
为抵抗那一天，要是终有那一天，
当我看见你对我的缺点蹙额，
当你的爱已花完最后一文钱，
被周详的顾虑催去清算账目；
为抵抗那一天，当你像生客走过，
不用那太阳——你眼睛——向我致候，
当爱情已改变了面目，要搜罗
种种必须决绝的庄重的理由；
为抵抗那一天我就躲在这里，
在对自己的恰当评价内安身，
并且高举我这只手当众宣誓，
为你的种种合法的理由保证：
抛弃可怜的我，你有法律保障，
既然为什么爱，我无理由可讲。（４９）
他们的关系，至少在莎士比亚看来，已到了非常脆弱的程度，莎士比
亚甚至想到了死：
我死去的时候别再为我悲哀，
当你听见那沉重凄惨的葬钟，
普告给全世界说我已经离开，
这龌龊世界上去伴最龌龊的虫；（７１）
莎士比亚还感到，如果失去了南安普敦的爱，他的生命也将无法存在，
生命与友谊同生死、共存亡。
但尽管你不顾一切偷偷溜走，

①

本节所有十四行诗的译文均引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十一卷上的译文（1988），特

此申明，并表示感谢——译者注。

直到生命终点你还是属于我。
生命也不会比你的爱更长久，
因为生命只靠你的爱才能活。
因此，我就不用怕最大的灾害，
既然最小的已足置我于死地。
我瞥见一个对我更幸福的境界，
它不会随着你的爱憎而转移：
你的反复再也不能使我颓丧，
既然你一反脸我生命便完毕。
哦，我找到了多么幸福的保障：
幸福地享受你的爱，幸福地死去！
但人间哪有不怕玷污的美满？
你可以变心肠，同时对我隐瞒。（９２）
尽管这种含糊的话在十四行诗里经常出现，但莎士比亚对前途充满信
心的话，也时而在他的诗中喷薄而出。在著名的第 ５５ 首十四行诗中，他的
激情流露得酣畅感人：
没有云石或王公们金的墓碑，
能够和我这些强劲的诗比寿；
你将永远闪耀于这些诗篇里，
远胜于那被时光涂脏的石头。
当着残暴的战争把铜像推翻，
或内讧把城池荡成一片废墟，
无论战神的剑或战争的烈焰，
都毁灭不了你的遗芳的活历史。
同时，南安普敦的另一个被庇护人马洛，作为一个危险的敌手出现了。
为了抵消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都尼》一诗的影响，马洛写下了他的诗
作《希罗和李安德》。莎士比亚承认了马洛的优势，并对这一敌手表示出
了某种不安：
哦，我写到你时多么气馁，
得知有更大的天才利用你的名字，
他不惜费尽力气去把你赞美，
使我箝口结舌，一提起你的声誉！
但你的价值，像海洋一样无边，
不管轻舟或艨艟同样能载起，

我这莽撞的艇，尽管小得可怜。
也向你茫茫海心大胆行驶。
你最浅的滩濑已足使我浮泛，
而他岸然驶向你万顷汪洋；
或者，万一复没，我只是片轻帆，
他却是结构雄伟，气宇轩昂：
如果他安全到达，而我遭失败，
最不幸的是：毁我的是我的爱。（８０）
１５９３ 年马洛在一次不幸的殴斗中死去，莎士比亚曾在《皆大欢喜》中
借试金石的口说：
要是一个人的诗不被人懂，他的才情也得不到应有赏识，那
比小客栈里开出一张大账单来还要命。
在同一剧本中，莎士比亚给马洛作了不寻常的赞颂，称他为“谢世的
牧羊人”，还引用了马洛的诗句：
哪个情人不是一见钟情？
不久，莎士比亚与“黑女子”的不幸插曲也结束了：
最反复是我；
我对你的一切盟誓都只是滥用，
因而对于你已经失去了信约。（１５２）
在有关南安普敦组诗的最后一首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表现了胜利者
的喜悦：
不，请让我在你的心里长保忠贞，
收下这份菲薄但由衷的献礼，
它不搀杂次品，也不包藏机心，
而只是你我间相互致送诚意。（１２５）
是的！“菲薄但由衷”，“不搀杂次品”和“只是你我间”。
１５９４ 年，南安普敦伯爵给了莎士比亚大约 １００ 英镑，作为张伯伦勋爵
公司创建的一份股金。由于未来有了保证，莎士比亚原有的勇气被激发出
来，天才也成熟了。这一年，他写出了《仲夏夜之梦》，这是他的第一部

伟大杰作。不久《罗密欧与朱丽叶》、《皆大欢喜》、《无事生非》相继
写成。接着，莎士比亚再次转向历史剧，写出了《约翰王》、《亨利四世》
上下篇和《亨利五世》。在所有这些历史剧中，只有一个英雄，那就是英
格兰；而且在这些剧本中莎士比亚生动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
许多人认为《亨利四世》上下篇是莎士比亚历史剧的顶峰。由于福斯
塔夫（Ｆａｌｓｔａｆｆ）①的形象深深印入了人们的脑海中，它们理所当然地是最
好的戏剧。有人说：“福斯塔夫进入英国文学的同时，唐·吉诃德进入了
西班牙文学，但他们进入的方式截然不同。”
莎士比亚成果最大的是他的“中年时期”，它开始于《仲夏夜之梦》，
结束于《汉姆雷特》（１６００—１６０１）。
在《汉姆雷特》中，莎士比亚表达了他的戏剧思想，也表达了他对正
在兴起的敌手本·琼生②以及黑僧剧院（Ｂｌａｃｋｆｒｉａｒ＇ｓｔｈｅａｔｅｒ）重视机智
和时尚戏剧的反应。我们发现汉姆雷特在对演员的指令中（剧中之剧）这
样说①
任何过分的表演都是和戏剧的原意相悖的，自有戏剧以来，
戏剧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
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
莎士比亚在这里主张“时代的风貌”能通过戏剧表现出来——的确他
已在历史剧中表现了他自己的时代。
下面一段话也许有告诫本·琼生和“革新者”的暗示：
啊！我顶不愿意听见一个披着满头假发的家伙在台上乱嚷乱
叫，把一段感情片片撕碎，让那些只爱热闹的低级观众听了出
神，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是除了欣赏一些莫名其妙的手势以外，什
么都不懂啊！我曾经看见几个伶人演戏，而且也听见有人为他们
极口捧场，说一句比喻不伦的话，他们既不会说基督徒的语言，
又不会学着基督徒、异教徒或者一般人的样子走路，瞧他们在台
上大摇大摆，使劲叫喊的样子，我心里就想一定是什么造化的雇
工把他们造了下来：造得这样拙劣，以至全然失去了人类的面

①

福斯塔夫是《亨利四世》剧中一个塑造得极成功的人物。他是亨利四世皇太子的一个骑士，胆小如鼠又

气壮如牛，纵情酒色又机智幽默，只要有机会就想大捞一把。但皇太子继位成了亨利五世后，他对福斯塔
夫严加斥责，并把他赶出朝庭——译者注。
②

本·琼生（BenJonson，1573？—1637），英国戏剧家及诗人——译者注。

①

下面两段汉姆雷特的台词，借用朱生豪先生的译文（见《莎士比亚全集》9 卷，第 67—68 页）——译者

注。

目……
啊！你们必须彻底纠正这一弊病。
在继《汉姆雷特》后的两个剧本《终成眷属》和《一报还一报》中，
有证据表明，那时莎士比亚的精神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他不再对人和事物
抱有幻想——也许这时的心情最适宜写伟大的悲剧。正如以研究伊丽莎白
一世和莎士比亚而著名的学者罗斯（Ａ．Ｌ．Ｒｏｗｓｅ）所说，伟大的悲剧“显
示了他精神极度的紧张和身心交瘁”；他还写道：
像所有的有意义的工作一样，我们的研究只能放在一些重点
上，要么专门研究文学的一面，要么其他一些个人问题……如果
莎士比亚想和他的敌手本·琼生比个高低，那他就必须在悲剧上
比试比试。在创作悲剧这方面，他作出了最可贵的努力，他的才
能施展到最大限度，这样，作为一个作家他完成了他的使
命……。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作为一个作家他并不是不在乎他的
名誉和成就，他的雄心远不止于此。于是问题转了一个圈子后只
能认为，他的工作实际是出于他个人的考虑。
当莎士比亚作品完成后，本·琼生只能将他与伟大的悲剧作家埃斯奇
勒斯、沙孚克里斯和尤里皮蒂①相比较。１６０４—１６０８ 年，《奥赛罗》、《李
尔王》、《麦克白》、《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科利奥兰纳斯》相
继问世。这些伟大的剧本简直让人感到震惊，它们彼此之间完全不同，没
有持续的灵感，是不可能接连写出这么多伟大剧作的。
黑兹里特②对这些悲剧的概括是：
《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和《汉姆雷特》通常
被认为是莎士比亚的四部主要悲剧著作。《李尔王》表现了深厚
强烈的感情；《麦克白》表现了行动的敏捷和想象的奔放；《奥
赛罗》表现了情感的渐进和急剧变更；《汉姆雷特》表现了思想
和感情微妙的发展。如果说天才的力量在这些剧本中的每一个剧
本里都表现出来，是一件令人惊诧的事情的话，那么它们的变化
多端也绝不逊色。它们好像是出自同一头脑中的不同创造，它们
之间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关联。这种特征和创造性，的确是真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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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奇勒斯（Aeschylus，B．C．525—456），希腊悲剧诗人；沙孚克里斯（Sopho-cles，B．C．495？

—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尤里皮蒂（Euripides，B．C．480？—406？），希腊悲剧作家——
译者注。
②

黑兹里特（W．Hazlitt，1778—1803），英国散文作家——译者注。

天性的必然结果。
黑兹里特没有把《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算在伟大的悲剧之中，但
今天许多人认为它同样伟大。艾略特曾对《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作过
极为敏感的分析，他说：
这是一部为成熟演员和成熟观众写的戏剧，乳臭未干的少男
少女们，不管他们是演员还是观众，都不能领悟到这些中年恋人
的感情……《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在生
活的同一侧面将英雄和可怜虫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马洛似乎也能
使他的人物形象同样的高贵。德莱顿① 后期的剧本中，其主题也
几乎是同样的。但只有莎士比亚能使他们不但高贵而且还有人类
的软弱，没有人类的软弱就没有悲剧的可怕和伟大，而究其原
因，就在于莎士比亚学会了用诗的语言去表达事物，而其他人甚
至用散文也表达不了它。
有人认为，继伟大的悲剧之后创作的剧本《雅典的泰门》、《泰尔亲
王配力克里斯》和《辛白林》都显示出了心情紧张后的疲劳。正如 Ａ．Ｌ．罗
斯评论说：“这些年似乎有一个间歇停顿，看来真是如此。”但是艾略特
表示了相反的意见：
越是后面的戏，写起来难度越大。在谈到和听到《安东尼与
克里奥佩特拉》时，我们的惊诧程度在许多地方可以用下面的话
表达出来：“我从来没想到那可以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对后
面的几个剧本，我们在惊奇的时刻，可以恰当地这样说：“我们
从来没有想到那样的事能完全表达出来。”最后的几个剧本，我
指的是《辛白林》、《冬天里的故事》、《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
和《暴风雨》。在这些剧本中，莎士比亚为了给我们展现更深邃
的感情世界，已经放弃了平常的现实主义……
无论怎样，莎士比亚的最后三部剧本《冬天里的故事》、《暴风雨》
和《亨利八世》，更易于理解。至少，莎士比亚本性所具有的自信、沉着
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冬天里的故事》是一部非常美丽和感人肺腑的戏
剧。黑兹里特称它为“我们戏剧作家写出的最杰出的剧本之一。”同时，
研究莎士比亚的著名学者 Ｑ．写道：“《冬天里的故事》是无可挑剔的，
甚至无法用语言称赞它。”

①

德莱顿（J．Dryden，1631—1700），英国诗人及剧作家，1670—88 为桂冠诗人——译者注。

在最后第二部剧本中，莎士比亚曾设法寻找一些新鲜的东西，以解决
一个深奥的主题，这一主题至今仍困惑着我们，那就是他塑造的凯利班① 这
一形象。可以说他为我们具体描述了当今的一个中心问题。但是《暴风雨》
中所表现的情绪，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的狂欢已经终止。这些演员，
我曾经告诉过你，原是一群精灵；
他们都已化成烟雾而消散了：
如同这虚无缥缈的幻景一样，
入云的楼阁，瑰伟的宫殿，
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自身，
所有这一切都将同样消散，就像这一场幻景，
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都没有留下。
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剧本终于又回到了以英格兰为背景的历史剧中去
了。他的历史剧，从《亨利五世》和《理查三世》开始，最后以《亨利八
世》和伊丽莎白的出世告终。大主教坎特布里总结性的演讲一开始就这样
祈祷
这位皇室的公主——愿上帝永远在她周围保护
她——
虽然还在襁褓，已经可以看出，
会给这片国土带来无穷的幸福……
这是伊丽莎白时代到来的预言。它提供给莎士比亚一个赞颂女王的极
好机会。在女王 １６０３ 年逝世的时候，他没有献上他的颂词，现在有机会总
结伊丽莎白时代的特征了。正如 Ａ．Ｌ．罗斯在他的莎士比亚传的结尾写的
那样：
这也是莎士比亚的结局，像一条色彩斑斓的巨蛇蛐蜷着身
子，闪闪发光——象征智慧与永生——他的著作等身，完美超
群。
本·琼生的颂词曾预言：
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一切时代。

①

凯利班（Caliban），《暴风雨》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丑陋、野蛮而残忍的奴隶——译者注。

这里我援引两位当代作家的话，作为本小节的结束语。
弗吉尼亚·伍尔夫① 冥思苦想一番后，怎么也想不出莎士比亚是如何
“遣词造句”的，她在她的日记中写道：
以我们对文学的理解来评断，我可以说莎士比亚完全超越了
文学。
艾略特把莎士比亚概括为：
莎士比亚的准则就是从始到终持续不断地发展，在每一部戏
剧中，戏剧的情节和诗一般的技巧的发展，似乎越来越由莎士比
亚的感情状态支配，而其感情状态又由当时情感成熟的具体情况
决定……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的每部剧本的全部意义并不
仅限于它自身，要了解某一剧本的全部意义，必须知道该剧本是
什么时候写的，它和莎士比亚其他剧本以及前后剧本的关系如
何。我们要想了解莎士比亚的任何一本剧作，就必须知道他的全
部著作。当时没有一个戏剧作家能达到这样完美的境界……
莎士比亚事业的发展是如此令人惊异，像《汉姆雷特》一样，它可以
触动绝大部分人的心灵最深处的情感，并诱发出无比丰富的想象。把莎士
比亚的工作和某一自然规律相对应的话，就像彗星向地球靠近然后又渐渐
地离开。莎士比亚也是渐渐地离开人们的视野，直到消失在他个人的神秘
世界之中。
Ⅱ
现在，我以更不安的心情来谈论贝多芬。由于我在音乐方面没有什么
造诣，谈论他会更感到吃力。
贝多芬 １７９２ 年到维也纳时，已有 ２２ 岁，他当时一定非常谨慎。他拜
海顿（Ｈａｙｄｎ）、申克（Ｓｃｈｅｎｋ）、阿尔布雷希特贝格尔（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ｓｂｅｒｇｅｒ）
和萨利埃瑞（Ｓａｌｉｅｒｉ）为师。我们可以猜测，当初他是想从他们身上学到
一些东西。他清楚地注意到他从他们那儿学到的东西，并不能改变他自己
的音乐思想，因而，一旦他发现他在钢琴上即兴演奏作品的高超技巧能胜
过维也纳的每一位音乐家时，他就忍不住了，甚至有时还表现出一种挑战
的意味。这样，当海顿轻视他的三个三重奏中的第一个三重奏作品 １ 号时，
贝多芬认为这恰恰证实了自己的看法，即它是三个中最好的一个，海顿的
轻视是由于嫉妒和怨恨。

①

伍尔夫（VirginiaWoolf，1892—1941），英国女作家——译者注。

这时，贝多芬渴望得到伟大的声誉，他似乎毫不怀疑自己的超群才能
足使他免遭所有不幸。他的这一态度在他给冯·策斯卡尔（ＶｏｎＺｍｅｓｋａｌｌ）
的信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见鬼去吧！我对你的整个道德体系不屑一顾。能力就是出类
拔萃者的道德，这也是我的道德。
这种极端的自信，就来自于这种力量道德观，它注定使他遭受最大的
痛苦和磨难。
当他 ２８ 岁时，第一次耳聋的症状出现了。对听力减退最初的反应是感
到痛苦，不时显得暴躁不安。３ 年以后，他写信给阿芒达牧师（ＫａｒｌＡｍｅｎｄａ）
说：
你的贝多芬遭到了非常的不幸，和大自然的造物主发生了争
吵。我常常诅咒造物主，他常常毫无缘由将他创造的东西遗弃，
以致最美丽的花蕾因此常常被糟踏、凋谢了。你只要想一想，我
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但他的意志并没有消沉，他继续说道：
我决心扫除一切障碍……，我相信命运不会抛弃我，我恐怕
需要充分估量自己的力量……，我将扼住命运的喉咙。
我们从他在 １８０２ 年写的著名的埃林耿希泰脱（Ｈｅｉｌｉｇｅｎｓｔａｄｔ）① 遗
嘱中，可以很好地了解当时贝多芬的精神状态。这个遗嘱在他死后，才在
他的手稿中发现。遗嘱是如此坦诚，我真想写出它的全部内容，但下面的
一段已足够说明一切：
每当我旁边的人听到远处的笛声而我听不见时，或他们听见
牧童歌唱而我一无所闻时，真是何等地屈辱！这种体验几乎使我
完全陷于绝望：我差一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是艺术，仅仅是
艺术把我从死亡线上唤回。啊！在我尚未把我感到需要谱写的每
一乐章完成之前，我觉得不能离开这个世界。
贝多芬承认他曾打算自杀，正是他未完成的艺术这一力量挽救了他，
这种力量在 ２０ 年后得到了反响：

①

埃林耿希泰脱是维也纳近郊的一个小镇，贝多芬曾在此短期住过——译者注。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仅仅为我的艺术和未完成的职责而活
着。
很显然，贝多芬早期力量道德伦理观，随着他的耳聋而土崩瓦解了。
但是，它像一只长生鸟又再生了，只是靠着它才能使他的创造力得以实现。
这样，到 １８０７ 年他又写出了他的第三首《拉苏莫斯基》弦乐四重奏。他似
乎已经完全从折磨中恢复过来，我们在作品旁的空白处看到：
即使对于艺术，也不必再对它掩饰你的耳聋……
大家都认为，和命运作斗争的宏伟场面，在他的第七交响曲里表现得
最淋漓尽致。
这段“中年期”的高强度创作大约持续了 １０ 年。到 ４０ 出头时，贝多
芬已谱写了 ８ 首交响曲，５ 首钢琴协奏曲，１ 首小提琴协奏曲，２５ 首钢琴
奏鸣曲，１１ 首四重奏曲，７ 首序曲，１ 部歌剧，１ 首弥撒曲。贝多芬在取得
辉煌成就后，从 ４２ 岁起有七年没有创作。这一定是他在沉思、反省。继沉
寂时期而来的成果，也许在音乐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从 １８０１ 年的《第一交响曲》到 １８１２ 年的《第八交响曲》，在本质上
是同一个贝多芬，一个常人所能理解的贝多芬。但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
曲》、《Ｄ 调弥撒曲》、最后 ４ 首钢琴奏鸣曲、尤其是最后 ５ 首四重奏，
所有这些则完全是另一个贝多芬。贝多芬的学生，切尔涅（Ｃｚｅｒｎｙ）就不
能理解他这一时期的音乐，他试图把它归结于贝多芬的耳聋。
贝多芬的第三种风格起始于他逐渐耳聋的时期……这导致
他最后三部钢琴奏鸣曲的独特风格……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和
音……
根据各方面综合考虑，贝多芬最后几部四重奏是他成就的“珠穆朗玛
峰”，下面的说法再典型不过了：
它们是无与伦比的。
它们是无法用语言描述和分析的。
最后几首四重奏是独一无二的，对贝多芬来说是独一无二
的，在所有的音乐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但一定有许多人会这样说：没有人能说出这些四重奏的真正含意，我
们仅能确信的是，它们表达的思想境界在其他任何地方也不能找到。用描

述牛顿思想的名言，“有如独自穿过陌生的思想海洋”来描述最后时期的
贝多芬的思想，再恰当不过了。
Ｆ 大调四重奏第十六号是贝多芬最后完成的作品，它为贝多芬伟大的
一生提供了一个辉煌的结尾。对于这首四重奏，Ｊ．Ｗ．Ｎ．沙利文这样评价
道：
这是一个极度宁静的人所创造的作品，这是一个曾搏击长空
但如今一切已成往事的人所拥有的宁静。这一特点最充分地显示
在他最后一个乐章的主题句上：“一定是这样吗？一定是！”
回顾贝多芬的生活和创作，沙利文这样概括道：
要想了解贝多芬，最有意义的事实之一就是他的工作自始自
终都是在有机地发展着……贝多芬创作的最伟大的乐曲是最后
几首四重奏，从后往前看，每十年，他的音乐都较前十年有更大
的进步。
这一概括和我们前面援引的艾略特对莎士比亚的概括有异常相似之
处。莎士比亚、贝多芬两人早年克服生活危机的方式，他们不断成熟的思
想，他们的创作和全部生活的有机结合，他们生命后期的伟大杰作，甚至
在《暴风雨》和四重奏 １６ 号中显示出的告别心情，所有这些，的确有惊人
的相似之处。
Ⅲ
现在来谈牛顿。
伊萨克·牛顿，一个遗腹子，于 １６４２ 年圣诞节那天降临人世，凯因斯
（Ｍ．Ｋｅｙｎｅｓ）曾贴切地写道：“这是最后一个奇婴，东方圣人也得向他致
以真诚而恰如其分的敬意。”①牛顿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他突然爆
发出的天才。儿时的他不是一个神童，当他 １６６１ 年去伦敦剑桥的时候，可
能除了基本的算术之外，他知道得很少。不要忘记，那时与伽利略、开普
勒、笛卡儿等人名字有关联的科学思想的新轮廓，还没有在剑桥和牛津引
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到 １６６４ 年牛顿 ２２ 岁时，他的天才似乎已经含苞欲
放了。牛顿晚年回忆说，他“在这个时候（１６６４—１６６５）发现了无穷级数
方法”。事实上，牛顿写出了一些摘记，后来成为一篇有连贯的论文，题
目是“无穷多项式的分析”，并答应巴罗把它送给柯林斯（Ｃｏｌｌｉｎｓ）。并
约定，无论如何不署他的名。这个约定后来收回了，但我们在这儿第一次
看到了牛顿的一种禀性，这一禀性伴随牛顿终生。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 2 章的第 1 和 7—13 节——译者注。

１６６５ 年夏，由于瘟疫流行，剑桥大学停课，许多人被疏散出城。牛顿
回到伍尔兹索普，这时他的天才像鲜花一般盛开。在科学思想史上，这是
无可超越的一段时期。但是直到许多年以后，整个世界才知道牛顿在伍尔
兹索普的两年间干了些什么。
在伍尔兹索普，２３ 岁的牛顿在科学上作出了三大发现：微积分、光的
色散和万有引力定律。在他逝世之前写的回忆中，关于引力定律的发现他
是这样写的：
同年（１６６６），我开始考虑把地心引力延伸到月球轨道
上……，推导出使行星保持在它们的轨道上的力，必定与它们到
回转中心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由此，我比较了使月球保持在它
的轨道上所需要的力与地面上的重力，并发现答案相当吻合，这
一切是在 １６６５ 和 １６６６ 这两个疫症年代进行的，因为那些年代是
我发现、思考数学和哲学的最佳年华。
首先，我们应注意到他说的“……那些年代是我发现、思考数学和哲
学的最佳年华。”其次应注意到“答案相当吻合”这一关键词，它说明，
他当时已经发现的月球在轨道上的加速过程，与根据平方反比定律推演出
的地面上物体的加速过程，即苹果下落过程，这两者是相当切合的。牛顿
似乎并不急于要进一步证明他预言的“答案”与实际“相当吻合”。的确，
在发现自然界这样一个基本的定律过程中，他并未感到特别兴奋。事实上，
后来有 １０ 年之久他完全没有考虑这一事件。
牛顿 １６６７ 年初重返剑桥，１６６９ 年由于巴罗教授的推荐，接替了卢卡
锡数学讲座教授的职务。
他回到剑桥后不久，牛顿完成了令他满意的光的色散的实验研究，并
设计制造了第一台消除色差的反射望远镜，因为当时的折射望远镜总是存
在色差。但是，他把这些研究成果压了几年才发表。
牛顿根据新的原理制造出望远镜的消息不径而走，人们迫切要求牛顿
在皇家学会上展示这一望远镜。据说牛顿当时送去了两架望远镜，第二架
在 １６７１ 年的皇家学会上展出过。
１６７２ 年，牛顿被选为皇家学会的会员。或许是由于这一原因，牛顿答
应了当时任皇家学会秘书的奥顿伯格（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的要求，在学会上介绍
他的发现，尤其是制造反射望远镜所依据的原理。在给奥顿伯格相继的两
封回信中，牛顿写道：
我将以我卑薄的努力促进你们哲学计划的实现，并以此证明
我竭诚的谢意。（１６７２ 年 １ 月 ６ 日）

在第二封信中，牛顿建议报告他的光学发现，而不是对望远镜的描述，
他写道：
让我讲解一个我不怀疑并且可以证实的哲学发现……，而不
是描述那架仪器，这将使我感到更加荣幸；在我看来，如果那不
是迄今对自然的演变所作的最重要的发现，也是最有趣的发现。
（１６７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我应提醒读者注意“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发现，也是最有趣的发现”这
些话。这是牛顿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表达了他对自己的发现的热情。但
是，当牛顿发表了关于光的色散实验的解释后，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场灾难：
一场激烈的论战爆发起来了。牛顿对那些批评者的无能，感到不可容忍的
恼火，他们甚至对他已经用实验证明了的结论都不理解。缺乏理解是显而
易见的，例如，惠更斯学派，甚至惠更斯本人都坚持认为：“用力学原理
解释颜色组成的多样性，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即使假定牛顿的关于白光
分解为各色光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一困难仍然存在。”
起初，牛顿试图通过阐明他的方法去说服论战的对手：
最好和最安全的哲学研究方法似乎首先应该孜孜不倦地探
究事物的性质，并通过实验确定事物的性质，然后通过相当慢的
过程提出假说去解释他们。假说只是帮助解释事物的性质而不是
确定它们，除非可以用实验去证明。
附带说一句，我们也许注意到，这里牛顿已经道出了他后来正式提出
的著名的格言：
我不杜撰假说。
牛顿未能从方法上说服他们。从此，他对科学出版、讨论、争论感到
厌恶。他写信给奥顿伯格说：
我已经够了，因此决定今后只关心我自己，而不再关心促进
哲学计划的实现。（１６７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我觉得我成了哲学的奴
仆，一旦我从林纳斯（Ｌｉｎｕｓ）先生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我将彻
底地和哲学告别。除非为了我私自的满足，否则，它再也不会出
现。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要么决心什
么新思想都不提出，要么成为一个捍卫新思想的奴隶。（１６７６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他这种对发表科学著作以及科学讨论、争论的厌倦感，在以后的许多
年里又多次表现出来。有两段话是最好的例证：
能得到公众广泛的好评和承认，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我
羡慕的。这也许会使与我相识的人增多，但我正努力设法减少相
识的人。
拿起笔写那些可能会引起争论的文章是最可羞的事，这种想
法与日俱增。（１６８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光学发现发表后不久，牛顿引退了，以后 １０ 年他干了些什么我们知之
不多。但我们知道，１６７９ 年牛顿证明了在中心平方反比引力的作用下，物
体运动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引力的中心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但是，他还
是不公开这个结果。
多年以后，直到 １６８４ 年，一次偶然的但非出自牛顿本意的事件导致了
科学史历程的改变。１６８４ 年 １ 月，雷恩（Ｃ．Ｗｒｅｎ）、胡克（Ｒ．Ｈｏｏｋｅ）
和哈雷（Ｅ．Ｈａｌｌｅｙ）在伦敦聚会时，他们提出了在平方反比引力作用下，
行星的轨道是什么形状的问题。由于他们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哈
雷于这年 ８ 月到剑桥去拜访牛顿，看牛顿对这一问题有什么看法。哈雷提
出问题后，牛顿立即回答说：轨道是一个椭圆；而且他说早在七年多前他
就已经得出了这一结果。哈雷万分高兴，并希望看牛顿的证明。牛顿找了
许久，但不知道把证明放在什么地方，牛顿答应，他将重新证明并会很快
寄给他。
对这一老问题的重新证明，似乎又提起了牛顿对整个领域的兴趣。到
１０ 月份，他已经解决了许多问题，足以把它们作为九个讲座的基础内容。
这九个讲座是他在 １６８４ 年下半年作的，讲座的题目是《论物体运动》。
哈雷在收到牛顿寄来证明的同时，也听了牛顿的讲座。他又一次去剑
桥，试图说服牛顿出版这些讲稿。
这时，牛顿的数学天才似乎被完全唤醒了，显示出娴熟的数学技巧。
牛顿进入了最高度的数学活跃期。凭借自身的天才，凭借自己的意志和优
势，牛顿坚强地向前推进，但这种推进是违反他的志愿和爱好的。最后，
他终于完成了一生中智力上最伟大的成就，也是整个科学中智力上最伟大
的成就。
先让我们暂停一会儿，来估价一下这一功绩的大小。牛顿出于自身的
考虑，在 １６８４ 年 １２ 月底，开始动笔写《原理》，１７ 个月后，即于 １６８６
年 ５ 月把《原理》的三卷本的全部手稿交给了皇家学会。第一卷中有两个
命题是他在 １６７９ 年就已解决了的；第二卷中有 ８ 个命题是 １６８５ 年 ６ 至 ７
月解决的。第一卷总共有 ９８ 个命题，第二卷有 ５３ 个命题，第三卷有 ４２

个命题。因此，这些命题中的绝大部分命题都是在写三本书的连续 １７ 个月
内宣布和证明的。除整个工作的规模宏大之外，完成的速度之快也是独一
无二的。即使把《原理》中所完成的问题看成是他一生事业和思想的结晶，
牛顿在科学中的地位也仍然是无与伦比的。而且，用 １７ 个月的时间，就阐
明、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并按逻辑的体系进行编排，这真是空前绝后的奇
闻。人们能承认这一事件的唯一理由就是：它确实是这样发生的。
只有当我们知道牛顿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后，我们才会明白，拿牛顿
与其他科学家相比是极不恰当的。事实上，只有莎士比亚、贝多芬才能与
牛顿相提并论。
现在谈一谈《原理》的风格。与早期光学发现时表述思想的方法极不
相同的是，《原理》是用冷漠的风格写成的，这种风格常使读者无周旋的
余地。正如惠威尔（Ｗｈｅｗｅｌｌ）贴切描述的那样：
……当我们读《原理》的时候，感到好像身在古代的军械库
中，那里的武器尺寸如此之大，以至当我们看到它们的时候，会
不由自主地感到惊奇：能用它们作武器的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我
们几乎提不动它。……
显然，《原理》以刻板的、层叠的风格出现，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
的。因为在出版《原理》时，牛顿告诉德勒姆（Ｄｅｒｈａｍ）说：
为了避免让那些在数学上知之甚少的人损害我的思想，我故
意把《原理》写得深奥一些。但是，有才能的数学家，还是可以
理解的。我想，他们理解了我的证明之后，会赞同我的理论。
尽管牛顿完成《原理》时年仅 ４２ 岁，这时他的数学才能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正处于高峰，并且在另一个 ４０ 年里他完全可以保持这一才能，但是，
以后他再也没有认真地进行科学研究了。他走向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生活
道路。牛顿成了伦敦的重要人物，对所有的访问学者来说，他们肯定要拜
会伊萨克·牛顿爵士。
牛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一问题十分复杂，而且众说纷纭。尽管
我们可以尽量概括，但有些个性特征是不能忽略的：对世事过于迟钝，对
艺术缺乏兴趣，不能真正地理解别人。这些缺点大约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牛顿最杰出的才能也许是他专心致志的能力，正如凯因斯所写的：
他特有的才能就是，他能把一个纯粹的智力问题在头脑中持
续保持下去，直到他完全搞清楚为止。我想他卓越的才能是由于
他有最强的直觉能力和上帝赋予的最大的忍耐力……，我相信，

牛顿能把一个问题放在头脑中一连数小时、数天、数星期，直到
问题向他投降，并说出它的秘密。
另外，正如狄摩甘（Ｄｅ Ｍｏｒｇａｎ）所说，他是
……如此沉浸在猜想的幸福中，以致似乎这样可以得到比任
何证明方法得到的东西还多得多。
但是，牛顿生活中最主要的怪事就是他一贯故意地不显露他杰出的数
学才能，而且对于他所作的那次超越任何人的贡献，也一贯不当回事。唯
一的解释只能是，牛顿根本不认为科学和数学有多么重要。正如凯因斯所
说：
……这似乎并不难于理解……这奇怪的精灵被撒旦引诱后
相信，在三一学院期间，他解决了那么多问题，因而他可以凭借
纯心灵的力量——哥白尼与浮士德结合体——解决上帝和自然
界的一切秘密。最后，我不得不重复牛顿常常用来评价他自己的
话：
我不知道我可以向世界呈现什么，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
似乎只是像一个在海岸上玩耍的孩子，以时常找到一个比通常更
光滑的卵石或更美丽的贝壳而自娱，而广大的真理海洋在我面前
还仍然没有发现。
考虑到牛顿对别的事件不敏感和迟钝，有时人们不免要怀疑这一表述
的诚实性。我不认为这样的怀疑是站得住脚的：仅有像牛顿这样的人，才
能从他知识的高度，看到一个未被发现的“真理的海洋”。正如古代印度
谚语所说：“只有大智大悟者才能探明智慧的源泉。”
Ⅳ
以上对莎士比亚、贝多芬和牛顿的创造模式的论述，虽然非常浅陋和
不够充分，但有两个事实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莎士比亚和贝多芬的创造
模式惊人地相似，另一方面，他们和牛顿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相似和
差异是不是偶然的呢？或者说，仅仅是由于这些大人物在人们心中留下了
深深的印记，因而赋予了这种相似和差异现象的一般性呢？
把数学和诗放在一起来研究它们的创造性，也许能帮助我们说明问
题。
本世纪杰出的英国数学家哈代在他的短文《一个数学家的辩解》——
它被斯诺（Ｃ．Ｐ．Ｓｎｏｗ）描绘成“对创造性思维最优美和空前绝后的写照”
——中这样写道：

比起其他任何一门艺术和科学来说，所有数学家更不会忘记
数学是青年人的游戏……。伽罗华（Ｇａｌｏｉｓ）２１ 岁就夭折了，
阿贝尔（Ａｂｅｌ）２７ 岁与世长辞，拉玛努扬（Ｒａｍａｎｕｊａｎ）３３ 岁离
开人间，黎曼（Ｒｉｅｍａｎｎ）只活了 ４０ 岁。还有许多人如果不早去
世的话，在以后的生涯中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但是，
我还从未看到一个数学家过了 ５０ 岁还能取得重大的数学进
展……。一个数学家到 ６０ 岁也许还有足够的竞争能力，但我们
不可能期望他有独创性的思想。
对拉玛努扬的早逝，哈代还写道：
拉玛努扬的真正悲剧并不是他的早逝。当然，任何伟大人物
的早逝，对人类都是一场不幸，但是，一个数学家到了 ３０ 岁已
经是比较老的了。因此，他的死也许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是一场灾
难……。
除了哈代的这些话以外，我们再看看罗斯在马洛 ２９ 岁逝世时说的话：
如果他还活着，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他的死是英国文
学最痛心的损失。
还有雪莱在 ３０ 岁去世时，德斯蒙德·金－赫勒（ＤｅｓｍｏｎｄＫｉｎｇＨｅｌｅ’ｇ）
说的话：
有一条规则，也许适用于任何诗人，那就是诗人最好的年华在 ３０
岁以后，这条规则对雪莱适用，同样对莎士比亚、米尔顿、华兹华斯
（Ｗｏｒｄｓｗｏｒ－ｔｈ）、拜伦、坦尼森（Ｔｅｎｎｙｓｏｎ）也适用，事实上，英
国的每一个活了 ３０ 岁以上的伟大诗人都与这条规则相符。
然而，科学中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托马斯·赫胥黎（Ｔ．Ｈｕｘ－ｌｅｙ）
曾说：科学家过了 ６０ 岁害多益少。
这些说法肯定会有争论，或者至少要求给予限定。但是，请考虑下面
这一件事：
１８１７ 年，贝多芬 ４７ 岁时，当一个较长的几乎没有写出什么作品的沉
思时期快结束时，他对波特（Ｐｏｔｔｅｒ）说出了他的肺腑之言：“现在，我
知道如何创作了。”我不相信任何科学家过了 ４０ 岁才说：“我现在知道如
何研究了。”在我看来这正是不同的根源和核心。随着科学家的成长和成

熟，他的无能也就越明显。
Ⅴ
如果我们想找到科学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之间的确存在的差异，并希
望有一定程度的确定性，那么就必须对此作一定广度和深度的研究。但这
已远远超出我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不进一步举几个例子就此半途而废，
似乎也不十分恰当。我再举科学史中的 ４ 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麦克斯韦，他被公认为是 １９ 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麦
克斯韦对物理学的主要贡献是他建立了气体动力学理论和电磁场的动力学
理论。麦克斯韦用电磁场方程（即麦克斯韦方程组）的形式引入的一些新
的物理概念，每一个物理系的学生都了如指掌。这些新概念曾被爱因斯坦
称为“是物理学自牛顿以来最深刻和最有成效的概念。”
在 １８６０—１８６５ 年的 ５ 年间，这时麦克斯韦正值 ３０—３５ 岁。在伦敦国
王学院任教授期间，他的包含两个领域贡献的四大部论文集就已经出版
了。在这个紧张创作期结束时，麦克斯韦辞去了教授职位，引退回到苏格
兰他的老家格伦莱尔（Ｇｌｅｎｌａｉｒ）（麦克斯韦的传记作者从来没有令人信
服地“解释”过，为什么麦克斯韦认为他必须这样做）。在格伦莱尔麦克
斯韦渡过了 ６ 年的时光，在宁静的生活中，他似乎主要在着手写他的两卷
本著作《电磁学通论》。１８７３ 年终于完成。１８７１ 年，经劝说麦克斯韦离开
了格伦莱尔回到剑桥，又开始了学术生活，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第一任卡文
迪许实验物理学教授。１８７８ 年，麦克斯韦逝世，享年 ４９ 岁。麦克斯韦在
剑桥最后的 ８ 年中，主要致力于编辑出版卡文迪许的科学遗稿，组织和建
设卡文迪许实验室以及处理其他各种各样的教学事务。麦克斯韦的早逝虽
然是一个悲剧，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他后来的工作没有达到他 ３０ 岁前的
高度。
第二个例子是斯托克斯（Ｇ．Ｇ．Ｓｔｏｋｅｓ）。１８４９ 年，他刚过 ３０ 岁就
被选为剑桥的卢卡锡数学讲座教授，直到 １９０３ 年去世，他一直担任这一曾
由牛顿担任过的教席。斯托克斯是 １９ 世纪物理学和数学界最伟大的人物之
一。他的名字一直与现今某些观点和概念联系在一起，比如，流体动力学
中决定粘滞流动的纳维耶－斯托克斯方程；在粘滞媒质中决定小球体收尾速
率的斯托克斯定律（这一定律是确定密立根油滴实验的理论基础）；射电
天文学上和大电流测量相关的特征极化辐射的斯托克斯参量；荧光波长一
定大于激发光波长的斯托克斯荧光定律；另外，还有数学上的斯托克斯定
理，这个定理除了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定理之外，它还是当今微积分中微分
形式发展的关键因素。
现在，斯托克斯的科学论文被收集在 ５ 卷中型本里。开始的 ３ 卷包括
所有重要的基本概念和见解，是他在 １８４２—１８５２ 年 １０ 年间的成果。后面
两卷足以说明他后 ５０ 年的全部科学成果。
哈奇森（Ｇ．Ｅ．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耶鲁大学的著名动物学家），他的父亲

是斯托克斯晚年的好友，对斯托克斯作了出色的评价：“斯托克斯（在卢
卡锡教席上）非常可能在效仿他的伟大的前辈……，牛顿做的，斯托克斯
认为他也应该去做。”
我的第三个例子是爱因斯坦。１９０５ 年，无论对爱因斯坦还是对物理学
界都是一个奇迹年。这一年爱因斯坦 ２６ 岁，在这一年中他发表了三篇内容
各不相同的划时代的论文。第一篇为狭义相对论奠定了基础，它的表述异
常清晰、简洁和紧凑。第二篇合理地解释了分子布朗运动（与斯莫路霍夫
斯基毫不相干）。第三篇将普朗克量子假设运用到逻辑极限处，形成了光
量子的概念。接着 １０ 年，爱因斯坦一直迷恋于解决牛顿引力理论和狭义相
对论的基本矛盾。牛顿引力理论假定力是一种瞬时的超距作用，而他的狭
义相对论则以没有任何信号的传播速度能超过光速为前提条件。经过许多
挫折和失败，爱因斯坦在 １９１５ 年终于成功地建立了广义相对论。正如魏尔
（Ｈ．Ｗｅｙｌ）后来所说的，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理论思维威力最伟大
的范例之一。”
在广义相对论建立以后的若干年里，爱因斯坦对这一理论的许多分支
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对统计物理的某些方面也作出了贡献。但是到了
１９２５ 年，爱因斯坦对量子论的进一步发展不够关心。这一新的发展首先是
由海森堡（Ｗ．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奠定的。在 １９２７ 年的索尔维会议上，爱因斯
坦的朋友埃伦菲斯特（Ｐ．Ｅｈｒｅｎ－ｆｅｓｔ）对爱因斯坦说：“爱因斯坦，我为
你感到羞愧：你一直在反对新量子论就正如你的对手反对相对论一样。”
海森堡悲哀地说，这位朋友的告诫只是一阵耳旁风。正如爱因斯坦的热切
崇拜者兰佐斯（Ｃ．Ｌａｎｃｚｏｓ）所说：
１９２５ 年以后，他对最新物理学动态的兴趣开始减弱。他自
动放弃了他作为那时第一流物理学家的领袖地位，从原先研究的
领域退出来，逃到他自愿去的流放地，这种状态只有少数几个同
行愿意效仿。在他最后的 ３０ 年中，他越来越像个隐士，和当时
的物理学发展失去了联系。
我想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瑞利（Ｒａｙｌｅｉｇｈ）勋爵，他似乎不遵守哈代
的一般规则。瑞利也许是经典数学和经典物理学最伟大的支柱。在瑞利 ５０
年的科学生涯中，他的创造性自始至终具有惊人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他的
科学工作体现在二卷本的《声学理论》和六大卷的《科学论文集》中。
１９２１ 年 １２ 月，Ｊ．Ｊ 汤姆逊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所作的纪念演讲中，对
瑞利的科学贡献作了如下的评价：
在构成这几卷著作的 ４４６ 篇论文中，没有一篇是无足轻重
的，没有一篇不是把论述的课题向前推进了的，没有一篇不是扫

除了某种障碍的。在众多的文章中几乎找不到一篇因时代的进步
而需要进行修正。瑞利勋爵以物理学作为自己的领地，拓展了物
理学的每一个分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
不仅是由于他得到的新结果十分完美，而且在于它们十分清晰和
明了，使人们对该主题有了新的领会。
这是一个令人注意的看法，谁有机会用到瑞利的《科学论文集》时，
将会证明这一看法的精确性。
但是，为什么瑞利与爱因斯坦及麦克斯韦如此不同呢？也许从汤姆逊
的同一篇演讲中可以找到答案。
有一些科学巨匠的魅力在于，他们对一个课题首先作出了说
明，在于他们提出了以后被证明是很有成效的新思想。还有一些
科学家的魅力则在于他们完善了某一课题，使该课题具有连贯性
和明确性。我认为瑞利勋爵实质上属于第二类。
也许另外一个线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瑞利。他的儿子（也是一位杰出
的物理学家）曾问瑞利，对赫胥黎说的“一位过了 ６０ 岁的科学家害多益少”
这句话有什么看法。瑞利当时 ６７ 岁，他的回答是：
如果这位年过 ６０ 的科学家喜欢对青年人的成就指手划脚，
那很可能害多益少。但是，如果你只做你所理解的事，那情况就
可能不相同了。
我们也许能从中得到点启示。
Ⅵ
现在继续讨论一些具有共同性的东西。
因为艺术和科学都追求一个不可捉摸的东西——美，但艺术工作者和
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同的创造模式，这一点可以说使我苦思而不得其解。那
么，美是什么呢？
在一篇极为动人的文章《精确科学中美的意义》中，海森堡给美下了
一个定义。我认为这个定义是恰当的。海森堡的定义可追溯到古代，他说：
“美是各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之间固有的和谐。”思考再三，我认
为这个定义揭示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本质。它同样适用于《李尔王》、
《庄严弥撒曲》和《原理》。
科学中有更多的证据表明，美常常是令人愉悦的源泉。在科学文献中，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关于美的表述。这儿我举几个例子。
开普勒：

数学是美的原型。
希尔伯特（Ｄ．Ｈｉｌｂｅｒｔ）（在纪念闵可夫斯基的致词中）说：
我们无比热爱的科学，已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在我们面前它
像一座鲜花盛开的花园。在这个花园熟悉的小道上，你可以悠闲
地观赏，尽情地享受，不需费多大力气，与彼此心领神会的伙伴
同游尤其如此。但我们更喜欢寻找幽隐的小道，发现许多意想不
到的令人愉悦的美景；当其中一条小道向我们显示这一美景时，
我们会共同欣赏它，我们的欢乐也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
魏尔（Ｗｅｙｌ）说（援引戴森的话）：
我的工作总是尽力把真和美统一起来，但当我必须在两者中
挑选一个时，我通常选择美。
海森堡说（在一次与爱因斯坦讨论时）：
当大自然把我们引向一个前所未见的和异常美丽的数学形
式时，我们将不得不相信它们是真的，它们揭示了大自然的奥
秘。我这儿提到形式，是指由假说、公理等构成的统一体系。……
你一定会同意：大自然突然将各种关系之间几乎令人敬畏的简单
性和完备性展示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都会感到毫无准备。
以上这些说法也许显得过于笼统或者太一般化，下面我将用具体的、
特殊的事例把它说得具体些、明确些。
毕达哥拉斯（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发现，在相同张力作用下振动的弦，当它
们的长度成简单的整数比例时，击弦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是和谐的。这是人
们第一次确立了可理解的东西与美之间的内在联系。我想，我们会赞同海
森堡这样一句话，毕达哥拉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真正重大的发
现。”
开普勒一定受到了毕达哥拉斯美的概念的影响，当他把行星绕太阳的
转动和一根振动弦进行比较时，他发现，不同行星的轨道有如天体音乐一
般奏出了和谐的和声。开普勒深深感激上帝为他保留了这份发现，使他能
够通过他的行星运动定律，得到了一种最高的美的联系。
较近的一个例子是伟大的科学家——海森堡的看法。在他发现了那把
通向随后不断发展的量子理论大门的钥匙时，他记下了当一个伟大的真理

显示出来的那个时刻对美的感受。
１９２５ 年 ５ 月底，海森堡患了花粉热，为了避开花草和田野，他来到了
赫尔果兰岛休养。那里靠近海边，就在这一段时间，他在解决当时量子理
论的困难方面，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他写道：
在短短几天内，我明白了在原子物理学中，只有用可观测量
才能准确取代玻尔－索末菲的量子条件。很显然，我的这个附加
假设已经在这个理论中引进了一个严格的限制。然后，我注意
到，能量守恒原理还没有得到保证……因此，我集中精力来证明
能量守恒原理仍然适用。一天晚上，我就要确定能量表中的各
项，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能量矩阵，用的是现在人们可能会认
为是很笨拙的计算方法。计算出来的第一项与能量守恒原理相当
吻合，我很兴奋，而后我犯了很多计算错误。终于，当最后一个
计算结果出现在我面前时，已是凌晨 ３ 点了。所有各项均能满足
能量守恒原理，于是，我不再怀疑我所计算的那种量子力学了，
因为它具有数学上的连贯性与一致性。刚开始，我很惊讶。我感
到，透过原子现象的外表，我看到了异常美丽的内部结构，当想
到大自然如此慷慨地将珍贵的数学结构展现在我眼前时，我几乎
陶醉了。我太兴奋了，以致不能入睡。天刚朦朦亮，我就来到这
个岛的南端，以前我一直向往着在这里爬上一块突出于大海之中
的岩石。我现在没有任何困难就攀登上去了，并在等待着太阳的
升起。
在这一点上，请允许我发表一点个人感想。在跨越 ４５ 个年头的整个科
学生涯中，最令人震撼的就是，由新西兰数学家克尔（Ｒ．Ｋｅｒｒ）发现的广
义相对论中爱因斯坦方程的一个精确解，它为散布在宇宙中数量不明的大
质量黑洞提供了极其精确的表示。这种“在美的面前震颤”，以追求数学
美为动机的发现，竟然是大自然的精制的复制品，这一难以置信的事实，
使我不得不说美是人类思想最深层的反应。事实上，我想说的与此相关的
每一件事，都可用拉丁箴言更简洁地表述出来：
Ｓｉｍｐｌｅｘ ｓｉｇｉｌｌｕｍ ｖｅｒｉ——简单是真的标志。
Ｐｕｌｃｈｒｉｔｕｄｏ ｓｐｌｅｎｄｏｒ Ｖｅｒｉｔａｔｉｓ——美是真理的光辉。
Ⅶ
现在，我必须回到我的问题上来：艺术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的创造模
式为什么存在差异呢？我不想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但我将作一些启发性的
讨论。

首先，考察一下科学家和诗人相互间的看法如何。人们想到诗人对科
学的态度时，几乎总会想到华兹华斯和济慈（Ｋｅａｔｓ）以及他们那几句经常
被引用的诗句。
一个摆弄手指的奴仆，
一心想窥探
他母亲的坟冢？
一个自持有理夜郎自大的家伙
一味凭借智力综合概括！
自然给我们带来知识的甜蜜；
我们的理智却胡折腾一气。
糟蹋自然的美丽外貌，
阴谋对她们解剖、分析。
（华兹华斯）
只要一触及冷漠的哲学，
一切迷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天空绚丽灿烂的彩虹，
我们知道她为何模样那般。
安琪儿美丽的双翅，被哲学一触
立即失去美的斑斓。
（济慈）
这些诗句也许与迪金森（Ｌ．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的话遥相呼应：“科学出现
的地方，文学就受到排斥。”
可以预料，科学家是不会赞同这些观点的。梅达沃（Ｐ．Ｍｅｄａｗａｒ）反
驳迪金森说：
我要找到的证据是，文学降临之时，她驱走了科学……，目
前情形就是如此。简直没有任何可能使科学和文学相互补充，经
过不懈努力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相反，在期待它们相互合作的
地方，它们却势不两立。
我反对这种互相指责的行为，因为这样只能使双方受到损害。所以，
请允许我只说一句话：华兹华斯和济慈的态度并不具有代表性。科学家们
对雪莱的态度倒是可以认真考虑一下。雪莱是科学家诗人，所以对雪莱的

思想和工作最杰出的评论家是科学家金－赫勒，这决非偶然。金 －赫勒指出：
“雪莱对科学的态度是强调他愿意生活在惊奇的现代思潮中”，雪莱“以
英国诗歌史上无与伦比的准确性和精细性描绘了自然的作用机制。”怀特
海（Ａ．Ｎ．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说：
雪莱对科学的态度和华兹华斯对科学的态度刚刚相反，他热
爱科学，并在诗中一再流露出科学所提示的思想。科学思想就是
他快乐、和平与光明的象征。
我将从雪莱的诗中选出两首，支持上述对雪莱的评论。第一首选自
《云》①，这首诗“把创造的神话、科学专论和云彩快乐而传奇的历险故事
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我是大地和水的女儿，
也是天空的养子，
我往来于海洋、陆地的一切孔隙——
我变，但是不死，
因为雨后洗净的天宇虽然一丝不挂，
而且，一尘不染，
风和阳光用它们那凸圆的光线
把蓝天的穹庐修建，
我却默默地嘲笑我自己虚空的坟冢，
钻出雨水的洞穴，
像婴儿娩出母体，像鬼魂飞离墓地，
我腾空，再次把它拆毁。
第二首选自《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它被里德（Ｈ．Ｒｅａｄ）誉为“有
史以来对人类追求智慧之光和精神解放的本性所作的最伟大的诗篇”。
闪电是奴仆，天穹至深处
抛撒群星，如绵羊一群，
数也数不清，群星在他眼前滚滚而过！
跨上暴风雨，驰过天穹；
地狱的呼喊，大白人间，
苍天，你还有秘密吗？人类已揭开面纱，一切都显露无遗。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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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江先生表示感谢——译者注。

现在我转到问题稍稍不同的另一方面。达尔文（Ｃ．Ｄａｒｗｉｎ）曾坦率地
承认：
到了 ３０ 岁，或更大一些。许多种类的诗，像米尔顿的、格
雷的、拜伦的、华兹华斯的、柯勒里奇的和雪莱的，都能给予我
极大的快乐；我儿时曾沉醉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尤其是他的历
史剧……，我还说过，以前绘画和音乐能带给我极大的愉快。但
是，许多年以来，我没有耐心读完一行诗。后来，我试着读莎士
比亚的书，感到单调乏味，味同嚼蜡，难以忍受。绘画和音乐也
提不起我的兴趣……，我的头脑似乎变成了一种机器，一种碾碎
大量收积起来的事实，并使之变成一种普通规律的机器。但为什
么会导致我大脑中较高级欣赏力赖以存在的那部分萎缩了呢？
我实在不明白其中原因。
我们还可以考察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发现。我们知道，这一发现形
成了“力线”和“力场”的概念，这和当时流行的思想大相径庭。事实上，
这些概念曾遭到当时许多人的冷眼。但是，麦克斯韦对法拉第的思想却独
具慧眼，他曾预言道：
法拉第运用力线的思想来解释电磁感应现象，这一方法表
明，他是一个具有很高水平的数学家——未来的数学家们可以从
他那里得到有价值和富有成效的方法。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称呼
我们正在努力建立和发展中的科学，这也许要出现另一位和法拉
第一样伟大的哲学家才行。
然而，当法拉第讲述他对电的研究时，当时的财政大臣格拉斯通
（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却打断了法拉第的话，不耐烦地问道：“但它到底有什么用
呢？”法拉第的回答是：“啊，阁下，也许不久你就会收它的税了。”法
拉第的回答十分令人赞赏，因而常常被人们引用。
雪莱在《为诗辩护》中对科学耕耘所说的话，在我看来，对达尔文的
坦白和法拉第的回答都是适宜的。雪莱说①：
科学已经扩大了人们统辖外在世界的王国的范围，但是，由
于缺少诗的才能，这些科学的研究反而按比例地限制了内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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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的译文，在此向刘先生表示感谢——译者注。

的领域；而且人既然已经使用自然力做奴隶，但是人自身反而依
然是一个奴隶。
你也许会认为雪莱对技术在近代社会中的作用麻木不仁，为避免这种
错觉，我援引他接着说的话：
无庸置疑，从功利这种狭义的意义上说，提倡功利的人们在
社会上也有他们应尽的义务。他们追随诗人的足迹，把诗人的种
种创作中的素描抄写在日常生活的书本上。他们让出空间，他们
给予时间。
雪莱的《为诗辩护》是英国文学史中最动人的文献之一。耶茨
（Ｗ．Ｂ．Ｙｅａｔｓ）称它为“英语语言中对诗学基础最深刻的论述”。此文应
全文通读，这里请允许我仅读几段。
诗，是最幸福最善良的心灵中最善良的瞬间的记录。
诗，可以使世间最善致美的一切永垂不朽；它捉住了那些飘
入人生阴影中一瞬，即逝的幻象……
真的，诗是神圣的东西。它既是知识的圆心又是它的周边；
它包含一切科学，一切科学也必须溯源到它。它同时是一切其他
思想体系的根和花朵。
诗人，是尚未被理解的灵感的祭司；是将未来的巨影投到现
在的明镜，是表现了连自己也不解是什么的文字；是唱着战歌而
又不感到何所激发之号角；是能动而不被动之力量。诗人，是未
被世间公认的立法者。
在读雪莱的《为诗辩护》时，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它和同
样颇具天资的科学家写的《为科学辩护》毫无相似之处呢？也许当我提出
这个问题时，我已对在报告中反复提出的问题作了部分回答。
演讲一开始，我就请求你们要有耐心，因为我讲的题目大大超过了我
的理解能力。最后，请允许我援引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下篇的收场白来
作我的收场：
第一，我的忧虑；第二，我的敬礼；最后，我的致词。我的
忧虑是怕各位看了这出戏后会生气；我的敬礼是我应尽的礼貌；
我的致词是要请各位原谅。

４

美与科学对美的探求（１９７９）

我们对于自然界的美都十分敏感，这种美的某些方面为自然与自然科
学所分享，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人们也许要问：在什么程度上追求美才
是科学研究的目的？对于这个问题，彭加勒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他在一篇
文章中曾经写道：
科学家之所以研究自然，不是因为这样做很有用。他们研究
自然是因为他们从中得到了乐趣，而他们得到乐趣是因为它美。
如果自然不美，它就不值得去探求，生命也不值得存在……。我
指的是本质上的美，它根源于自然各部分和谐的秩序，并且纯理
智能够领悟它。
彭加勒还指出：
正因为简单和深远两者都是美的，所以我们特别刻意于寻求
简单和深远的事实；我们醉心于探求恒星的巨大轨道，我们热衷
于用显微镜寻觅极为细小的东西，我们欢欣于在遥远的地质年代
中寻觅过去的痕迹，都是由于这些活动给我们带来了欢乐。
对于彭加勒的这些话，曾为牛顿和贝多芬撰写过杰出传记的沙利文
（Ｊ．Ｗ．Ｎ．Ｓｕｌｌｉｖａｎ）评论说：
由于科学理论的首要宗旨是发现自然中的和谐，所以我们能
够一眼看出这些理论必定具有美学上的价值。一个科学理论成就
的大小，事实上就在于它的美学价值。因为，给原本是混乱的东
西带来多少和谐，是衡量一个科学理论成就的手段之一。
我们要想为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正确与否进行辩护，必须
从美学价值方面着手。没有规律的事实是索然无味的，没有理论
的规律充其量只具有实用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家的
动机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是一种美学的冲动……科学在艺术上不
足的程度，恰好是科学上不完善的程度。
著名的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赖（Ｒｏｇｅｒ Ｆｒｙ）在一篇名为“艺术与科学”
的文章中，引用了沙利文的一段话后，颇有见地地指出：
沙利文大胆地说：“我们要想为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正确
与否进行辩护，必须从美学价值方面着手。”我想就这一点向沙

利文提一个问题：一个无视事实的理论是否与一个符合事实的理
论具有同样的价值？我想他将回答：否。然而依我个人之见，这
个否定的回答并没有纯美学方面的理由。
关于罗杰·弗赖的问题，我在后面将提出一个不同的答案。但现在我
要进一步讨论弗赖关于比较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冲动的观点。
从最单纯的感觉到最高的设计，艺术过程的每一步都必将伴
随着欢快，没有欢快就没有艺术……。
同样，在思索中对必然性的认识通常也伴随有欢快的情绪，
而且，对这种欢快欲望的追求，也的确是推动科学理论前进的动
力。在科学中，不论是否有情感伴随它，关系的必然性依然同样
地确定和可以阐明；而在艺术中，没有感情的激动，美学的和谐
根本不会存在。没有激情，艺术中的和谐是不真实的。……在艺
术中，对关系的认识是直接的、有感情的——或许我们应该认
为，它与数学天才的认识有惊奇的相似之处：数学天才们对数学
关系具有直接的直觉，但要证明这些关系又超出他们的能力。
现在我们从这些一般的论述转向具体的实例，看看科学家如何体验
美。
我的第一个例子与弗赖说的话有关，他说数学天才有时没有明显的理
由就能感受到真理。１９１５ 年在数学上一鸣惊人的印度数学家拉玛努扬，想
必你们有些人是知道的，他留下了大量笔记，其中有一本是几年前才发现
的。在这些笔记中，拉玛努扬记下了几百个公式和恒等式，其中有许多最
近才由拉玛努扬当时还不知道的方法证明出来。华生（Ｇ．Ｎ．Ｗａｔｓｏｎ）为
证明这些恒等式耗费了几年时间，他写道：
研究拉玛努扬的工作和由此提出的问题，不禁使我想起拉梅
（Ｌａｍｅ）在读埃尔米特（Ｈｅｒｍｉｔｅ）关于模函数的文章时的评述：
“令人惊心动魄。”而我无法用一句话说明我的感受，像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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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心灵的震颤，恰如我走进美第奇（Ｃａｐｅｌｌｅ Ｍｅｄｉｃｅｅ）
教堂的圣器室，见到米开朗琪罗的放在 Ｇ．美第奇和 Ｌ．美第奇
墓上的名作“昼”、“夜”、“晨”和“暮”所引起的震颤一样。
这两种感受是无法区分的。

再举另一个很不相同的例子，这个例子说的是玻耳兹曼看了麦克斯韦
论述气体动力学的一篇文章后的反响。在那篇文章中，麦克斯韦证明可以
精确解出气体的输运系数，气体分子间的作用力是分子间的距离的负 ５ 次
幂的函数。玻耳兹曼是这样说的：
一个音乐家能从头几个音节辨别出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
的作品，同样，一个数学家也可以只读一篇文章的头几页，就能
分辨出柯西、高斯、雅可比、亥姆霍兹和基尔霍夫的文章。法国
数学家的风度优雅卓群，而英国人，特别是麦克斯韦，则以非凡
的判断力让人们吃惊。譬如说，有谁不知道麦克斯韦关于气体动
力学理论的论文呢？……速度的变量在一开始就被庄严宏伟地
展现出来，然后从一边切入了状态方程，从另一边又切入了有心
场的运动方程。公式的混乱程度有增不已。突然，定音鼓敲出了
四个音节“令 ｎ＝５”。不祥的精灵 ｕ（两个分子的相对速度）隐
去了；同时，就如像音乐中的情形一样，一直很突出的低音突然
沉寂了，原先似乎不可被超越的东西，如今被魔杖一挥而被排
除。……这时，你不必问为什么这样或为什么不那样。如果你不
能理解这种天籁，就把文章放到一边去吧。麦克斯韦不写有注释
的标题音乐。……一个个的结论接踵而至，最后，意外的高潮突
然降临，热平衡条件和输运系数的表达式出现，接着，大幕降落！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强调，我们用不着刻意寻觅就可以发现科学中的
美。但是，如果真要仔细寻求，我们可以得到最佳的例子。下面是其中的
两个。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被魏尔称之为推理思维威力的最佳典范，而
朗道（Ｌａｎｄａｕ）和栗弗西兹（Ｌｉｆｓｃｈｉｔｚ）认为，广义相对论大概是现有物
理理论中最美的理论。爱因斯坦本人则在他的第一篇论述场论的论文结尾
处写道：“任何充分理解这个理论的人，都无法逃避它的魔力。”后面，
我还将回头讨论这种魔力来自何处，现在我先将海森堡发现量子力学时的
感受与爱因斯坦对自己理论的反应作一对照。我们有幸得到海森堡的自
述，他写道：
……在只与可观测量打交道的原子物理学中，我逐渐明白了
在原子物理学中，只有用可观测量才能准确取代玻尔－索末菲的
量子条件。很显然，我的这个附加假设已经在这个理论中引进了
一个严格限制。然后我注意到，能量守恒原理还没有得到保
证。……因此，我集中精力来证明能量守恒定律仍然适用。一天

晚上，我就要确定能量表（能量矩阵）中的各项……。计算出来
的第一项与能量守恒原理相当吻合，我很兴奋，而后我犯了很多
计算错误。当最后一个计算结果出现在我面前时，已是凌晨 ３
点了。所有各项均能满足能量守恒原理，于是，我不再怀疑我所
计算的那种量子力学了，因为它具有数学上的连贯性与一致性。
刚开始，我很惊讶。我感到，透过原子现象的外表，我看到了异
常美丽的内部结构；当想到大自然如此慷慨地将珍贵的数学结构
展示在我眼前时，我几乎陶醉了。
看了爱因斯坦和海森堡的这些有关自己发现的叙述，再回顾海森堡记
下的他和爱因斯坦的一段对话，一定很有意思。海森堡记道：
当大自然把我们引向一个前所未见的和异常美丽的数学形
式时，我们将不得不相信它们是真的，它们揭示了大自然的奥
秘。我这儿提到形式，是指由假说、公理等构成的统一体系。……
你一定会同意：大自然突然将各种关系之间几乎令人敬畏的简单
性和完备性展示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都会感到毫无准备。
海森堡的这些话，与济慈的诗句遥相呼应：
美就是真，
真就是美——这就是
你所知道的，
和你应该知道的。
现在我想回到前面罗杰·弗赖提到的问题上，即如何看待一个在美学
上令人满意但又认为它不真实的理论。
弗里曼·戴森（Ｆｒｅｅｍａｎ Ｄｙｓｏｎ）曾经引用魏尔的话：“我的工作总是
尽力把真和美统一起来；但当我必须在两者挑选一个时，我通常选择美。”
我问戴森，魏尔是否有具体例子说明他的这种选择？戴森说：有。引力规
范理论是例子之一。这个理论是魏尔在《空间、时间和物质》一书中提出
来的。显然，魏尔曾经承认这个理论作为一个引力理论是不真的；但它显
示出的美又使他不愿放弃它，于是为了美的缘故，魏尔没有抛弃这个理论。
多年之后，当规范不变性被应用于量子电动力学时，魏尔的直觉被证明是
完全正确的。
另一个例子魏尔本人没有提到，但戴森注意到了。二分量中微子相对
论性波动方程是魏尔发现的，但由于它破坏了宇称守恒，物理学界有 ３０
多年没有重视它。结果，魏尔的直觉再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有根据说，一个具有极强美学敏感性的科学家，他所提出
的理论即使开始不那么真，但最终可能是真的。正如济慈很久前所说的那
样：“想象力认为是美的东西必定是真的，不论它原先是否存在。”
确实，人类心灵最深处感到美的东西能在自然界得以成为现实，这是
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
凡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美的。
我们也许会问：精密科学中的美在它被人们很好地了解和合理地阐明
之前，怎么被认识到？阐明这种美的动力来自哪里？
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使许多思想家感到迷惑。正是在这一点上，海森
堡注意到柏拉图在《斐德罗》中表述的下述思想：
灵魂对美的光芒感到震惊，因为它感到灵魂深处有某些东西
被唤醒了，这些被唤醒的东西并不是从外部输入的，而是一直潜
藏在无意识领域的深处。
休谟（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在一句名言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事物的美存
在于思考它们的心灵之中。”
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定律，他被这一发现所显示的和谐深深感动，
在《世界的和谐》一书中，他写道：
人们可以追问，灵魂既不参加概念思维，又不可能预先知道
和谐关系，它怎么有能力认识外部世界已有的那些关系？……对
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所有纯粹的理念，或如我们所说的和谐
的原型，是那些能够领悟它们的人本身固有的。它们不是通过概
念过程被接纳，相反，它们产生于一种先天性直觉。
最近，泡利（Ｐａｕｌｉ）更精确地表达了开普勒的这一思想：
从最初无序的经验材料通向理念的桥梁，是某种早就存在于
灵魂中的原始意象（ｉｍａｇｅｓ）——开普勒的原型。这些原始的意
象并不处于意识中，或者说，它们不与某种特定的、可以合理形
式化的观念相联系。相反，它们存在于人类灵魂中无意识领域
里，是一些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意象；它们不是被思考出来的，
而是像图形一样被感知到的。发现新知识时所感到的欢欣，正是
来自这种早就存在的意象与外部客体行为的协调一致。
泡利的结论是：

千万不要断言理性认识所建立的东西，是人类理性唯一可能
的推测。
泡利所说的早就存在的意象与外部客体行为的协调一致，一旦被强烈
地感受到，就会导致感受者对自己的判断及其价值坚信不移。否则，我们
就无法理解一些伟大科学家下述的言辞：
“热力学疯狂了。”热力学创建者之一开尔文勋爵（ ＬｏｒｄＫｅｌｖｉｎ）在
评论玻耳兹曼推导出维恩－斯忒藩定律时说。
“你从恒星的观点看；而我从大自然的观点看。”爱丁顿在和我的一
次争论中说。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当今大多数物理学家的观点。”狄拉克在
谈到量子电动力学中的重整化方法时说。
“确实，我们好像第一次有了一个巨大的框架，它足以包罗整个的基
本粒子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在 １９３３ 年就有过的梦想由此得以实
现。”１９５７ 年海森堡在谈到他与泡利合作研究统一场论时说（不过，这次
合作的结果很不幸）。
“上帝不掷骰子。”这是爱因斯坦说的；他甚至还说过一句更带刺激
性的话：“在评论一个物理理论时，我常问自己：如果我是上帝，我会不
会这样来安排宇宙？”
爱因斯坦的后一句话，使人想起玻尔的劝告：“我们的责任不是规定
上帝如何安排这个世界。”
也许我们正是应该从这些高度的自信中看出，有些伟大的人物也会有
思想浅薄的表现。克劳德·贝尔纳（Ｃｌａｕｄ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曾经说过：“过于
自信的人不适于从事发现的工作。”显然，我踏入了一个危险地带，但这
将使我有机会注意到一个曾使我极感迷惑的事实：它关系到两种非常不同
的成长和成熟的方式，一种是伟大的作家、诗人、音乐家的方式，另一种
是伟大的科学家的方式。至少在我看来，这两种方式有极大的差别。
当我们研究一个伟大作家或伟大作曲家的作品时，我们通常将它们分
为早期、中期和晚期。而且，从早期、中期到晚期，这些作品总是经历一
个日趋深刻和完美的过程。例如，莎士比亚和贝多芬，他们最后的作品是
最伟大的。Ｊ．威尔逊（Ｊ．ＤｏｖｅｒＷｉｌｓｏｎ）在叙述莎士比亚伟大的悲剧艺术
时，曾非常精彩地描述了它的发展。
从 １６０１ 年到 １６０８ 年，莎士比亚沉浸在悲剧创作中；这八年
中他走的路恰如一条山路，从平川开始，缓缓走上山坡，越往上
路越窄，到了顶峰，山脊如利刃，再往前则面临无底深渊。然后，
立足不那么难了，再往下走，路又逐渐宽阔，最终落入另一侧的
谷地。

八个剧本构成了这种悲剧的历程。首先是《裘力斯·恺撒》，
它比悲剧期真正形成时期稍早一点写成。这是一出并不邪恶但却
软弱的悲剧。在《汉姆雷特》一剧中，邪恶势力出场了，它阴险、
凶狠，但人性的软弱仍然占上风。在《奥塞罗》中，莎士比亚创
造了第一个十足邪恶的人物形象伊阿古，同时，伊阿古的牺牲品
是无罪的；莎士比亚不再让人性的软弱与上帝一同承担责任。
《李
尔王》把我们带到了万丈深渊之边，无穷尽的恐惧、无穷尽的遗
恨，它终于铸就了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悲剧。
但莎士比亚并没有到此为止，他接着又写出了《麦克白》、《安东尼
与克莉奥佩特拉》（莎剧中最伟大的戏剧之一）和《科利奥兰纳斯》。威
尔逊问道：“在这些人类精神所承担的最艰险和最可怕的历险中，莎士比
亚怎么解救自己的灵魂呢？”莎士比亚最终挣扎出来了，他的得救是由于
他创作出伟大而绝妙的悲剧：《冬天的故事》、《暴风雨》。
我不厌其烦地给你们讲莎士比亚的艺术发展历程，恐怕有些离题。但
我之所以如此，的确是想向你们强调这一发展的重大意义。我相信，这种
历程也适合于贝多芬的后期作品，其中包括《哈默克拉弗奏鸣曲》、《庄
严弥撒曲》，特别是最后的几首四重奏。
也许只有莎士比亚和贝多芬在他们的生命快结束时踏上了艺术的顶
峰，并因此得救；也有一些人经历了相似的历程，他们由于坚持不懈的努
力而逐渐攀上较高的山峰，只不过与莎士比亚和贝多芬相比较起来，不那
么突出、显著。但对于科学家，我可就找不出有相似发展历程的例子。科
学家最早的成就常常就是他们最后的成就。我这儿排除那些英年早逝的科
学家，如科茨（Ｃｏａｔｅｓ）、伽罗瓦、阿贝尔、拉玛努扬、马约拉纳（Ｍａｊｏｒａｎａ）
等，因为如果他们活得更长一些会有什么成就，我无法知道。科学家似乎
都不能保持持久和连续的攀登，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并不试图回答这个问
题，我想转向一些更具体的思考。
现在我想讲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按文学或艺术批评的方式，把科学理
论当作一件艺术品来评价。广义相对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因为
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它是一个很优美的理论。探求这种美的根源在哪里，
我想是很有益处的。狄拉克有一句断言想取消这种探求，我认为是行不通
的，他说：
〔数学美〕与艺术美一样是无法定义的，但研究数学的人要
鉴赏数学美并不会感到困难。
我认为也不会有人满意玻恩（Ｂｏｒｎ）的评语：

它〔广义相对论〕在我看来就像一件从远处观赏的伟大的艺
术品。
（顺便说两句直言，我不知如何理解玻恩的评语。难道广义相对论只
能在远处欣赏吗？难道不能像其他物理学分支那样去研究和发展？）
尽管有许多固有的困难妨碍我们的讨论，但我还是试图阐明：广义相
对论为什么会引起我们美的共鸣？我们为什么认为它是美的？为此，必须
选定几条美的标准，我采纳了以下两条。
第一条是弗兰西斯·培根（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ａｃｏｎ）的标准：
一切绝妙的美都显示出奇异的均衡关系。
（这里所说的“奇异”是指“感到非常意外，以致引起了惊讶和好奇”。）
第二条标准是对培根标准的补充，它是海森堡表述的：
美是各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固有的和谐。
广义相对论显然具有奇异的均衡关系，因而符合培根的标准。这首先
是因为广义相对论将一直被认为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基本概念——时空和物
质的运动，联系并结合起来了。正如泡利 １９１９ 年所说：“时空几何不是既
定的，它由物质及其运动决定。”随后，在引力与度规（ｍｅｔｒｉｃ）的融合
中，爱因斯坦于 １９１５ 年证实了黎曼在 １８５４ 年所作出的伟大预言，即度规
场与物质及其运动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最大的奇异的均衡关系，也许就是时空关系的改变。正如爱丁顿所说：
“空间不是许多聚在一起的点，而是许多相互连结的间隔。”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建立，它的新奇也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即：我
们可以欣然承认牛顿的引力理论需要修改，否则它将无法容纳光速的有限
性和放弃瞬时的超距作用。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推导出行星轨道与
牛顿理论预言值的偏离是 ｖ／ｃ，这儿 ｖ 是行星在轨道上的速度，ｃ 是光速。
在行星系中，这种偏离最大也不超过百万分之几。因此，如果爱因斯坦利
用微扰法找到一个理论，允许牛顿的理论作出这样微小的修正，这就完全
足够了。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常规的方式，却不是爱因斯坦的方式。爱因斯
坦要寻求一个精确的理论。他首先对物理性质作定性的讨论，然后将它与
准确无误的数学优美性和简单性的感受相结合，就得出了场方程。爱因斯
坦通过这种思辨性的推理思维，竟然得到一个完美的物理理论，这一事实
很好地说明了魏尔说的一句话，他说当我们跟随爱因斯坦的思想时，我们
会感到“禁锢真理的墙已被推倒。”
上述议论只适用于导出场方程的理论基础。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考察，

这个理论是否符合美的第二条标准，即“各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之
间的固有的和谐”？结果我们发现，这个理论的每一进程不仅显示出“奇
异的均衡关系”，而且极其充分地满足了第二条美的标准。我对此要作点
说明。
首先，广义相对论允许有黑洞（ｂｌａｃｋ ｈｏｌｅ）的解。众所周知，黑洞
把三维空间分为两个区域：内区和外区。内区是一个由光滑二维零表面
（ｎｕｌｌ－ｓｕｒｆａｃｅ）为界的区域；外区是渐近平坦的，内区与外区不能相互
沟通。有了这些非常简单和必要的限制后，出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
广义相对论允许静止黑洞有一个单一的一族二参数解，这就是克尔族。克
尔族的两个参数是黑洞的质量和角动量。更令人叹绝的是这个解族的度规
是明确无误的，它轴对称，表示黑洞绕对称轴转动。
克尔几何的轴对称特性明显表明，作短程线运动的试验粒子其能量是
守恒的，同时其绕对称轴的角动量分量也守恒。除了这两个守恒量以外，
布兰登·卡特（Ｂｒａｎｄｏｎ Ｃａｒｔｅｒ）还意外地发现，克尔几何允许试验粒子
遵循第三个守恒定律。这样，支配实验粒子运动的哈密顿－雅可比方程其变
量是可分离的；其短程线方程的解可以简化为求面积。这已经够令人惊讶
了，但更令人惊讶的是所有的数理方程——标量波动方程、麦克斯韦方程
组、狄拉克方程和支配引力波传播的一些方程，所有这些方程在克尔几何
中都可以分离变量，如像在闵可夫斯基几何中的情形一样，因而可以得到
明确的解。
当我们领悟到彭罗斯（Ｐｅｎｒｏｓｅ）和霍金（Ｈａｗｋｉｎｇ）的奇异性定理的
要求时，我们必将感到同样的震惊。彭罗斯和霍金的奇异性定理要求我们
的宇宙必然起源于一个奇点，这样，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
物理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密度、体积线度和时间间隔的数量级分别为
１０９３ ｇ／ｃｍ３ 、１０－３３ ｃｍ 和 １０－４４ ｓ！
霍金定理表明：黑洞的表面积总是在增长，这暗示黑洞的表面积与热
力学的熵具有同一性；这就导致热力学、几何学和引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
系。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奇异的均衡关系。
以上我说的一切，都符合我作为出发点的两条美学标准。但还有一个
方面我们应该考虑。
当亨利·莫尔（Ｈｅｎｒｙ Ｍｏｏｒｅ）在十年前访问芝加哥大学时，我曾问他
应该怎样看雕塑：是站远一点还是靠近一点看比较好。莫尔回答说，最伟
大的雕塑能在任何距离上进行观赏，因为在不同的距离会显示出不同的
美。莫尔还以米开朗琪罗的雕塑作品为例作了说明。同样，广义相对论在
我们探讨它的每个层次上，都显示了奇异的均衡关系。举一个例子就足够
了。
如果把爱因斯坦方程扩展到爱因斯坦－麦克斯韦方程，即适合于空间充

满电磁场的方程，并寻求一个球对称的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描述有质
量和电荷的黑洞的解。这个解是赖斯纳（Ｒｅｉｓｓ－ｎｅｒ）和努德斯特姆
（Ｎｏｒｄｓｔｒｏｍ）发现的，是众所周知的史瓦西（Ｓｃｈｗａｒｚｓｃｈｉｌｄ）解的一个
推广。由于黑洞有电荷，所以一个电磁波如果射到黑洞上，有一部分显然
会以引力波的形式反射回来。反过来，如果引力波入射到黑洞上，一部分
引力能量也会以电磁波的形式反射回来。令人惊讶的是，在任何频率的情
形下两种反射回来的部分都一样。这个结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其根本原
因目前被归结为（经典）物理学定律的时间可逆性。这个例子表明，广义
相对论在探索的每一个层次上都显示出奇异的均衡关系。正是这一事实，
使广义相对论具有无与伦比的美。
至此，我的评论都只限于已被接受的伟大的思想，它们出自伟大的心
灵。但我们不能由此认为，只有伟大的心灵在伟大的思想中才能感受到美。
同样，创造的欢乐也不仅仅只限于少数几个幸运的人。事实上，只要努力
去领会均衡的奇异性和各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固有的和谐，
我们都有机会体验美和创造的欢欣。除此以外，把一个科学领域的研究对
象和谐地组织起来，使它有序、规范、连贯，我们同样也可以得到满足。
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雅可比的《动力学讲义》、玻耳兹曼的《气体理论
讲义》，索末菲的《原子结构和光谱》、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原理》和薛
定谔晚年撰写的一些珍贵的解说性论著。正如古希腊罗马哲学家普罗提诺
（Ｐｌｏｔｉｎｕｓ）所说，透过物质现象隐约可见的永恒的光辉，在这些书中像
彩虹那样展示在我们眼前。
最后，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在追求科学美中得
到满足，正如弗吉妮娅·伍尔芙（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Ｗｏｏｌｆ）① 的《浪》中的演员
们一样：
这儿有一个正方块，那儿有一个长方块。演员们将正方块放
到长方块上，放得非常精确，想做一个完美的住处。从外面还看
不出什么名堂，但结构可以看出来了；虽然明摆着不完美。我们
虽不多才多艺，但也不那样无能；我们已经作出了长方块，并把
它们放到正方块上。这就是我们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安慰。

①

VirginiaWoolf（1882—1941），英国著名女作家。

５ 米尔恩讲座
爱德华·阿瑟·米尔恩和他
在现代天体物理学发展中的地位
（１９７９）
Ⅰ
米尔恩是在 １９２１ 年进入天体物理学领域的。那时，天体物理学才刚刚
起步，对现代天体物理学的两大支柱——恒星大气理论和恒星结构理论还
少有研究。
在 １９２０ 年，天体物理理论方面的书籍很少，可以说仅有一本，即罗伯
特·埃姆登（ＲｏｂｅｒｔＥｍｄｅｎ）的《气体圈》（Ｇａｓｋｕｇｅｌｎ）。这本书出版于
１９０７ 年，对引力场中处于平衡态的气体的质量作了极为详细的研究；并且
指出，平衡态下气体的压强与气体密度的某种乘方成正比。这就是多方气
体圈理论，它在爱丁顿和米尔恩的研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埃姆登的著
作除了包括广为大家所知的多方气体圈理论之外，还讨论了太阳大气中的
物理条件。这一讨论实际上是对卡尔·史瓦西的如下推论作了解释：太阳
外层不可能处于对流平衡，而是处于辐射平衡。史瓦西是从太阳边缘的有
限亮度分析中提出上述推论的，下面我马上会谈到这一点。同一时期，天
体物理学的另一重要成就出现在阿瑟·舒斯特（Ａｒｔｈｕｒ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的论文
中。在该论文中，舒斯特处理了与太阳和恒星大气吸收谱线有关的热辐射
传递理论问题。
史瓦西于 １９１４ 年对辐射平衡的概念作了更深入的分析。１９１６ 年，爱
丁顿将这些概念引入到作为一个整体的恒星系的热平衡中去，并由此着手
关于恒星内部结构的首篇论文。１９１８ 年，爱丁顿的恒星亮度变化的脉动理
论问世。
当时，原子论仍处于幼年时期，萨哈（Ｓａｈａ）关于在恒星大气中估计
的温度和压强下，各种原子激发和电离的论文即将发表。
米尔恩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天体物理学领域的。我得马上插一句，他
的贡献主要还不在于与他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的具体进步，而更多的在于他
的治学态度和治学作风。后面我会详细地讲一讲。
Ⅱ
很幸运的是，米尔恩将注意力转移到天体物理学领域时，他首先遇到
的问题正好与他的治学风格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合拍。正如我将要指出的，
米尔恩刚开始进入天体物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保持领先地
位，并且为我们了解恒星外层的一些不变的特性提供了证据。正是由于这
一点，我想细致地谈一下他在这方面的工作。
米尔恩开始研究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太阳不同区域亮度不同的现象，也
就是图 １ 所示的太阳边缘发暗的现象。不仅从太阳不同区域发出光线的总

亮度不一样，而且从太阳不同区域发出的不同波长的光（或说不同颜色的
光）的亮度也不一样。
图 ２ 很清楚地表明：太阳边缘发暗现象简明地反映了辐射强度与辐射
角的关系。１９０６ 年，史瓦西研究了太阳边缘发暗问题，将它与辐射平衡优
势和由此产生的太阳外层大气温度变化联系起来。这样，问题的解释就变
得很简单了。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物体的辐射来自物体的不同深处，但由于外层物质
的阻挡，越是深处其辐射衰减的程度就越厉害。基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
说物体的辐射反映了物体表面下某一平均深度的辐射特征。这个平均深度
对于各种波长和各个角度的辐射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考察覆盖层对
辐射的衰减程度来测量它。换句话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总是能有效地观
察到一个单位的光学深度（辐射穿过单位光学深度的物质其衰减因子为
１／４）。
有一些辐射是以一定角度斜着穿过大气的，显然它们所代表的辐射深
度一定小于垂直于表面的辐射所代表的辐射深度。既然我们认为越深层温
度越高，那么以一定角度发出的辐射，其温度要比垂直辐射的温度低。所
以，倾斜辐射的强度要比垂直辐射弱（见图 ２）。或者说，恒星的边缘必
然发暗。
通过以上说明，可以清楚地看出要解释边缘发暗现象，必须解决的基
本问题是恒星外层的温度分布是怎样的。一旦温度的分布弄清楚了，就可
以直接将任何给定角度的辐射强度同物质对各种波长光线的不透明度（即
吸收系数或者吸收能力）联系起来。
设 x代表平均吸收系数，τ代表用 x量度的光深，Tτ 为深度τ处的温度。
根据普朗克分布可知，在深度为τ处辐射的频谱分布为：
2 hv 3
1
Bv ( Tτ ) = 2
(1)
c exp( hv / kTτ − 1)
这里，ｖ、ｃ、ｈ 分别为频率、光速和普朗克常数。相应地，与法线方
向成θ角，频率为 ｖ 的辐射的强度为：
∞
k
I v ( θ) = ∫ dτBv( Tτ )( v ) exp[ − k v k ) τ sec θ] sec θ
( 2)
0
k
其中，ｋｖ 是给定频率下的吸收系数。
显然，通过比较实际观测到的辐射强度与由方程（２）得出的辐射强
度，可以推得吸收系数随波长（由k v / k 计算）而变化；这种变化
明显规定了某种与太阳大气的构成有重要关系的东西。以上我提到的
问题，米尔恩在他早期的论文中作了彻底的解决。他从对太阳的观测数据
中，推导出太阳连续吸收系数随波长变化，如图 ３ 所示。
米尔恩强调，他导出的变化关系有两个特征：第一，在整个可见光谱

0

部分，吸收系数逐渐增大，在约8000A 附近达到一个极确定的最大值；
0

0

第二，超过8000 A 后，连续吸收系数开始减少，在16000 A 附近存在一个
最小值。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许多人用另外的方式重复了米尔恩的分析，均证
实了米尔恩的一些主要结论。下面我将谈其中的一个证实方式，它是由
１９４６ 年（米尔恩后约 ２５ 年）查隆格（Ｃｈａｌｏｎｇｅ）和考格诺夫（Ｋｏｕｒｇａｎｏｆｆ）
的研究提供的。
假定某一深度处温度为 Ｔ，试求覆盖层对各种波长辐射的不透明度。
显然，米尔恩的基本理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查隆格和考格诺夫对该问题
的分析结果如图 ４ 所示，它和米尔恩的结论符合得很好。
导出连续吸收系数随波长变化这一论断，其推理分析的简洁性表明，
它涉及到了太阳大气的基本成分。至于成分可能是什么，只有在 ４０ 年代人
们能够明确分离出太阳大气的一种基本成分以后，才能得到答案。
这段历史代表着米尔恩最早最基础的研究成果，请让我追溯一下这段
历史。
利用变分法可以确定原子系统基态能能量的上限。１９３０ 年，海勒拉斯
和贝特各自独立地利用变分法揭示出：氢原子可以结合一个电子形成负离
子，其结合能稍大于 ３／４ 电子伏特。但是，只有到了 １９３８ 年，威尔特（Ｒｕｐｅｒｔ
Ｗｉｌｄｔ）才回头研究这个 １６ 年前由米尔恩提出来，而后一直被回避的基本
问题。威尔特指出，如果氢确实像其他证据表明的那样丰富的话，那么负
氢离子一定是非常集中地存在于太阳大气层中。这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建
议，它是使后来恒星大气理论有可能取得进展的关键。但是，在能够得出
负氢离子是导致太阳大气连续吸收谱的原因之前，还有几个困难必须克
服。
主要困难是从理论上判定负氢离子的吸收系数是否是连续变化的。在
这儿现在不适于谈这个问题解决的历史。那些对此感兴趣的人，可以参考
最近贝茨（Ｄａｖｉｄ Ｂａｔｅｓ）在《物理报道》（Ｐｈｙｓｉｃ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上发表的
一篇详细论述文章。图 ５（摘自贝茨的报告）足以说明解决此问题所需的
奋斗岁月。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负氢离子连续吸收系数再现了 １９２２
年米尔恩曲线中的几个基本特征（参看图 ４）。不可忽视的是，那时候负
氢离子从理论预言是一个原子种类，但对这一理论预言的实验证明还需等
待 １０ 年。
米尔恩的研究是现代天体物理学伟大的开端。关于这个问题讲到这儿
为止。
Ⅲ
下面转入天体物理学发展的另一阶段。大约在米尔恩致力于太阳连续
光谱研究的同时，福勒（Ｒ．Ｈ．Ｆｏｗｌｅｒ）和达尔文（Ｃ．Ｇ．Ｄａｒｗｉｎ）致力
研究的统计力学新方法正取得进展。那时候，萨哈在《哲学杂志》和《皇

家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首次将统计平衡理论（更确切地说，
是热力学）定量地应用于恒星反变层（ｓｔｅｌｌａｒ ｒｅｖｅｒｓｉｎｇ ｌａｙｅｒｓ）。
萨哈的理论建立在下面的观察基础上：恒星大气的每一稳定电离态吸
收不同的光谱，事实上是吸收一组不同的谱线。因而，在任何恒星光谱中，
连续光谱的吸收谱线的相对强度给出了不同电离态下的反变层中原子相对
数量的某种信息，同时也就给出了温度和压强这两个状态参量的有关信
息。萨哈早期应用这种思想，是基于对特征谱线的第一条和最后一条这样
两条边缘谱线位置的分析。他指出，在这两个位置处，反变层中能吸收该
特征谱线的原子的浓度一定非常小；如果能估算出相应的压强值，就可以
推算出温度值。
这些早期计算的精度值得怀疑，因为对特征谱线的边缘谱线出现的条
件作精确描述是很困难的，我们不知道与边缘谱线对应的“非常小的”原
子浓度究竟有多小；而且边缘谱线出现的位置还依赖于产生这种谱线的元
素的相对丰度。福勒和米尔恩在 １９２３～１９２５ 年间发表的一些论文中，对此
问题重新阐述如下：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恒星光谱中某给定吸收谱线的
强度，总是随反变层中能吸收该谱线的原子浓度的变化作同样变
化。
这样，就避开了有关谱线边缘出现的问题。福勒和米尔恩首先致力于
确定恒星序列中某条谱线达到最大强度时的位置。在所述前提下，最大强
度发生在能吸收谱线的原子的浓度最大处；为此所需的条件仅仅只有温度
和压强。也就是说，一定压强下，谱线强度最大时的温度可以从平衡态性
质简单地推导出来。这是第一种利用萨哈的理论定量处理恒星温度和压强
问题的令人满意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福勒和米尔恩首次为哈佛巨系光
谱型建立了一种理论温标，这是天体物理学的一个真正的里程碑。
随后，米尔恩又写了一些论文论述平均压强和平均温度的概念，这两
个概念是他和福勒研究的基础，反过来又需要至少在两个方面重新定义。
首先，必须明确“吸收谱线的强度”这一短语的确切含义；其次，要考虑
到温度、压强的变化以及产生吸收谱线的吸收层的各种物理参数的变化。
事实上，我们必须构造出恒星大气模型。尽管米尔恩指出在重新定义平均
压强和平均温度的过程中，一些基本因素应全部考虑到，但他却没有对此
作任何进一步的分析。更进一步分析和完善的工作落在潘尼柯克（Ｐａｎ－
ｎｅｋｏｅｋ）、安索尔德（Ｕｎｓｏｌｄ）、明纳尔特（Ｍｉｎｎａｅｒｔ）及其他一些人身
上。建立恒星大气模型现在已成为一个科研热点，这一切均起源于萨哈、
福勒和米尔恩在基本物理概念方面作出的不朽的努力。
Ⅳ

接下来我要谈的是米尔恩在恒星结构方面的研究工作。早在致力于恒
星大气理论研究的同时，米尔恩就已经关注恒星结构理论方面的问题了。
在 １９２３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考察了低速转动对爱丁顿标准恒星模型和
质光关系的影响。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论文，它将数学和物理学的方法紧
密接合起来〔请让我插一句，正是米尔恩的这篇论文促使我十年后创立了
完善的畸变多方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ｐｏｌｙｒｔｏｐｅｓ）〕。
但是，直到 １９２９ 年，米尔恩才真正将注意力转移到恒星结构问题的研
究上来。由于同爱丁顿激烈的争论造成的压力的影响，开始并不怎么顺利。
据我看，这场争论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插曲，它对米尔恩以后的研究工作
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在这儿我不想对此争论评头论足，但是，无论怎
样解释 １９２９ 年以后米尔恩的工作，都不可能不涉及这段历史。
１９２６ 年，福勒在一篇奠基性的论文中指出，白矮星（如天狼星的伴星）
内部物质的状态不可能是一种准确服从方程 Ｐ＝ＲρＴ 的理想气体（式中 Ｐ
代表压强，ρ代表密度，Ｔ 代表温度，Ｒ 代表普适气体常数）；它应该服从
由当时新提出的费米－狄拉克统计给出的状态方程，而且是它的极限形式，
即低于某一临界值的自由电子的能级均被占满，高于此临界值的能级均未
被占据。换句话说，物质处于“简并”状态。
福勒的讨论充分证实，爱丁顿的假设——恒星完全是气态的，服从常
规状态方程——不具普适性，上面提到的白矮星就是一个反例。白矮星中
物质是简并的，压强和浓度的关系几乎与温度无关。因而，探索在什么时
期和在什么条件下恒星内部物质发生简并，这在当时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研
究课题。但是米尔恩的研究不是这样直接展开的。他是从如下的前提（至
少他认为这是个先验的结论）开始的：所有恒星都存在简并区域，而且所
有恒星可分为两大类：中心凝聚结构型和坍塌结构型。这两类恒星的区别
主要在于简并区域的大小。
１９３１ 年，米尔恩发表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的第一篇论文。在论文中，
米尔恩提出了一些很有效的分析方法，用于建立复合星（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ｔｅｌｌａｒ）结构。他认为在这种复合恒星结构的不同区域中，压强和浓度之
间的关系是不同的。此外，米尔恩还鼓励他的老友福勒系统地研究支配多
方分布的埃姆登微分方程的全部解。
〔插一句话，我想引用哈代在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举行的一次皇家天文学会的
会议上的讲话，也许你们有些人记得，哈代 ２０ 年代在牛津大学任 Ｓａｖｉｌｌｉａｎ
教席的几何学教授。他（如像他后来向我承认的那样，当时心无诚意地）
说：
作为一位数学家，关于恒星到底是什么的两种观点的争论，
我一点也不关心……但是我对福勒先生的论文有特殊的兴
趣……他的论文可能是论文集中唯一有永久价值的，因为他肯定

是对的，因而其他人的观点很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恐怕哈代的预言大部分已经被证实了吧！〕
我们还是回到米尔恩的研究上来。米尔恩向皇家学会递交第一篇论文
之前，他就已经被告知，完全简并的恒星其质量不能超过某个极限值；同
时该事实又为恒星简并核所能包容的质量设置了一个上限；最后，考虑到
大质量恒星中辐射压越来越重要，巨大质量的恒星肯定不可能产生简并
区。但是，米尔恩没有接受这些事实，相反，他写道：
如果量子力学的结论与许多显而易见的推理发生矛盾的
话，那么，状态方程所依据的基本原理和先前提到的普遍原理，
其中必然有一个是错误的。开尔文关于太阳引力年龄的计算看来
是很完美的，但是它与许多当时还未认识到的判断相矛盾。我很
清楚，物质的行为不可能像你们描述的那样……你们罗列出一群
声名显赫的权威，如玻尔、泡利、福勒、威尔逊等，这的确给人
以深刻的印象，但这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今天看来，米尔恩的消极态度显然使他不能认识到，正确利用费米简
并可以直接导出如下的事实：质量巨大的恒星在耗尽能量之后，必须塌陷
为黑洞。这个结论是由爱丁顿提出的，但又为爱丁顿本人和米尔恩所不愿
接受。他们的失败说明了靠自己的信念去考察世界是十分危险的。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米尔恩在处理复合恒星模型的过程中，提出了一
些很有效的分析方法。他的方法从理论上讲很适合于处理具有简并核的恒
星模型，恒星在它们各自的质量上限内，肯定会有简并核。米尔恩本应该
很容易地完成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他没有做，这对于米尔恩本人和天体物
理学来说都是不幸的。
Ⅴ
对运动相对性和宇宙学的研究，是米尔恩最后阶段也是工作量最大的
工作。在谈到这些研究之前，我想简单提一下 １９３５ 年米尔恩在一篇论文中
对恒星运动学的精彩分析。在论文中，米尔恩仿照斯托克斯的分析方法，
分析了恒星系内部可能存在的差动运动（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ｍｏｔｉｏｎｓ）。斯托
克斯曾将流体动力学中流体运动分为三种运动形式：转动、剪切运动和扩
张。从这种分析观点出发，恒星基速度的双正弦波（随银河径度而变化）
具有一个同恒星间距离成正比的振幅，就显然不证自明了。米尔恩的分析
为以后更多的动力学讨论奠定了基础。
Ⅵ
下面我要谈米尔恩科研工作的最后一个方面，他自己确认这一方面是
他对科学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１９４３ 年 ７ 月 ６ 日，他在给我的信中涉及到

了他的宇宙膨胀理论：
我不知道我是否曾向你谈到过我对这种理论的看法，只知道
它的理论结构与一般的数学物理有着惊人的不同。但我确信，一
旦我的理论被人们认识后，它将被视为一种革命。这样吹捧自己
的工作实属少见，但我内心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也许将米尔恩先生仅对我个人讲的话透露出来是不合适的，但就我的
看法而论，我不能对他的理论一味地去赞扬，对此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一
点。
在阐述他的运动相对论时，米尔恩坚决主张引力理论没有广义相对论
也能够很完善。他为一本论文集写了一篇题为“没有相对性的引力”的文
章，这本论文集在 １９４９ 年被送给爱因斯坦。后来米尔恩的论文又被收集在
《在世哲学家文库》第七卷《爱因斯坦：哲学家和科学家》（Ｐ．Ａ．希尔普
编）中。作为答复，爱因斯坦在该书末篇中写道：
对米尔恩先生坦率的见解，我只能说他们的理论基础太狭
隘。依我来看，一个人如果不利用广义相对论，他就不可能在宇
宙学领域里通过理论研究获得任何可靠的成果。
与爱因斯坦的这一观点相对照，我们再列出米尔恩对广义相对论的看
法：
用黎曼度规描述现象给出了建立概念的基础，爱因斯坦的引
力理论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从这一概念基础导出的必然结论。我
从未相信过它存在的必然性……广义相对论如同一个开满鲜花
同时又杂草丛生的花园，近来期望的鲜花盖过无用的杂草而使花
园美丽壮观。
米尔恩接着说，“在我们的花园里只有鲜花开放”。
为了完整起见，我想谈谈自己的观点。广义相对论建立在下面的假设
基础之上：一种引力理论应用于“小范围”的物体上时必须能还原为牛顿
定律，比如处理太阳系中物体的运动；而且一个理论只有当它同其他物理
定律相一致时（如纳入等效原理），它才能被推广到宇宙更大的范围中去。
而米尔恩建构理论的顺序刚好与此相反。他假设我们可以先构造出宇宙理
论，用它解决引力问题，然后再下推到小范围的现象中。米尔恩没有实现
他的设想，也许这种设想本来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好啦，现在你们已经听到了三种不同的权威观点。

虽然我从总体上否定了米尔恩的这段工作，但我应当立即指出，他的
工作中有一些关键处仍闪耀着创造性的光辉。比如，米尔恩利用观察者交
换光信号来分析洛伦兹变换就是准确而又经济的典范。应该让更多的人了
解它，正如邦迪（Ｂｏｎｄｉ）指出的：
我觉得，我们都深受米尔恩的教益，但对这一点说得不够。
他在宇宙学的研究中，引入了雷达测距法的设想。
接下来我想谈谈米尔恩的宇宙学思想，这些思想在现代科学中占有稳
固的位置。
在 ２０ 年代末和 ３０ 年代初，作为统一宇宙理论基础的事实有两个：
１．在一级近似下，河外星云的分布是局部均匀和各向同性的。
２．星系在不断地远离我们，不同星系之间也在不断地远离，远离的速
度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正比，就像哈勃定律指出的那样。
弗里德曼（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和勒迈特（Ｌｅｍａｉｔｒｅ）建立的相对论模型受到
了欢迎，特别是受到了爱丁顿的欢迎。但此理论对上面两个事实的讨论有
意无意地给人一种印象：只有广义相对论才能将上述两个事实融为一体。
这就夸大了广义相对论的作用。米尔恩正确地指出，对上述两个事实有一
个很简单的解释，并不一定需要引入任何特殊的理论。
观察到的宇宙膨胀和哈勃关系仅仅表明，我们现在所能观察到的星云
曾经在某一时刻聚集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假设在时刻 ｔ，星云聚集在一
个狭小空间内（如图 ６），星云的速度方向各异但大小相等，设为 Ｖ。经过
一段足够长的时间间隔（ｔ—ｔ０ ）之后，这些彼此相同的星云将向外分散运
动，并局限在一个比较薄的球壳内，球壳的厚度为 Ｖ（ｔ—ｔ０ ）。假
设原来的狭小空间内除了包含速度大小为V的星云外还含有速度大小
V
为 的星云，那么经过时间间隔 ( t − t 0 ) 后，这些星云将局限在一个
2
V
厚度为 ( t − t 0 ) 球壳内。更一般地说，如果原始狭小空间内包含有
2
种速度大小的星云，经过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后，速度大小各异的星云将会
分散开来；也就是说，它们将分处在离中心距离不等的地方，并且遵守哈
勃定律。用米尔恩的话说：“物以类聚，鸟以群分。”
我们上面描述的简单模型表明，观察到的宇宙膨胀不过是宇宙初始高
平均密度的一个结果罢了——今天没有人反对这一结论。
另外，正如米尔恩强调指出的，一个同质的粒子系统，所有的粒子都
相对于某一取定的粒子作后退运动，其速度与它们到该粒子的距离成正
比。这样的系统具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征：如图 ７ 所示，根据速度矢
量合成的平行四边行法则可以证明，只要不太靠近边界，取系统中的任何
粒子作为参考粒子，对系统中运动的描述效果都一样。在这样的系统中，

每个粒子都可以视自己为中心，其他粒子都在径向上离它而去，其速度与
它们到中心粒子的距离成正比，并具有相同的比例常数。换句话说，宇宙
就是一个同质和各向同性，内部的运动满足哈勃关系的系统，因而宇宙这
样一个大系统就应该和上述粒子系统具有类似的特征：宇宙各星系具有共
同的起源。即以任何一个星系作参考系来描述宇宙，效果都是一样的。米
尔恩把这后一结论作为宇宙学原理（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提出来。
他认为该原理是至高无上的，不容违背的，是他的运动相对性理论的核心。
由于前面我已提到过的原因，我不想对米尔恩的运动相对性理论作任
何进一步的评价。但是，我应该讲清楚，根据米尔恩的想法，如何从宇宙
学原理和牛顿定律推导出一个局部恰当的，而且同弗里德曼相对论宇宙模
型相符合的宇宙描述。
显然，宇宙学原理要求对每一个观察者来说，宇宙相对于他自己都是
球对称的。根据一个在牛顿理论框架和广义相对论理论框架中都有效的原
理，如果一个系统中物质的分布相对于原点具有球对称性，那么处在球边
界上的粒子将仅受球内部物质的吸引作用。这样，只要扩张的速度远小于
光速，压力对惯性的影响可以忽略，我们就可以利用牛顿引力定律和牛顿
的概念体系分析该系统的动力学性质，而且可以期望这样处理的结果在所
述的限制范围内对广义相对论的理论框架来说，也是有效的。的确，如米
尔恩，更确切地说如米尔恩和麦克雷（ＭｃＣｒｅａ）指出的，从牛顿理论分析
得出的方程和从相对论分析得出的方程是一致的，当然也是在上述限制范
围内。若超出了这个范围，即压强对惯性的影响不能不考虑，膨胀的速度
可以和光速相比拟，那我们就必须借助于广义相对论了。
我不知道米尔恩是否同意我对他的思想的表达，是否答应我向广义相
对论作出的让步。然而，我上面主要根据米尔恩的思想描述的理论，今天
已是每个宇宙学的学生都必须学习的内容。
Ⅶ
从总体上看，米尔恩是怎样的一位科学家呢？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善于将复杂的问题分解成一些基本要素，然
后对每个要素逐个地分析其内涵和意义。干脆利落、精力充沛的著述风格
是他敏锐分析能力的标志。他曾告诉我，他的笔常常跟不上一泻千里的思
路。此外，他力求将分析性的问题解决得优美精致，并以此为乐。他的这
一令人羡慕的特点洋溢在他所有著作中，尽管在后期的作品中这一特点被
多少掩盖了一些，但那是出于自卫和争论的缘故。一旦气氛比较自由，思
维不受约束了，他就会在他那奔流的思维中，以及他的论证的过程和构织
中，把显而易见的愉悦传递给读者。尤其是在他妙不可言的著作《矢量力
学》一书中，这种愉悦的感受可说达到了顶点。读者还可以从其他一些论
文中得到相似的感受，虽然这些作品可能不是他科研工作的主流，但这些
珍品以许多方式反映了米尔恩最优秀的一面。

如果让我选择一篇文章能体现米尔恩的创造力，他的风格和他对自己
所做事情的酷爱的话，我将选择他于 １９３３ 年发表在《牛津季刊》上的论文
“非稳态动力学及其在造父变星光变上的应用”（就是连这篇文章也受到
了一些不必要争论的影响）。１９３３ 年我们在我的剑桥寓所里谈话时，米尔
恩向我讲述了包含在这篇文章中的思想。他想知道，造父变星的光变现象
怎样才能用一个普通的理论框架而不需要参考任何内部特殊参量（比如温
度和压强等）来解释。他说，造父变星说到底就是一部热机，根据他从纽
沃尔（Ｈ．Ｆ．Ｎｅｗａｌｌ）那里学过的关于格里菲思热机的知识，他很快建立
了一个理论框架，由光变相对振幅的时间导数得出下面函数方程：
ｋϕ（ｔ）＋ϕ［ｔ＋ｂ＋ϕ（ｔ）］＝０
其中，ｋ 和 ｂ 是两个常数。
方程（３）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性质。例如，如果在某时刻ϕ为零，那么
在一个时间间隔为 ｂ 内的无限多连续瞬间，ϕ均取零；如果ϕ取 １，则方程
有周期解，周期为 ｚｂ；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有趣的性质。
后来，米尔恩在一次皇家天体物理学会的会议上谈到这一工作时，曾
不无自豪地说，既然方程（３）
给出的周期解再现了造父变星光变曲线的一些特点……那
么建立一种分析（造父变星光变）理论，从中导出方程（３），
不是不能做到的。
要对米尔恩作全面的评价，必须考虑到他在剑桥的早期岁月被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断；１９２３ 年得了重病，这病于 １９５０ 年夺去了他的生命；他一
生中还掺杂着重大的个人悲剧：科研工作蒙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停滞
多年；晚年又病魔缠身；更重要的是，和爱丁顿的争论使他的科学经历倍
添苦涩。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不利因素，再牢记他做出的许多实实在在的
成绩，那么我们就会像他的老朋友和同事哈里·普拉斯克特（Ｈａｒｒｙ
Ｐｌａｓｋｔｅｔｔ）那样公正地说：“他虽死犹生，他的智慧永存。”

６

纪念 Ａ．Ｓ．爱丁顿诞辰一百周年讲座（１９８２）
（１）爱丁顿：当代最杰出的天体物理学家

Ⅰ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爱丁顿在他 ６２ 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在大西洋彼岸，
与他同时代的伟大人物罗素（Ｈ．Ｎ．Ｒｕｓｓｅｌｌ）为此写道：“爱丁顿爵士逝
世，天体物理学因此失去了自己最杰出的代表。”〔１〕我这次讲座的头一
讲，就是从罗素那里得到了启发。
在评价爱丁顿对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贡献之前，我打算先作一些传
略性介绍，这样，对爱丁顿个人风格可以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阿瑟·斯坦利·爱丁顿（Ａｒｔｈｕｒ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１８８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出生在威斯特摩兰的肯特尔。父亲阿瑟·亨利·爱丁顿
（ＡｒｔｈｕｒＨｅｎｒｙ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是肯特尔镇斯特拉蒙加特学校的校长及校董。
道尔顿（Ｊ．Ｄａｌｔｏｎ）一百年前曾在那里任教，４８ 年后爱丁顿被授予肯特
尔镇荣誉镇民，他当时回忆说：
我父母婚后在肯特尔生活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但肯特尔的传
统已深深印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肯特尔一直将科学工作认作一项
最重要的公共服务，这不是从任何物质意义上，而是基于它对社
会作出的贡献。我为此深感欣慰。肯特尔更早的时候就与科学和
一位伟大的化学家联系在一起，这位或许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化学
家，曾经是斯特拉蒙加特学校的校长，一百年后我父亲成为这同
一所学校的校长，我也出生在那里。从道尔顿开始我们有了原
子，我自己现在也成为一名原子研究者。道尔顿一定留下一些思
想的胚芽，它们在斯特拉蒙加特延续。我喜欢想起那种连续性，
能够沿着肯特尔伟大的科学家开辟的道路前迸，我为此深感自
豪。”〔２〕
爱丁顿的父亲死于 １８８４ 年，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斯坦利和
比他年长四岁的姐姐温尼弗雷德，迁往滨流韦斯顿。在这里，爱丁顿很早
就显示出对大数的迷恋：他学会了 ２４×２４ 乘法表；有一次开始数《圣经》
有多少字。爱丁顿从未失去对大数的兴趣。在以后的生活里，写到天体大
小和距离时他常喜欢明确地带上所有的零。比如，１９２６ 年爱丁顿在牛津给
英国学术协会做晚会演讲时是这样开头的：
恒星具有相当稳定的质量，太阳的质量为——我把它写在黑
板上：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吨。
但愿没写错数字零的个数，我知道你们不会介意多或者少一
两个零，可大自然在乎。〔３〕
１９３５ 年爱丁顿的兴趣已转向天体宇宙，他是这样介绍这门学科的：〔４〕
英里
太阳的距离
９３００００００
太阳系范围（冥王星轨道）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最近恒星的距离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最近星系的距离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宇宙的原始圆周长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谈到大数，最著名的当然要数他 １９３９ 年出版的《物理科学的哲学》第 １１
章开头一句：
我相信宇宙中有 １５ ７４７ ７２４ １３６ ２７５ ００２ ５７７６０５ ６５３ ９６１
１８１ ５５５ ４６８ ０４４ ７１７ ９１４ ５２７ １１６ ７０９ ３６６ ２３１ ４２５ ０７６ １８５ ６３１
０３１２９６ 个质子和相同数目的电子。〔５〕
这个数为 １３６×２２５６ ，后来人们称它为爱丁顿数。罗素问过爱丁顿，是
他自己算出这个值还是让别人算出来的。爱丁顿说在一次跨越大西洋的旅
途中自己动手算出的。
１８９３ 至 １８９８ 年，爱丁顿在滨流韦斯顿的布里米林学校上学。记得爱
丁顿曾告诉我，他在学校玩的一种游戏就是像刘易斯·卡罗尔那样编造出
语法正确却无实际意义的英文句子。有一次他对我说起一个例子，“站在
篱笆旁，听起来像一只萝卜（Ｔｏ ｓｔａｎｄ ｂｙｔｈｅｈ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ｕｎｄ ｌｉｋｅ ａ
ｔｕｒｎｉｐ．）”。后来在他更严肃一些的著作中，爱丁顿习惯于引用这样的
句子。他的斯沃思莫尔演讲“科学与未知世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人
类个性无法用符号来估量，正如你无法摘录一首十四行诗的平方根一样。”
〔６〕
我不想更深入地谈及他的童年教育，只想提到一个事实：他 １８９８ 年进
入曼彻斯特的欧文学院，一呆就是四年。他在欧文学院的老师包括舒斯特
爵士和拉姆爵士（Ｓｉｒ Ｈｏｒａｃｅ Ｌａｍｂ）。爱丁顿似乎对拉姆一直怀有深深的
敬意。２０ 年代初，爱丁顿已是英国科学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据说他曾经
说过：“尽管我明白被人称作狮子般勇猛意味着什么，但我宁愿是一只羔
羊（Ｌａｍｂ）。”
在曼彻斯特度过这段重要岁月后，爱丁顿于 １９０３ 年依靠一份初级入学
奖学金进入剑桥继续攻读，这份奖学金后改为中级奖学金。１９０４ 年他成为
数学学位考试一等及格者；１９０７ 年获得史密斯奖学金；同年入选三一学

院。１９３６ 年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午餐会上，我有幸坐在怀特海（Ａｌｆｒｅｄ Ｎｏｒｔｈ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旁边。怀特海是 １９０７ 年的投票人之一。他回忆说他当时选择
了爱丁顿，尽管另一位提交的论文篇幅长得多。怀特海回忆起此事时显得
很自豪。
１９０７ 年，也就是被选入三一学院的同一年，爱丁顿应皇家天文学家克
里斯蒂爵士（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之邀，进入格林威治天文台任高级助手。
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五年，直到 １９１２ 年被选为剑桥的普卢米安讲座教授，接
替乔治·达尔文爵士。罗伯特·伯尔爵士（Ｒｏｂｅｒｔ Ｂａｌｌ）１９１４ 年去世后，
爱丁顿还担任了剑桥天文台台长。从此他在这个显赫的职位上一干就是三
十年。在剑桥，他先是与母亲和姐姐同住，后来又单独和他姐姐住在一起。
Ⅱ
结束传记性介绍前，我想谈一谈爱丁顿的一般观点和习惯。
爱丁顿是教友派信徒，作为一个教友派信徒，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是一个基于道义的反战者。下一次讲座里还要详细介绍他对那场战争基
于道义的反对态度。这里我只想说说他 １９２９ 年的斯沃思莫尔演讲“科学与
未知世界”。爱丁顿在这篇演讲里极其诚恳地表述了他对宗教、科学和生
命的看法：
宗教信条是一种巨大的障碍，它阻碍着科学家的观点与宗教
所经常要求的观念达成完全一致……探索精神激励着我们，它拒
绝将任何形式的信条作为探索的目标。如果发现有那么一所大
学，那里的学生们需要完成的一项练习就是吟诵自己对牛顿运动
定律、麦克斯韦方程和光的电磁理论的笃信和忠诚，我相信你一
定震惊不已。即便背诵的是我们自己钟爱的理论，或者是近几年
新的理论，我们依然为此遗憾。如果教育学生应将这些结果当作
需要背诵和认可的东西，学生们就根本理解不了科学训练的意
图。科学可能达不到自己的理想；而且尽管冲突的危险不至于以
这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可真要在信条和教义面前坚持我们的
立场，通常并不容易做到，对通俗科学来说尤其如此。
拒绝信条与保持生活信念并不矛盾。科学没有信条，并不等
于我们对信仰漠不关心。我们的信念不在于相信已有关于宇宙的
全部知识永远正确，而是确信我们仍在前进途中，如果说我们所
谓的事实是变化着的阴影，那么这阴影正是永恒真理之光投下
的。
信念与盲目自信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７〕
有一件小事。爱丁顿的朋友们都知道他非常喜欢在春秋两季独自骑车
旅行，可也许只有少数人知道他对旅行作了细心记录。我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离

开剑桥前，爱丁顿曾给我看过一大张英国巴塞洛缪旅行地图，上面布满他
仔细描出的前些年旅行经过的不同路线。他还告诉我摊开看的那张已是第
二张地图，他养的狗把前面那张撕烂了，害得他重弄一张地图，并将第一
张地图上的全部路线抄录过来。
爱丁顿还告诉过我，在格林威治任高级助手时，他和西德尼·查普曼
（另一位旅行酷爱者）曾订出一条衡量旅行记录的指标。该指标指的是一
个最大天数 Ｎ，在不同的 Ｎ 天里骑车行走 Ｎ 英里以上的路程（我后来有次
向查普曼提起这个指标时，他已记不起来；但他记得自己经常和爱丁顿比
较旅行记录）。
爱丁顿后来给我的每封信都要谈及最新的 Ｎ 值，这也许令人感动。以
下摘自他的两封信：
我旅行的 Ｎ 值还是 ７５。今年复活节运气不佳，骑车旅行两
次，可只有 ７４．７５ 英里，没有用。还需另外四次骑车旅行才能
完成下次跃迁。然而，那几天天气和地方都不错，特别是南威尔
士……明天我得穿上神秘的衣服——短裤和丝质长筒袜！还有英
王授予的勋章。（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４ 日）
现在 Ｎ 值为 ７７。我记得你在时还是 ７５。最近的跃迁发生在
几天前，那天我在沼泽地里骑了 ８０ 英里。由于无法得到夜宿的
地方，１９４０ 年以来一直没作骑车旅行，所以记录前进得很慢。
（１９４３ 年 ９ 月 ２ 日）
最后一件事。爱丁顿特别喜欢做《泰晤士报》和《新政治家和国家报》
上的纵横字谜。解开一个字谜他很少有超过 ５ 分钟的。爱丁顿有时让我看
着他解字谜，速度之快令人惊讶。
（Ⅲ）
允许我现在转而评价爱丁顿对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贡献。１９０６ 年爱
丁顿开始投身天文学时，格罗宁根的卡普坦（Ｊ．Ｃ．Ｋａｐｔｅｙｎ）已作出一项
革命性的发现。卡普坦是研究恒星运动的一位伟大先驱，他的发现如下：
在那以前，人们一直以为，恒星处于一个局部静止系统中，其运动完
全是随机的，不存在任何偏优的方向，这就是说在这种系统之中，其周围
恒星的平均速度为零。关于恒星本征运动和径向速度，它们所揭示的一个
基本问题就是确定太阳的运动，也就是确定太阳在其周围恒星所决定的静
止系统中的“奇异速度”。根据速度不存在偏优方向的随机性假设，本征
运动分布投影到小天区时应为一个拉长的椭圆（见图 １（ａ））。但卡普坦
看到的并非如此，他发现是一条双叶曲线（见图 １（ｂ））。
爱丁顿对卡普坦的发现作了如下描述：

现在出版的“格罗宁根出版物”系列谈到这些问题，其中最
有趣的当数第六本。但是，去图书馆查阅该书却是枉然，因为第
六本中那些有趣之事并没有写出来。自然界发生了意外的变故，
与第六本书原先详尽叙述的设想不符。第六本书题为《宇宙速度
之分布：第一部分理论》，研究的是当太阳的运动和距离变化时，
恒星沿自身方向随机运动的统计特征。与此同时，还准备比较观
察得到的奥维尔－布拉德雷本征运动，以确定公式中的数值常
数。这个理论尽管代表着当时公认的观点，可结果根本不对，甚
至完全无法比较；人们不得不放弃使用这个公式。这就是卡普坦
关于两个恒星流的伟大发现，它是 １９０５ 年在南非举行的英国学
术协会会议上宣布的。这个发现第一次揭示了恒星系统的某种结
〔８〕
构，为研究相距遥远的恒星个体间的关系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爱丁顿和卡普坦假设，可形式地将太阳周围的恒星看作两个群或者
流，它们处于相对运动中，并且每个群内的运动是独立随机的。他们由此
就可说明恒星本征运动分布的观察特征。这就是卡普坦－爱丁顿二星流假
说。根据这一假说，以前提出的麦克斯韦速度分布假设，也即
j3
2
dN = N 3/2 e − j2 u du，
(1)
π
要用下式代替
j3
2
j3
2
2
2
dN = N 1 [11/2] e − j1 u − u 1 du + N 2 [12/ 2] e − j2 u − u 2 du， ( 2)
π
π
其中，Ｎ１ ，Ｎ２ 分别为两个星流的恒星数目，ｕ１ ，ｕ２ 是星流在局部静止
系统中的速度，ｊ１ ，ｊ２ 为星流中恒星相对平均速率。另外，速度分布（２）
相对于局部静止系统，它满足：
Ｎ１ ｕ１ ＋Ｎ２ ｕ２ ＝０

（３）

在格林威治的那段时间里，爱丁顿写了好几篇论文讨论用分布（２）描
述恒星运动的动力学。他还提出了确定星流 Ｎ１ ，Ｎ２ ，ｕ１ ，ｕ２ ，ｊ１ ，ｊ２ 等参
数的分析方法。根据所掌握的恒星本征运动方面的知识，爱丁顿求出了这
些参数。爱丁顿的这些文章表现了理论与观测的非凡综合，反映了他对天
文观测结果的犀利洞察力。
卡普坦－爱丁顿二星流假说颇令人满意，可卡尔·史瓦西就同样的观测
给出了另外的解释。史瓦西的出发点在于，在适当取向的参照系中，用更
一般的椭球分布代替麦克斯韦分布（１），即
j j j
dN = N 1 32/ 2 3 exp( − j12 u 22 − j 23 u 23 ) du 1du 2 du 3
( 4)
π
爱丁顿本人认为史瓦西公式是解释卡普坦发现最优美，最合适的方
法。这种解释一直保留到现在。
爱丁顿 １９１４ 年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恒星运动与宇宙的结构》。作为这

一阶段成果的总结，爱丁顿书中以大量的篇幅对当时已有恒星运动知识，
作了系统表述。但最后一章“恒星系统动力学”却开辟了有前途的新天地。
爱丁顿先证明两星相遇不能有效改变单个恒星的运动方向，而后得出结
论：决定恒星在六维相空间分布的函数 ｆ（ｘ，ｙ，ｚ，ｕ，ｖ，ｗ，ｔ）需由恒
星处于平滑引力势中的动力学轨道，也即六维刘维尔方程（Ｌｉｏｕｖｉｌｌ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或我们现在所称无碰撞波耳兹曼方程）的解来确定。
在 １９１５ 和 １９１６ 年发表的论文中，爱丁顿求出了刘维尔方程的解，它
与史瓦西的速度椭圆分布一致；特别是得到适合球对称星系的自洽解。与
此类似，爱丁顿第一次提出了应用维里定理（Ｖｉｒ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ｍ）将群集恒
星的平均动能与其平均势能联系起来的方法——至今这种方法在银河系和
银河系族这样更大的天体情形下仍然有用。
因此，完全可以说爱丁顿创立了恒星动力学这一仍颇具生命力的学
科。
（Ⅳ）
下面我要转向的话题无疑是爱丁顿对物理学最重要的贡献——创立现
代理论天体物理学，开辟恒星结构、组织和演化的新学科。１９１６ 年为理解
造父变星亮度的变化，激发了他对恒星结构的兴趣；随着《恒星的内部结
构》的出版，这种兴趣达到了顶点。人们应当记住，在这同一个 １０ 年间，
爱丁顿参与了对日食现象的观测，它提供了光通过引力场发生偏转的第一
个证据——他后来称这件事为他在天文学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事件；除此
以外，他还写出了《相对性的数学理论》（１９２３），更不用说《关于引力
相对论的报告》（１９１５）以及他深受欢迎的两本书：《空间，时间与引力》
（１９２０）和《恒星与原子》（１９２７）——这是硕果累累的 １０ 年。
在恒星内部结构领域，爱丁顿认识并建立了以下我们现在理解的基本
原理：
１．辐射压对维持恒星平衡的重要作用，随恒星质量的不断增长越来越
大。
２．恒星内部达到辐射平衡时的情况与对流平衡不同，辐射平衡时温度
梯度由能源分布和恒星物质对优势辐射场的不透明度分布共同决定。确切
地说有
dp r
L( r )
1
= −k
p，p r = aT 4
(5)
2
dr
3
4 πcr
和
r

L( r ) = 4π ∫ ερr 2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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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里，Ｐｒ，ｋ，ε和ρ分别表示辐射压，恒星不透明度系数，每克恒星
物质的产热率和密度。另外，ａ 为斯蒂藩辐射常数，ｃ 为光速。
３．影响不透明度系数 ｋ 的主要物理过程取决于软 Ｘ 射线区的光电吸收
系数，也即取决于高度离子化原子的最内部的 Ｋ 层和 Ｌ 层的电离作用。

４．电子散射是星体不透明度的最终源泉，对于维持质量为给定值 Ｍ
的恒星来说，光度有一个上限。最大光度由下式给出：
4 πcGM
L<
( 7)
σe
其中σｅ 为汤姆逊散射系数。最大光度现在通常称作爱丁顿极限。爱丁
顿极限在目前有关黑洞周围 Ｘ 射线源和吸积盘光度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５．一级近似情况下，普通恒星（也即主序恒星）的质量、光度、有效
温度关系对恒星能量源分布不很敏感，因此，即使对恒星能量源了解不多，
仍能建立某种关系与观测作比较。
６．氢变成氦是恒星最可能的能量来源。
爱丁顿 ６０ 年前作出的这些推断，在当时以至现在仍然有效。
我想对其中的一些推断加以展开，以揭示爱丁顿应付这类问题的思
路。
爱丁顿得出，辐射压是恒星平衡的一个因素，恒星质量越大则辐射作
用就越大，我们首先考察确立这一结论的方法。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爱丁
顿带上所有的零写出太阳的质量时，他评论说，人们不应认为零的确切数
目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大自然在乎”。
爱丁顿在《恒星的内部结构》一书中得出结论的方式是，他想象这样
一位科学家：
在一颗云雾缭绕的行星上，这位物理学家对恒星闻所未闻。
他计算着一系列大小不同气球体（ｇｌｏｂｅｓ ｏｆｇａｓ）的辐射压与气
压之比，比如说从质量为 １０ 克的球开始，然后是 １００ 克，１０００
克，继续下去，至第 ｎ 个球，其质量为 １０ｎ 克。表 １ 给出更有意
义的部分结果。
表１

球序号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０
３８
３９
４０

辐射压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６
０．１０６
０．５７０
０．８５０
０．９５１
．９８４
０．９９５１
０．９９８４
０．９９９５１

气压
０．９９９９９９８４
０．９９９９８４
０．９９８４
０．８９４
０．４３０
０．１５０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４９

该表其余的部分主要是 ９ 和 ０ 组成的长串。只是第 ３３ 号至
３５ 号球这一特殊的质量范围才有意思，这以后又变成 ９ 和 ０ 的
串。如果说物质与以太（气压与辐射压）之间存在一场较量，这
场较量完全是一边倒，只是在第 ３３ 至 ３５ 号球之间有些例外。可
以预料那里出现了什么事。
“出现”的正是恒星。
我们的物理学家一直在云雾下面工作，现在掀开云雾的面
纱，他得以仰视天空。那里发现有十亿个气球体，质量几乎都在
第 ３３ 和 ３５ 号球之间，也就是说质量在太阳质量的一半至五倍之
间。已知恒星中，最轻的恒星约为 ２×１０３２ 克，最重的约为 ２×
１０３５ 克。大部分在 １０３３ ～１０３４ 之间，辐射压与气压抗
争的严峻挑战就在这里开始了。〔９〕
表 １ 的计算基于这样的假设。气压（ｐｇ ）与辐射压（Ｐｒ ）之比β／（１
—β）在整个恒星范围内为一常数；并且平均分子量μ为 ２．５。本来μ＝１．０
更切合实际一些，那样每个球的质量会以因子（２．５）２ ＝６．２５ 的倍数增加。
这个因子的意义并不大。可爱丁顿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涉及到。其一，尽
管计算结果清楚表明上述计算涉及质量大小和星体尺寸（带上所有的零！）
的自然常数的组合，可爱丁顿并没有将它分离出来，鉴于他后来对自然常
数的专注，这种疏忽颇令人惊讶。实际上，在我们感兴趣的范围内，决定
星球质量的自然常数组合为
4
k
3
1

[   R ]1/ 2 3/2
(8)
H
a
G
其中，Ｈ 为质子质量，Ｇ 为引力常数，ｋ 和 ａ 分别为波耳兹曼常数和斯
蒂藩常数。斯蒂藩常数的值为
8π 5k 4
α=
，
( 9)
15h 3c 3
其中 ｈ 为普朗克常数。将它代入（８）式，我们发现所涉质量大小的自

然常数组合为
 hc 
 
 G

3/2

1
≅ 29.2 ⊙ ≅ 5.2 × 10 34 g
2
H

(10)

可以这样说，现行的恒星结构和恒星演化理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基
于正确提供了上述恒星质量大小的自然常数组合（这里说明一下，质量大
小的一般组合为
a
1
 hc 
，
(11)
 
 G  H 2a −1
其中，ａ 是任意的，ａ＝１／２ 时，上式包含了普朗克质量（ｈｃ／Ｇ）１／２ ）。
表 １ 所示的计算中，爱丁顿没有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辐射压
与引力抗争的范围与“恒星的发生”有关？在这个问题上，爱丁顿没有在
他的“标准模型”（即辐射压与气压之比在整个恒星中为常数）上进行讨
论，那样他本可以采用他自己的一条定理——稳定性定理，即，恒星中心
的压力要比相同质量、相同中心密度、密度均匀物体的中心压力小，以此
可以说明恒星中心的辐射压与总压力之比小于只考虑恒星质量所计算出的
结果。这样一来表 １ 由表 ２ 替代，而对被云雾围绕的恒星上那位物理学家
来说，结论是一样的。
表２
（ Ｍ／Ｍ ⊙ ）μ 2
０．５６
１．０１
２．１４
３．８３
６．１２
９．６２
１５．４９
２６．５２
５０．９２
１２２．５
２２４．４
５１９．６

辐射压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３０
０．４０
０．５０
０．６０
０．７０
０．８０
０．８５
０．９０

气压
０．９９
０．９７
０．９０
０．８０
０．７０
０．６０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３０
０．２０
０．１５
０．１０

关于其他一些关键方面，有一项与恒星不透明性相关的工作，充分展
示了爱丁顿进行天文学推理时，对待物理学理论的态度。在考虑有关恒星
不透明性问题时，他请教了 Ｘ 射线及γ射线专家埃里斯（Ｃ．Ｄ． Ｅｌｌｉｓ）
并受益匪浅。另外，克拉默斯有一篇著名的论文，第一次对光电电离的原
子截面从理论上作了估算，而这正是爱丁顿所需要的。不过，在克拉默斯
论文发表之前，爱丁顿已经根据原子核直接俘获电子的假设提出了自己的
理论，这种假设在物理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他还坚持将他的理论与天文学

联系起来，反对包括卢瑟福在内的许多物理学家提出的有说服力的证据。
只是在克莱默斯论文发表，并且其理论推断与实验结果被验证一致后，爱
丁顿才放弃自己的理论。可根据克拉默斯的不透明性定律，天文观测结果
与理论质光关系将相差十倍以上。１９３２ 年爱丁顿消除了这一偏差（斯特龙
格伦也独立地做到这一点）。他的作法是采用氢和氦的高丰度值，那时罗
素已通过对太阳大气元素丰度的分析确定了这一点。然而由此得出恒星的
构成并不都是一样的结论，爱丁顿过很久才承认。事实上，爱丁顿更早的
时候就认识到，只要假设氢丰度很高，并且恒星平均分子量接近于 １，就
可以解决不透明性偏差问题。但这一假设会破坏自己关于“恒星的发生”
的证据。按照爱丁顿的特点，他本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宁可给这种不
一致性找到另外的解释。”
爱丁顿关于恒星能源的预测大概是他作出的最壮观的预言。１９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他在卡迪夫给英国学术协会作的报告中，包含了所有天文学文献中
最富预见性的论述。
只是出于传统的惰性才使得有些人仍然不肯放弃收缩假
说，其实，它不再活着，只是一具未被埋葬的尸首。可是，在我
们决定埋葬这具死尸之前，我们得坦率地认清我们目前所处的位
置。恒星以未被我们了解的方式，动用某个巨大的能量储备库作
能量源。这个能量库几乎只可能是亚原子能量，众所周知，这种
能量在所有物质中都大量存在。我们有时梦想总有一天人类学会
如何让它们释放出来，为己所用。这一储备几乎取之不竭，只要
它能被发掘出来。太阳的能量足够它的热量继续输出 １５０ 亿
年……
阿斯顿进一步确证氦原子的质量比进入其中的四个氢原子
的质量之和还小——至于这一点，化学家们无论如何是同意的。
聚合过程中质量损失总计 １／１２０，氢的原子量为 １．００８，氦的原
子量只有 ４。我不想详述阿斯顿给出的精彩证明，因为你们可从
他那里了解这些。质量不可能消灭，其赤字部分只可能在嬗变过
程中以能量的形式释放出来。于是我们立即可以算出氢变为氦时
释放的能量。如果最初恒星质量的 ５％由氢原子组成，这些氢原
子逐渐合成更复杂的元素，其间释放的能量就超出我们的需求，
我们也就无需进一步寻找恒星能量的来源。
确实，如果恒星的亚原子能量可随意用来维持其巨大熔炉，
控制这一潜在能量造福人类——或毁灭人类的梦想，就似乎离现
实更近一步。〔１０〕
在关于恒星能量来源问题上，老一代的天体物理学家会回忆起爱丁顿

在进行辩驳时的一段名言：
举例来说，已经有人表示反对，认为恒星温度不足以使氢嬗
变为氦，从而对这一可能的能源不予考虑。可氦是存在着的，对
于批评家来说，力陈恒星温度如何不够并无太大用处，除非他能
够向我们指出一个更热的地方来。〔１１〕
（Ⅴ）
我在开头曾说过，爱丁顿对恒星内部结构的兴趣，源于他试图解释造
父变星所显示出的恒星可变性和周光关系而作出的努力。里特尔（Ｒｉｔｔｅｒ）
早些时候对处于对流平衡中的气态恒星绝热脉动进行了分析，爱丁顿对分
析结果作了推广。并将它应用在按他的标准模型建立的辐射平衡恒星上。
爱丁顿接着将得到的周期公式与他的质光关系结合起来，从而能够以一种
普遍的方式解释观测得到的造父变星的周光关系。有关恒星可变性的脉动
理论就这样逐渐建立起来。
爱丁顿对造父变星可变性的初步分析，没有提供诸如恒星亮度、有效
温度和径向速度等变量间的标准位相关系。然而他清楚认识到，大量的元
素氢和氦在恒星外层被电离并形成对流区，只有仔细研究那里的能量转移
机制，才能理解这些位相关系。爱丁顿以后几年多次回到这一问题。事实
上，他最后发表的论文之一就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只是到了后来，由
于史瓦西、莱托（Ｐ．Ｌｅｄｏｕｘ）和克里斯蒂（Ｒ．Ｃｈｒｉｓｔｙ）的共同研究，才
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虽然爱丁顿对天体物理学的主要贡献在恒星结构领域，这决不是说他
对天体物理学其他领域的贡献不重要。他提出了辐射转移问题的一种近似
解决方法——“爱丁顿近似”；他解决了恒星大气中谱线的形成问题，这
在恒星大气理论发展初期常常用到；他还讨论了相距很近的双星系统的反
射效应，人们根据双星的星蚀分析光线弯曲，以确定单个恒星的质量时，
这种效应必须考虑。爱丁顿在后一项工作中考虑的问题，正是分层平面大
气中有关光的散射与透射这一更大问题的原型，这一学科后来才逐渐成熟
起来。
在天体物理学的这些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或许要数爱丁顿引入了“稀
释因子”（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他发明的这个词沿用至今，在确定星际
空间电离状态时，这个因子可以使我们考虑到主辐射场场强的减弱。也是
爱丁顿最先修正了“生长曲线”方法，将它应用于星际吸收谱线问题。安
索尔德（Ａ．Ｕｎｓｏｌｄ）和明纳尔特（Ｍ．Ｍｉｎｎａｅｒｔ）提出的“生长曲线”方
法，可用于根据恒星吸收谱线强度得出元素的相对丰度。
爱丁顿对星系动力学和天体物理学的兴趣集中体现在他以下预言上：
由星际吸收谱线确定的径向速度与银河纬度有一定关系，由这种关系确定

的径向速度存在一个幅度，这个幅度应是恒星吸收线所表现出的一半，后
来斯特路维（Ｏ．Ｓｔｒｕｖｅ）和普拉斯克特（Ｊ．Ｓ．Ｐｌａｓｋｅｔｔ）通过观测完美
地证实了这一预测。
至于《恒星的内部结构》，它包含了目前为止我已介绍过的大部分内
容，罗素曾说过：“这本著作堪称一部第一流的杰作。”〔１２〕
（Ⅵ）
我在叙述爱丁顿对恒星结构的贡献时，只字未提他先后与琼斯
（Ｊｅａｎｓ）和米尔恩进行的连续论战。从现在流行的观点看，当时争论的问
题似乎并不是很重要：随着对恒星能源的理解加深，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需要不同的表述和不同的解决办法。应该说，爱丁顿对待自己科学对手的
方式并不总是很公平。在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的皇家天文学会会议上，米尔恩宣
读了一篇论文，爱丁顿对此回应如下：
米尔恩教授没有详细谈及为什么他的结论与我的有如此天
壤之别。我对文章其余部分兴趣索然，若对它的正确性还存有丝
毫幻想的话，那太荒谬了。〔１３〕
争论时使用的语言有时显得近乎刻薄，以下摘自琼斯发表在《天文台》
杂志的两封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人们在等温平衡方面已经做过大量的工作，因此很难理解爱
丁顿教授怎会抱有这样的错觉，似乎他正在未被探索的领域从事
开拓性的工作。他完全不参考其他人的理论工作（除了引用埃姆
登的一些数值计算结果外），这一事实表明情况确实如此。
（１９２６
年 ８ 月）
结束本信时请允许我谨向爱丁顿教授保证，如果在将来他能
够戒除对我的工作作野蛮攻击，尽管他无法对我的工作加以证
实，同时一旦发现我以前的工作对他有所裨益而按惯例表示他的
谢意，从而清除我们之间长期不和的根源的话，我会感到莫大的
快乐。我更看重的是上述请求的后一部分，因为我发现我引进天
体物理学的一些最富成效的思想，如物质的湮灭是恒星能量的来
源，以及高度电离的原子和自由电子是组成恒星的物质等，现在
都相当普遍地归于爱丁顿教授了。（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１４〕
我想以一段轻松的轶事中止这些让人不愉快的插曲。
大家知道，爱丁顿有时喜欢看赛马，不时带他的姐姐一起去参观纽马
克赛马大会。哈代一定知道此事，因为有一次我听他问爱丁顿是否赌过马。
爱丁顿承认曾经赌过，“不过只有一次。”哈代很想知道那次赛马的情况；

爱丁顿解释说一匹名叫琼斯的马飞跑着，他无法抗拒诱惑而在它身上下了
注。问他赢了没有，爱丁顿带着他特有的微笑回答说：“没有！”

（２）爱丁顿：广义相对论的阐述者和倡导者
我上一次讲座主要探讨了爱丁顿对理论天体物理学的贡献，并具体说
明罗素对他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罗素认为爱丁顿是他那个时代天体物理
学最杰出的代表。我在这次讲座里准备涉及这样一些内容：爱丁顿是广义
相对论的阐述者和倡导者；为验证爱因斯坦关于光在引力场中发生偏转的
预测，格林威治－剑桥联合考察队观测了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 ２９ 日的日食现象，爱
丁顿在这次考察中起到什么作用；在长达 １６ 年以上的时间里，爱丁顿在宇
宙学以及——用他自己的话说——“统一量子论和相对论”方面所作的努
力。不过，与上次讲座相比，这次讲座恐怕并不完全令人愉快。
我想还是先从较愉快的一面谈起。
（Ⅶ）
爱因斯坦 １９０５ 年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原理，接下来的十年里他致力于使
牛顿的引力理论与狭义相对论中的两个原理，特别是任何信号都不能以超
过光速的速度传播这一原理相一致。在经历多次失败后，１９１５ 年夏秋季爱
因斯坦在写给柏林科学院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短信中，达到了目标。战争
仍在进行，要不是荷兰的中立以及爱因斯坦与洛仑兹（Ｈ．Ａ．Ｌｏｒｅｎｔｚ）、
埃伦菲斯特和德西特（Ｗ· ｄｅ Ｓｉｔｔｅｒ）的私交（见图 ３），爱因斯坦成功
的消息就不可能越过英吉利海峡（更不必说大西洋了）。德西特将爱因斯
坦论文的复本寄给爱丁顿，并在 １９１６—１９１７ 年间将他自己的三篇论文送交
皇家天文学会，这三篇文章部分是阐述性的，部分是他本人的贡献。现在
所称的德西特宇宙，在上述三篇文章的最后一篇里作了描述。
那时爱丁顿担任皇家天文学会秘书职务，他必须对德西特的论文进行
处理。从他在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的皇家天文学会会议上对德西特三篇文章最后
一篇所作的说明，人们可以推测他仔细阅读了这些文章，并亲自进行了审
定。〔１５〕
人们会记得，爱因斯坦在最后一封信中阐述了他的基本场方程，结束
时还预言般地说：“任何充分理解这一理论的人，都无法逃避它的魔力。”
爱丁顿一定是着了魔，因为不到两年时间，他就为伦敦物理学会写出了《关
于引力相对论的报告》。这是一篇情绪激昂的报告，写得清晰而又简洁，
即使在今天，它仍是低年级学生的一本好的入门读物。
（Ⅷ）
毫无疑问，正是爱丁顿对广义相对论的热情，成功地影响了他的亲密
朋友和同事费兰克·戴逊爵士，并使这位皇家天文学会会员对广义相对论
着了迷；不久，他们共同制订了一个考察计划，如果“那个时刻到来之际
文明状态允许的话”（引自琼斯之语），他们打算对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 ２９ 日的
日食现象进行观测。对于自己参与制订这次考察计划并取得成功一事，爱
丁顿认为是“我在天文学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事件。”有许多有趣的事情，

真不知该从何谈起。请让我先谈谈爱丁顿曾给我作的说明。
记得有一次，我告诉爱丁顿说我非常钦佩他的科学敏感性：在未来显
得异常暗淡的情况下，他还制订了那次远征的计划。令我吃惊的是，爱丁
顿对这一评价未作任何赞许，并还告诉我，如果全由他自己决定，他决不
会组织那样的考察，因为他完全相信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他还介绍了参
与这次考察的经过。这些我在《皇家学会评论和记录》〔１６〕上介绍过，不
过请允许我再重复一下。
１９１７ 年，战争已进行两年多，英国制订了对所有强壮男子的征兵法
令；爱丁顿时年 ３４ 岁，合乎征兵条件，但作为热心虔诚的教友派信徒，他
是一个基于道义的反战者。人们知道而且预料他会以此为理由要求延缓服
兵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国内的舆论对于那些真诚的反战者是非
常不利的，事实上，与拒服兵役者结交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耻辱。那个时候，
剑桥的一些忠实朋友们，如约瑟夫·拉莫爵士（Ｊｏｓｅｐｈ Ｌａｒｍｏｒ，拉莫进动
即以他的名字命名）、纽沃尔（Ｈ．Ｆ．Ｎｅｗａｌｌ）教授及其他一些人，试图
通过内政部以使爱丁顿缓服兵役，他们提出的理由是：爱丁顿是一位著名
科学家，让他在军队服役不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英国科学家们对莫斯利
（Ｍｏｓｅｌｅｙ）阵亡加里波利的事记忆犹新。拉莫等人的努力差不多就要成
功，内政部给爱丁顿去了一封信，他只需签上自己的名字寄回就行了。可
爱丁顿在回信上加了一个附注，大意是说如果不能因为所述理由缓服兵役
的话，他就以基于道义的反战来要求缓服兵役。这样的附注自然将内政部
置于窘境，因为规定凡拒服兵役者必须送入军营；拉莫他们为此也非常生
气。但爱丁顿告诉我说，他不明白他们生气的理由。当他表达自己意见的
时候，他的许多教友派朋友正在北英格兰的军营里削马铃薯皮，他认为他
没有任何理由不和他们一起。显然是由于戴逊的调停（作为皇家天文学家，
他与海军军部联系密切），爱丁顿终于延缓了兵役，他们达成明确的条件：
如果战争在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前结束，爱丁顿就要率领一个考察队去验证爱因斯
坦的预言！
关于这些事件已公开发表了一些略有不同的说法；不过它们仅在侧重
点和较次要的情节上有所不同。好在爱丁顿本人也曾叙述了这次考察的计
划和进行过程。他写道：
光线的弯曲影响太阳附近的可见恒星，因而只有在日全食期
间，月亮遮住眩目的太阳光线时，才能进行观测。即使在那时，
仍有大量的日冕光线在日面上延伸很远。因此，必须观测太阳附
近很亮的恒星，它们才不会淹没在日冕的强烈照射之中。另外，
这些恒星的位移只能相对于其他一些恒星来测量，那些恒星离太
阳较远而且位移较小；我们需要一定数量的外围亮星作为参考
点。

在迷信年代，自然哲学家如想进行一项重要实验，就会求助
占星家确定实验的黄道吉日。今天的天文学家借助更可靠的理
性，经研究后人们发现，一年中观测光线最好的日子是 ５ 月 ２９
日。理由是太阳绕着黄道的周年转动中，要穿过稀密不同的恒星
域，但只是在 ５ 月 ２９ 日这一天，太阳处于一团由明亮恒星——
毕宿星团的一部分——组成的特殊区域的中央，这真是理想的最
佳星域。如果在历史上别的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话，或许得等
上好几千年才会在这个幸运日子发生日全食，可运气好得出奇，
就在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发生了日食……
１９１７ 年 ３ 月，皇家天文学家（戴逊爵士）提醒人们注意这
个难得的机会；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开始
了观测的准备工作……〔１７〕
……在大战中的 １９１８ 年就开始制订计划，但直到最后一刻
还不能确定考察队能否出征……戴逊爵士在格林威治组织了两
个考察队，一个去巴西的索布拉尔，另一个去西非的普林西比
岛。克罗梅林（Ａ．Ｃ．Ｄ．Ｃｒｏｍｍｅｌｉｎ）博士和戴维逊（Ｃ．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先生去索布拉尔，柯丁罕（Ｅ．Ｔ．Ｃ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先生及我去普
林西比。
仪器制造商们在停战前无法动工；同时因考察队必须在二月
份起航，准备工作就相当匆忙。去巴西的那一组碰上好天气；由
于一些偶然情况，他们的观测结果一直拖了好几个月才整理出
来，不过最终还是提供了最具决定性的证明。我在去普林西比的
那一组。发生日食那天，那里正巧赶上阴雨和多云天气，几乎没
有任何希望。将近全食的时候，太阳开始发暗；我们仍然完成了
工作计划，但愿情况不会太糟糕。云层一定是在全食结束前变薄
了，因为尽管有许多照片报废，我们还是得到两张底片，上面有
我们所期望的恒星图像。将这些照片与对同样星域在太阳处于别
处时拍下的照片作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就表明，恒星由于光线
经过太阳附近发生弯曲而造成表观位移。
当时我们面临的情况，存在三种可能性：或许根本不存在什
么偏移，也就是说光线不受引力的影响；或许存在“半偏移”，
正如牛顿所言，光受重力的影响，遵从简单的牛顿定律；或许存
在“全偏移”，从而证实了爱因斯坦定律而非牛顿定律。我记得
戴逊将所有这些解释给我的同事柯丁罕听以后，将主要思想总结
为偏差越大，就越是激动人心。柯丁罕问：“如果我们得到双倍
偏移，那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戴逊回答说，“爱丁顿
就会发疯，你只得孤身一人回去”。
事先就安排当场对底片进行测量，这倒不全是因为急不可

待，而是担心回家途中发生什么意外，所以我们立即检查了一张
成功的底片。天文测量中所得到的数值与理论预言的一样大，所
以一张底片几乎就可决定问题的结果，尽管肯定还会通过其他的
底片来加以证实。日食三天之后，计算最终完成，我知道爱因斯
坦理论经受住了考验，科学思想的新观点取得了胜利。柯丁罕用
不着孤身一人回家。〔１８〕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皇家学会主席汤姆逊爵士（Ｊ．Ｊ．Ｔｈｏｍｓｏｎ）主持
了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联合会议，会上报告了这次考察的科学结果。
这次会议引起了少有的关注，我清楚记得卢瑟福有一次回忆起这次会议受
关注的情况。
１９３３ 年圣诞假期间，在三一大厅举行的餐会之后，我与卢瑟福、爱丁
顿、帕特里克·杜瓦尔（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ｕｖａｌ，著名几何学家）以及阿莫斯爵士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Ａｍｏｓ，２０ 年代曾任埃及政府高级司法顾问）围坐在教员休息室
的火炉旁交谈着。谈话中间，阿莫斯有一次转身朝向卢瑟福说：“我不明
白为什么爱因斯坦会比你赢得更高的赞誉，毕竟是你发明了原子的核模
型；并且这一模型给今天物理科学的一切奠定了基础，它的应用甚至比牛
顿的引力定律更普遍。还有，爱因斯坦的预言与牛顿理论的差别微乎其微，
我不明白所有这些纷纷扬扬的小题大作到底是为什么。”听罢这席话，卢
瑟福转向爱丁顿说：“你对爱因斯坦的名望负有责任。”他态度严肃地说：
战争已经结束，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自满已被粉碎。人
们觉得一切价值和理想都迷失了方向。突然间，他们得知一位德
国科学家提出的一个天文学预言被英国天文学家们证实，这些英
国科学家特意去巴西和西非进行了考察，并且还在战争期间就对
这次考察作了准备。天文学从来就吸引着大众的想象力；一项天
文学发现，超越了世俗的冲突，拨响了人们敏感的心弦。在皇家
学会的会议上报告这次英国考察队的结果，这在所有的英国报刊
上都成了标题新闻，宣传的飓风跨过了大西洋。从此以后，美国
新闻界把爱因斯坦捧上了天。
结束这一节报告之际，我想引述琼斯向戴逊颁发皇家天文学会金质奖
章时说过的一段话：
１９１８ 年，战争中最黑暗的日子里，格林威治天文台和剑桥
大学分别组织考察队，打算对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的日食进行观测，如
果那个时刻到来之际文明状态允许的话。这是对爱因斯坦广义相
对论的决定性考验。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签署停战协定后不久，考察队

出发了，并且后来带回的结果彻底改变了天文学家关于引力本质
的概念以及普通人关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宇宙的本质概念。如果
这种成功的荣誉必须在戴逊爵士和爱丁顿教授之间分开的话，坦
率地讲，我真不知道该以什么比例作出分配。依我之见，与其说
是平分荣誉，不如将全部荣誉归于每个人，因为如果他们中的任
何人没有发挥作用，或者是缺乏洞察力、热心，或者缺乏把握时
机的本领，我怀疑这次考察还能否完成，最早通过观测确定时间
和空间到底为何物这一伟大的荣誉，很可能落入他人之手。〔１９〕
（Ⅸ）
我想对这件事作些补充。
戴逊和爱丁顿将他们考察结果的报告讲完后，汤姆逊从会议主持人角
度作了如下评述：
事实上，牛顿在其《光学》中的第一个问题提出了这一点，
根据他的假定本可以得出现有光弯曲数值的一个半值来。但是，
这次测出的这个结果并不是孤立的，它是科学思想整体的一部
分，影响着物理学最基本的概念……它是牛顿时代以来引力理论
方面得到的最重要的结果，因而应当在和牛顿密切相关的皇家学
会的会议上宣布，这样做是十分恰当的……
如果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对的，我们对引力就得采取一种全新
的观点。如果能够证实爱因斯坦推理的正确性——它已经经受了
与水星近日点和现在这次日食有关的两次严峻考验——那么他
就是人类思想一项最高成就。这一理论的弱点在于表述上的巨大
困难。无论是谁，如果对不变量理论和变量微积分学缺乏透彻的
了解，就不可能理解新的引力理论。〔２０〕
正如汤姆逊提到的，广义相对论理解上的“困难”，当时并且以后很
长一段时间一直也是公认的看法。确实，不久就有“世界上只有三个人懂
广义相对论”的神话。事实上这一神话就产生于这同一次会议。
爱丁顿（在我前面提到的那次三一学院餐后谈话中）回忆起，就在皇
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联合会议散会时，希尔伯斯坦（Ｌｕｄｗｉｇ
Ｓｉｌｂｅｒｓｔｅｉｎ）走到他跟前说：“爱丁顿教授，您一定是世界上三个懂广义
相对论的人之一。”正当爱丁顿对这一说法犹豫不决时，希尔伯斯坦又说：
“不要谦虚，爱丁顿先生。”结果，爱丁顿回答说：“正好相反，我在考
虑第三个人会是谁。”
我想顺便说一下，人们极大地夸张了理解广义相对论的这种公认的困
难，这促成几十年来这一学科的停滞。许多在 ６０ 和 ７０ 年代取得的进展，

本可以在二三十年代很容易地得到。
爱丁顿很喜欢重复戴逊对柯丁罕说的话：“爱丁顿就会发疯，你只得
孤身一人回去。”在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的一次皇家天文学会会议上，当佛伦里奇
（Ｆｉｎｌａｙ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报告说他的日食观测结果给出的光偏移值远远大于
爱因斯坦预言值时〔２１〕，爱丁顿重复了戴逊的话，气势咄咄逼人！但里克
天文台在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的皇家天文学会会议上报告他们 １９２２ 年观测得出一
致的结果时，爱丁顿作了如下评论：
我想是《怪兽搜捕记》① 中的贝尔曼订下“事说三遍即为真”
的规矩。现在恒星已经对三支独立的考察队重复三次，所以我确
信结果是对的。〔２２〕
最后，我想谈一个概率论问题，它在 ３０ 年代末简直有些声名狼藉，最
初就产生于格林威治－剑桥考察队。问题本身以及爱丁顿解决问题的方式，
显示出他对概率论的深刻理解。在星流研究中，爱丁顿必须对大量的不确
定观测结果进行综合处理，他于是对概率论产生了兴趣（见《观测的综
合》）。
你们会记得，两支日食考察队分别由克罗梅林，戴维逊（他们去索布
拉尔）以及柯丁罕、爱丁顿（他们去普林西比）负责，在考察队出发前的
一次餐后谈话中，克罗梅林暗示可能会出现下述情况：
如果 Ｃ、Ｃ′、Ｄ、Ｅ 各自独立地在三次讲话中说一次真话，Ｄ 宣称 Ｅ 是
一个说谎者，Ｃ′否定了 Ｄ 的话，Ｃ 又肯定了 Ｃ′的话，那么 Ｅ 讲真话的概
率是多少？
爱丁顿在其《科学的新途径》〔２３〕中叙述这一问题时，将 Ｃ、Ｃ′、
Ｄ、Ｅ 换成了 Ａ、Ｂ、Ｃ、Ｄ，并给出答案为 ２５／７１。他后来说，“我轻而易
举给出答案时，没有料想到我会收到那么多信件。”许多人，包括丁戈尔
（Ｄｉｎｇｌｅ）在内，都认为问题的阐述含糊，爱丁顿给出的答案决非最显而
易见的。爱丁顿觉得，这个问题明确告诉我们（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都
会同意），它作了两条陈述：〔２４〕
（１）Ｄ 作了一个判断，比如说，Ｘ；
（２）Ａ 作的判断为“Ｂ 否认 Ｃ 反驳了 Ｘ”。
需要求得的就是 Ｘ 为真的概率。爱丁顿将他的解答解释如下：
我们不知道 Ｂ 和 Ｃ 作了任何相关的判断。比如说，如果 Ｂ
真实地否定 Ｃ 反驳了 Ｘ，我们也毫无理由认为 Ｃ 肯定 Ｘ。
我们可以找出与已知条件不一致的组合仅为：（α） Ａ 说

①

《TheHuntingoftheSnark》，英国作家 LewisCarroll 写的诗集——译者注。

真话， Ｂ 说假话， Ｃ 说真话， Ｄ 说真话，（β）Ａ 说真话，Ｂ
说假话，Ｃ 说假话，Ｄ 说假话。因为如果 Ａ 说假话，我们就不知
道 Ｂ 说什么；如果 Ａ 和 Ｂ 都说真话，就不知道 Ｃ 说什么。
既然（α）和（β）在 ８１ 次机会中分别出现 ２ 次和 ８ 次，Ｄ
的 ２７ 次真话和 ５４ 次假话就减为 ２５ 次和 ４６ 次。所以，所求概率
为 ２５／７１。〔２５〕
爱丁顿的答案无疑是对的，尽管仍然有人对它持有异议。
（Ⅹ）
我现在谈谈爱丁顿对经典相对论的其他方面贡献。我认为爱丁顿对广
义相对论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在《相对论的数学理论》中对该课题令人
惊奇的处理方法。我经常用到它。此外，在他的数学处理中还点缀着许多
引人注目的格言。我最喜欢的一句是：“空间不是大量密集在一起的点；
而是大量互相联结在一起的距离。”〔２６〕
下面这段话摘自他的“对手”琼斯对爱丁顿这本书所作的评论，它很
好地概括了其显著特点：
我们处处都可以感受到辛勤刻苦的劳动和一丝不苟的审
慎；一章一章地往下看，每次都觉得对问题的说明总是再好不过
的。由于作者为之付出的心血，数学家读这书会轻松而又愉
快……本书的文体通篇清晰易懂，令人敬佩；它完全达到了我们
期望的爱丁顿教授的高水平，这样的赞誉是再恰当不过的。〔２７〕
除此以外，我想简要介绍一下爱丁顿三项具体的研究，它们清楚表明
他对经典相对论的领悟和理解。
首先，现代大多数相对论研究者都熟悉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所称为
事件视界（ｅｖｅｎｔ ｈｏｒｉｚｏｎ）的地方，史瓦西度规（ｍｅｔｒｉｃ）的表观奇异性
乃是选择坐标系的结果，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意义。爱丁顿在 １９２４ 年明确
地给出一种变换——现在称作爱丁顿－芬克尔斯坦变换，阐明了这一事实。
〔２８〕然而，应当说爱丁顿是因为别的目的得到这一变换的，并且从当时
的情况看不出他正忙于坐标奇异性的问题。
第二，爱因斯坦用辐射源的不定四极矩表示引力辐射发射率，目前对
爱因斯坦的原始公式正确与否有争论，所以回顾一下历史是很有意思的。
早在 １９２２ 年，爱丁顿就对刚性自旋杆的引力能量发射率作了清晰完整的演
算，并得出正确的结果，他还顺便发现爱因斯坦原始公式里错了一个因子
２。〔２８〕
第三，爱丁顿和克拉克在 １９３８ 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中，独立于爱因
斯坦、英费尔德（Ｉｎｆｅｌｄ）及霍夫曼（Ｈｏｆｆｍａｎ），研究了广义相对论中的

Ｎ 体问题，并求出了我们现在称作一阶后牛顿近似中的度规系数。〔３０〕
然而，爱丁顿和克拉克既没有将问题转换为哈密尔顿形式，也没有得出与
十个运动方程积分相类似的经典结果。他们主要关心质心的运动。给出他
们所述问题的一般性解答，需要始终在一阶后牛顿近似内，得出处于匀速
相对运动中的两个参照系之间的坐标变换，也即后伽利略变换。爱丁顿和
克拉克没有得到这样的变换；但他们确实解决了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即
两质点相对运动中的一种限制性问题。
前面所举的例子，特别是最后一个例子说明，如有兴趣的话，爱丁顿
能够解决经典相对论中很艰深、很复杂的问题。可他似乎兴趣不大。
（Ⅺ）
对于自己在经典相对论方面的贡献，爱丁顿最看重他对魏尔理论的推
广，该理论试图将引力理论与电磁学统一起来。１９５４ 年，有人在爱丁顿论
文中发现了一份文件，他在这里泛泛谈到他认为是自己主要科学成就的那
些内容，其中突出提到推广了魏尔的理论以及“与此相联系，他对引力定
律的解释”，即 Ｇμν＝Λｇμν，其中Λ为宇宙常数。无论如何，他当时所
形成的心态，在以后一些年中越发明确地成为他永恒的基石。因此，我打
算简明扼要地阐述一下魏尔理论及爱丁顿所作推广的本质。
在爱因斯坦系统表述他的广义相对论时，人们认为整个物理世界中只
需它给出两种场的描述：引力场和电磁场。爱因斯坦已经说明如何将引力
场并入时空结构，下一步很自然就是将电磁场也并入时空结构。显然，要
完成这样的归并，必须适当推广黎曼几何，拓广爱因斯坦理论的几何基础。
为了完成这种推广，魏尔和爱丁顿考虑了沿着一个封闭的无穷小环路平移
一个向量的最后效果。在黎曼几何中，向量描画出这样一个封闭环路后会
改变其方向，但长度不变。魏尔假定长度也会改变一个与其初始长度成比
例的值；爱丁顿则（首先）假定长度的改变是任意的。
在魏尔理论中，根据其基本假设，黎曼几何的克里斯托菲尔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ｅｌ）联络Γｉｊ，ｋ 变成
1
Γ *ij,k = Γ ij ,k + ( g ik ϕ j + g ik ϕ i − g ij ϕ k ) ，
（12 ）
2
其中，ϕ（ｉ＝１，２，３，４）是一些平滑函数。另外，在魏尔理论中，
我们要求所有的几何关系和物理定律不仅对任意坐标变换不变（如同
在爱因斯坦理论中一样），而且对度规变换，即变换
1 ax
ϕ → ϕi −
，
（13）
λ ax j
也应不变，其中λ为一任意函数。根据这些假设，魏尔证明
aϕ
aϕ
Fik = kj − ki ，
（14 ）
ax
ax
具有麦克斯韦张量的所有性质；他还通过这种方法成功达到引力与电
磁学的统一。

对引力理论来说，魏尔理论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在没有电磁场的情况
下，爱因斯坦方程（真空情况下）
Ｇｉｊ ＝０
（１５）
变成
Ｇｉｊ ＝Λｇｉｊ ，
（１６）
这里，Λ是一个普适常数，ｇｉｊ 和 Ｇｉｊ 分别是度规张量和爱因斯坦张量。
方程（１６）中的常数Λ就是爱因斯坦早在 １９１７ 年就引入的宇宙常数，现在
想起来，引入该常数的目的是为了使他的理论接受一种静止、均匀和各向
同性的宇宙模型。
爱丁顿对魏尔理论的推广相当于以下式代替方程（１２）：
Γ *ij,k = Γ ij, k + K ik , j + K jk ,i − K ij, k ，
(17)
其中，Ｋｉｊ，ｋ 是某个秩为 ３ 的协变张量（暂未详细说明）。另外，在没
有电磁场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得到包含宇宙常数项的爱因斯坦方程。
根据以上方程，自然会得出宇宙常数项，这一事实使爱丁顿确信在爱
因斯坦方程中包含该项的必要性；并且这一点成为他的观点的核心。正如
他自己解释的：
在任意一点上沿任意方向的曲率半径都与处于同一点和取
同一方向的特定物质单位的长度之比为一常数。〔３２〕
或者反过来说，
特定物质结构的长度与它所处位置及所取方向的宇宙曲率
半径之比为一常数。
爱丁顿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他的这一核心思想。因此他说：
我们知道，无论物质结构与它周围的真空达到平衡时所遵从
的实际规律是什么，爱因斯坦引力定律是用物质测量工具来测量
世界时，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３３〕
还有，
电子不会知道它应该是多大，除非空间存在独立的长度以便
电子能用来度量它自己。〔３４〕
确实，爱丁顿认为回复到不带Λ项的爱因斯坦方程相当于回复到牛顿
理论：

我认为回复到牛顿理论与去掉宇宙常数是一回事。〔３５〕
他的这种绝对信念导致产生下面这类极端性的说法：
令Λ＝０ 就意味着退回到不完全相对论——这一步只能认
为是退回到牛顿理论。〔３６〕
……在我看来，宇宙常数的地位不可动摇；即使相对论名声
扫地，宇宙常数将是最后坍塌的堡垒。去掉宇宙常数会动摇空间
的根基。〔３７〕
不过，并非只是爱丁顿持有这一观点。５０ 年代末，有一次我曾询问勒
迈特（Ｌｅｍａｉｔｒｅ）：以他所见，在我们的基本物理概念中广义相对论带来
的最重要变化是什么。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是“宇宙常数的引入！”同样，
爱因斯坦在 １９２３ 年写给玻尔（ＮｉｅｌｓＢｏｈｒ）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爱丁
顿比魏尔更接近真理。”〔３８〕确实，爱因斯坦提出的最后一种“统一场论”
（薛定谔也独立地完成了该项工作），与爱丁顿对魏尔理论的推广有很多
共同之处。但魏尔则有不同的看法，１９５３ 年他写道：
至于说爱丁顿本人对这一理论的创造性贡献，我认为主要包
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他关于仿射场理论（ａｆｆｉｎｅ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ｏｒｙ）的思想，其次是他后来力图用认识论原因解释那些似乎
参与了宇宙构成的纯数……
他的第一项贡献显然已经取得了成果。当爱因斯坦为这种理
论阐述其作用原理时采用了它（我错误地相信爱丁顿当时认为这
一理论是不必要的）……可我也对爱因斯坦最近的统一场论相当
怀疑。我坚信关于引力本质的最后定论还未作出，并且我觉得解
决这一问题的方向与爱丁顿和爱因斯坦最后的思想颇不相同。最
终解决这一问题还需等待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３９〕
尽管爱丁顿态度很肯定，可宇宙常数后来的命运一直是盛衰多变。当
人们发现弗里德曼宇宙模型为解释哈勃（Ｈｕｂｂｌｅ）膨胀这一简单事实提供
了令人满意的根据时，爱因斯坦和德西特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表示，没有
宇宙常数也可以。鉴于对“撤销”Λ有许多夸大其辞的说法，准确记录下
他们当时说过的话很有意义：
从历史上看，在场方程中引入“宇宙常数”项Λ是为了使我
们能够从理论上解释静止宇宙中有限平均密度的存在。现在看

来，不引入Λ项也能达到同样的结果……
……然而，曲率（常数Λ）必然是可以确定的，而且随着观
测数据精度的提高，我们将会确定其符号及数值大小。〔４０〕
爱丁顿曾写到爱因斯坦和德西特文章发表后不久他与爱因斯坦的会
面，以及德西特写给他的一封信。它们就这个问题从侧面作出了有趣的说
明，并且对爱因斯坦撤回Λ一事的极端性说法提出了疑问。
不久，爱因斯坦来我处探访，我在这件事上责备了他。他回
答说：“我自己认为这篇文章不是很重要，可德西特却认为很
好。”爱因斯坦刚走，德西特就写信说要来访。他还说：“你将
会看到我和爱因斯坦的那篇文章。我认为结果价值不大，可爱因
斯坦似乎认为它很重要。”〔４１〕
那么目前在宇宙常数问题上有些什么看法呢？可以看出有两种流行的
观点：一种是极端的观点（如 Ｗ．泡利所表述的〔４２〕），认为宇宙项“是
多余的，没有根据的，应当抛弃”；另一种是温和的观点（如 Ｗ．林德勒
所说的〔４３〕），认为宇宙项“属于场方程，如同一个附加常数属于不定
积分一样。”温和观点是可取的，因为Λ项除了在宇宙学研究外并不重要，
并且对于人们通常所考虑的那些宇宙模型来说，加上这一项几乎没有增加
求解的复杂性。显然，不管怎么说，任何一个严肃的相对论学者都不会同
意爱丁顿“令Λ＝０ 会动摇空间的根基”的观点。
ＸＩＩ
我想以一段趣闻愉快地结束关于爱丁顿工作的这部分介绍。
爱丁顿 １９２４ 年访问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就在那一次，爱丁
顿与一位名叫威廉斯（Ｗ．Ｈ．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的教授共用一间办公室，两人每
周去克莱蒙特俱乐部玩两次高尔夫球。在他离去的前一天晚上，教员俱乐
部特地为爱丁顿安排了一次晚宴，威廉斯教授应邀发表讲话。正如威廉斯
记述的那样：〔４４〕
……我曾尽力设法保持严肃，可我还是转到打油诗上。你们
知道，爱丁顿是一位《爱丽丝梦游仙境记》迷。这一点加上卡罗
尔与爱因斯坦都共有的颠倒，以及我们对待高贵的高尔夫球运动
不恭的态度，构成下面这首诗的主题。
爱因斯坦与爱丁顿
球场青青夕阳照，

月光悄悄爬树梢；
球童甜蜜入梦乡，
两个球手还在跑。
流连洞旁不罢手，
紧紧盯住十三篙。
丁顿爵士因斯坦，
你不罢手我追赶；
爱因斯坦 ９８ 分，
丁顿几分优势占。
不意两人跌洞旁，
低咒几声接着干。
爱因斯坦把话发，
恁多沙子为的啥？
别处无坑此处有，
真是让人心发傻。
这儿如果平平坦，
高呼三声真伟大！
如有七位少年女，
把这球场扫干净，
那可别说我吹牛，
击他十七球准进。
丁顿爵士忙反击：
你的右曲特差劲。
高尔夫球都滚来，
你在哪儿我猜猜；
小球有的高又瘦，
还有一些胖又矮。
有的圆来有的光，
扁的占多真奇怪！
丁顿爵士找话说，
东扯西拉话题多。
时钟量杆立方体，
钟摆摆动为什么？

空间多远才弯曲，
时间之翅可商榷？
苹果落地为什么，
老师常把引力说；
爱因斯坦把手摆，
Ｇμν才是正经果。
丁顿爵士想不通：
还请先生慢慢说。
引力肯定非拉力，
这点已经不稀奇；
空间几乎空如也，
只有时间无空隙。
丁顿原来要相信，
但是心底仍怀疑。
空间四维不能少，
三维之说不可靠；
斜边平方为几何，
传统说法颇堪笑。
平面几何遭折腾，
丁顿如何不悲号？
时间扭曲弯又翘，
光线也不走直道；
苦苦思索冥冥想，
彻然大悟开了窍。
明天你寄信一封，
今日我却早收到。
今日驱车廷巴图，
两倍光速令人舒；
下午四时启的程，
昨日已经返归途。
总算开窍懂了理，
爱因斯坦拇指竖。
水星绕日作公转，

日夜兼程不停站；
奇怪奇怪真奇怪，
想回起点成梦幻！
看来红尘应看破，
世间万事不用干。
过去事情还没完，
未来就已抢先占；
不论女王洋白菜，
都只让人心发寒。
校长还有系主任，
还有啥事值得干？
爱因斯坦又发话，
最短路线像个 ８；
弯来绕去却最短，
这事一想头发麻。
你想先到走得快，
然而欲速却不达。
复活节日是圣诞，
远近事情一般看；
二加二，大于四，
如此这般不用算。
丁顿爵士忙点头，
云里雾里团团转。
似懂非懂直点头，
谢你耐心说缘由；
我流眼泪你莫怪，
头痛如裂泪自流。
得到头清脑灵时，
接着话头说个够。
（ⅩⅢ）
我前面主要讨论了爱丁顿 ２０ 年代中以前对天体物理学和经典相对论
的贡献。１９２６ 年，爱丁顿的《恒星的内部结构》出版，那年他 ４４ 岁。在
以后的 １８ 年中，除了偶尔涉足早年感兴趣的领域外，爱丁顿专心致力于证
明他所选择的宇宙模型的合理性，进而将这一模型作为他“统一量子论和

相对论的基本理论”之基础。从实质意义来说，我不敢宣称自己理解了爱
丁顿的基本理论。但按爱丁顿自己的话说，他的理论有两个基本前提。据
我判断，这两个前提或者不能成立，或者未被接受。可首先，我得尽量客
观地解释一下爱丁顿对所述问题在宇宙学方面的见解。
爱丁顿写作《相对论的数学理论》时，有两个宇宙模型〔４５〕都依赖于
非零宇宙常数Λ：静态的、处于流体静力平衡的爱因斯坦宇宙，和静态的
却膨胀着的德西特宇宙。两种模型理论上都是可能的，并且满足均匀性和
各向同性的假设。德西特宇宙在膨胀着，物体以随距离增大而不断增加的
速度后退，但爱因斯坦宇宙不存在这样的膨胀。因为德西特宇宙得到他当
时所能得到的一些非常贫乏的观测资料的支持，所以爱丁顿在《相对论的
数学理论》中表示，他更赞成德西特宇宙作为天体宇宙的模型。
爱因斯坦宇宙和德西特宇宙都是静态的，其意思是指所有的度规系数
都不依赖于时间。后来人们认识到，尽管德西特宇宙表现出膨胀，其静态
特性源于它不包含任何质量密度。因此，爱因斯坦宇宙是当时唯一没有运
动的宇宙模型，爱丁顿这样作了总结：
爱因斯坦宇宙包含了物质但不包含运动；德西特宇宙包含了
运动却不包含物质。〔４６〕
然而，弗里德曼在 １９２２ 年发表的论文中证明：爱因斯坦宇宙容许有一
个均匀、各向同性的非静态宇宙模型。勒迈特 １９２７ 年再次独立地发现了同
样的结果，并详细讨论了其天文学影响。爱丁顿后来了解了勒迈特的文章，
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广为宣传。既然Λ为可正、可零和可负的参数，于是就
可能有多种宇宙模型可供选择。这些模型现在依然是与天文观测进行比较
的基础。但从一开始，爱丁顿的兴趣集中在可能模型的一些具体模型上。
他喜欢的模型最初时为爱因斯坦宇宙，其质量（Ｍ）和半径（ＲＥ ）之间有如
下关系：
Λ=

1
GM 1
，和 2 = πR E
RE
2
c

(18)

后来由于不稳定性（这一事实已被勒迈特证明），宇宙开始膨胀。本
来它也可能收缩；但爱丁顿等人证明最初的凝集更可能导致膨胀而不是收
缩。
为什么爱丁顿选择这样一个特殊模型来描述天体宇宙呢？他这样解
释：
我是一名搜索罪犯的侦探——这位罪犯就是宇宙常数。我知
道他的存在，可不知道它的外观；比如我不知道他是矮个还是高
个。〔４７〕

爱丁顿力图弄清他那位“罪犯”的“外观”，采用的方法大致沿着以
下思路。
对于运动在固定电荷电场中的电子来说，其狄拉克方程中与电子质量
ｍｅ 有关的项为 ｍｅ ｃ２ ／ｅ２ 。爱丁顿断定这一项的出现是因为宇宙中所有其他粒
子的存在。更准确地说，他认为这是同宇宙中其余电荷“交换能量”经适
当平均后的结果；并且他确信，除了一个量级为 １ 的可能因子外，这一项
必然是 N / R E ，其中N 为宇宙中的粒子数，R E 为初始静态爱因斯坦宇宙
半径。他据此得到
N me c
= 2
RE
e

2

(19 )

可我们也有关系（见方程 １８）
GNmρ 1
= πR E
( 20)
2
c2
其中，ｍｐ 表示质子质量。根据以上两个关系，我们得到
π2
e4
N=
= 128
. × 10 79
2
4 (Gm p m e )

以及
1/ Λ = RE =

1
e4
π
= 107
. × 109 光年。
2 Gm p m 2e c 2

(21)

爱丁顿认为这些值与观测结果很好地相符，因此他觉得他找到了“罪
犯”。从此，他对自己那些观点的可靠性深信不疑。１９４３ 年他在都柏林高
级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他说：
过去 １６ 年里，我从未对自己理论的正确性感到怀疑。〔４８〕
现在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爱丁顿宇宙模型目前地位如何？１９４４ 年以
来我们认识方面的进展不容置疑地表明，爱丁顿宇宙模型不是一个正确的
模型。证据主要来自宇宙 ３Ｋ 黑体辐射的发现及氦具有原始起源这一事实。
宇宙中充满了一个均匀、各向同性的辐射场，该辐射场具有 ３Ｋ 温度的
普朗克分布。这一事实意味着，自宇宙辐射温度为 ４０００Ｋ、物质和辐射发
生分离到现在，宇宙已膨胀大约 １３００ 倍。与此类似，由核聚变产生原始氦
说明，宇宙曾处于密度数量级为 １０００ｇ／ｃｍ３ 、温度量级为 １０９ Ｋ 这样的状态。
反过来，这些要求又意味着那时宇宙半径必然要小 １０９ 倍。宇宙半径这么
大的变化与爱丁顿宇宙模型完全不相容。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９ 日，仅仅爱丁顿去世前五个月，爱丁顿最后一次出现在
皇家天文学会会议上，并提交了《星系的退行常数》的论文。这次爱丁顿

表示，方程（２１）给出的Λ“就是宇宙常数”，他还进一步指出：
……宇宙演化的时间尺度肯定比 ９０×１０９ 年小，而且在我看
来突破这一极限不太可能。〔４９〕
提交这篇论文之后，爱丁顿与麦克维蒂（Ｇ．Ｖ．ＭｃＶｉｔｔｉｅ）进行了如
下对话：
麦克维蒂博士：你的理论似乎完全建立在从爱因斯坦宇宙开
始膨胀的模型之上。我们知道，对螺旋星云分布的“深入”观测，
为在不同字宙模型之间作出鉴别提供了一个非常精密的检验标
准。如果正巧观测结果没有选中你所用的特定模型，你的理论又
将如何呢？
爱丁顿爵士：我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不得到足够
精确的资料来解决这一问题，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考虑偶发事
件！除了直接与观测结果比较以外，我们必须努力寻找其他方法
得出结论。〔５０〕
爱丁顿所说的偶发事件终于发生了；麦克维蒂的问题仍有待解决。
（ⅩⅣ）
我已经对爱丁顿将宇宙中的粒子数与原子常数联系起来的推理思路作
了说明。为了进一步发展他的理论，他需要数出爱因斯坦初始静态宇宙有
效相空间中体积为 ｈ３ 的相格数目。在爱丁顿的心目中，要求的数目与依据
泡利不相容原理推出简并电子气状态方程时所作的计数，如果不说完全相
同的话，也是密切相关的。既然我与这件事有关联，我想谈谈爱丁顿就此
问题对自己思想演化过程的详细描述，这段话引自 １９３６ 年夏爱丁顿在哈佛
大学艺术与科学三百周年大会上的报告。
……恒星内一千万度的高温，使得大多数卫星电子摆脱原子
的束缚，原子剩余的部分只是一个很小的结构。原子或离子变小
了许多，只有当密度增大 １００００００ 倍时，它们才会拥挤起来。因
为这一原因，恒星密度大大增高时仍然保持着理想气体状态。太
阳和其他高密度恒星仍然遵从理想气体的理论，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组成它们的物质是理想气体。
因此，没有任何因素能阻止恒星物质浓缩至极高的密度；这
本身说明，对于称为白矮星的一类恒星，根据观测计算出来的密
度，尽管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可也许完全是真实的。
在得出这个结论时，我并非没有疑惑。这些超密恒星最终会

怎样，我对此深感不安。恒星似乎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最
终恒星储存的亚原子能量会耗尽，而这时恒星就要冷却下来。这
可能吗？要知道，只有极高温才可能出现惊人高的密度。如果恒
星物质冷却下来，按道理它可能会恢复到地球的密度，但这意味
着恒星体积必须膨胀到现在体积的 ５０００ 倍那么大。膨胀需要能
量克服引力做功；恒星似乎没有可用的能量贮备。如果恒星继续
丧失热量，而又没有足够的能量来使之冷却，那它到底该怎么
办！
亚当斯教授及时地证实天狼星伴星具有很高的密度，但这个
谜仍然存在。不久，福勒教授出来解围，他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
应用了波动力学中刚得到的一个新成果。巧得很的是，就在天文
学中发现超高密度物质时，数学物理学家们正完全独立地将注意
力转向同样的课题。我猜测，１９２４ 年之前人们没有认真考虑超
密物质问题；可正当它在天文学中出现时，它也同时出现在物理
学中。福勒给出了证明，刚发现不久的费米－狄拉克统计法把恒
星从我一直担心的不幸命运中解救出来。
物理学家们并不满足现状，他们着手对福勒公式加以改进。
他们指出，就白矮星的条件而言，电子速度接近光速，福勒忽略
了某些相对论效应。称作普通简并公式的福勒公式，逐渐被一个
新的公式所取代，这个新的公式称为相对论简并公式。似乎一切
都好，直到钱德拉塞卡的某些研究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相对论
简并公式将恒星带回到与福勒将它们解救出来之前完全相同的
困境中去。小的恒星可以冷却下来，并以某种合理的方式结束一
生，变成暗星。但超过某个临界质量（太阳质量的 ２ 倍或 ３ 倍）
的恒星，永远也不会冷却下来，而必须不断辐射和收缩，最后上
帝才知道它要变成什么。这并未让钱德拉塞卡担心；他好像喜欢
恒星如此变化，他相信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可我早在 １２ 年前就
对这种恒星小丑行为有同样的恶感；至少它的怪异足以引起我的
怀疑：一定是所用的物理公式出了毛病。
我对相对论简并公式作了仔细检查，我发现：它是相对论和
非相对量子论联合作用的结果。我不认为这样一种结合的后代会
是合法婚生的。相对论简并公式——现在所用的公式——实际没
有任何根据，正确运用相对论得出的公式应是普通公式——即大
家已经抛弃的福勒原始公式。这一点或许令人相当意外。我发觉
宣布这样的结果无异于捅马蜂窝，我对此毫不奇怪。物理学家们
在我耳旁嗡嗡直叫，可我认为自己还未被咬伤。无论如何，就这
次演讲的目的而言，我想我还没有失言。
我冒昧提到这项研究个人方面的情况，因为它表明科学的一

些不同分支之间是如何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就我而言，当钱德拉
塞卡的结论引起我对相对论简并公式的怀疑时，再为此花费时间
作深入研究是困难的，因为我正致力于属于不同思想领域的一项
长期研究。这项工作已经花了我六年的时间，正接近完成，只剩
下一个问题就使之圆满结束，余下问题就是宇宙常数的精确理论
计算。但这个问题完全把我难住了。不过我刚得到四个月的闲暇
时间，我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尽最大努力。
可一旦开始考虑简并公式，我就难以自拔。这占去了我全部的时
间。时间悄悄逝去，我把宇宙常数问题完全放下了。有一天，我
试图根据各种观点检验我得出的简并结论时发现，在一种极限情
况下，它变成一个宇宙学问题。这为我已搁置一旁的宇宙常数问
题指出一个新的方法——采用这个新方法，宇宙常数问题没有太
大困难就得以解决。我现在终于明白，用其他方法将很难解决；
如果将四个月时间花在原已计划的直接进攻上，我不可能取得任
何进展。
几天前，我在数学部宣读了一篇论文，其中给出了螺旋星云
退行速度和宇宙粒子数目的计算。这篇论文源于天文学，可它并
不是由于考虑螺旋星云提出来的。它产生于对天狼星伴星和其他
白矮星的研究。〔５１〕
让我解释一下争论要点是什么。福勒关于白矮星物质状态的讨论基于
完全相同的简并电子气理论，该理论因索末菲的金属电子理论而广为人
知。支配这样一种电子气的状态方程为
1 3 2/ 3 h 2 5/3
p=
( )
n
( 22)
20 π
me
其中，ｐ 表示压强，ｎ 表示每 ｃｍ３ 的电子数目。可是，在白矮星中心处
通常的密度条件下，处于费米阈值的电子具有接近光速的速度。如果按照
当时即已普遍且至今仍在使用的方法考虑这种情况，人们就会发现，状态
方程并不遵从方程（２２）所给的形式，在电子浓度很高的极限情况下，状
态方程趋向于
1 3
p = ( ) 1/ 3 hcn 4 /3 ( n → ∞ )
(23)
8 π
爱丁顿就是认为对状态方程的这一修正是“毫无根据的”。
非相对论形式的状态方程为（２２），精确形式的状态方程在低密度极
限情况下为（２２），高密度极限下为（２３），采用以上两种形式的方程会
导致如下结果。
根据非相对论状态方程（２２），处于平衡状态下的恒星，其半径与质
量的立方根成反比。因此，对任意质量来说，有限平衡结构都是可能的。
爱丁顿正是认为这一事实特别令人满意。然而，若采用高密度极限下精确

形式的状态方程（２３），人们发现，如果质量超过以下极限，任何平衡状
态都不可能达到：
hc
M lim it = 0.197( ) 3 / 2 1 = 5.76µ −2 ⊙
( 24)
e
G
(µ H )2
e

其中，μｅ 为电子的平均重量。人们得到完整的质量－半径关系如图 ４
所示。
质量超过极限（２４）时，根本不存在任何有限简并态恒星结构。爱丁
顿正是认为这一事实是“恒星小丑行为”。如同他早先所说的那样：
钱德拉塞卡利用五年前已被接受的相对论公式表明，质量大
于某一极限 Ｍ 的恒星仍然是理想气体，它不会冷却下来。恒星不
得不持续不断地辐射和收缩，直到最后，我猜想，其半径变成几
千米，此时引力足以抑制辐射，恒星最终能够平静下来。
钱德拉塞卡博士以前就得到这一结果，可他在最近的一篇文
章中反复提到它；与他讨论这个问题时，我觉得没法不得出结
论：这一结果简直就是相对论简并公式的一种归谬法。可能会出
现各种偶然事件挽救恒星，可我更想得到一种强有力的保护机
制。我认为应该存在一条自然法则，阻止恒星发生这种荒谬的行
为！〔５３〕
从这段叙述可以清楚看出，爱丁顿早在 １９３５ 年就完全认识到，简并结
构质量如果存在上限，就必须考虑到导致形成我们所称黑洞的引力坍缩之
可能性，可他不愿接受他自己预见中已经得出的结论，却要确信“应该存
在一条自然法则阻止恒星发生这种荒谬的行为！”
此外，我们应该问一问，爱丁顿就这一问题作出的判决现在地位如何
呢？简单而又直接的回答是：它们未被接受。现在，极限质量的存在已经
与恒星演化和某些恒星高密度核心核燃烧的复杂设计、超新星的引力坍
缩、几乎具有相同质量的中子星及黑洞的形成一起，不可避免地被编织进
现代天文学织锦之中。但我们现在还不是时候，也没有时间谈这些。即使
是对最粗心的观测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很容易看出来的。至于我个人，
我只想说自己很难理解，作为广义相对论最早最忠实的支持者，爱丁顿为
什么会觉得恒星演化的自然过程中会形成黑洞这一结论是那样不可接受。
好像一承认黑洞理论，他所建造的宏伟理论大厦中的两个主要支柱就会坍
塌。暂时抛开这一事实不谈，从这所大厦本身我们能得到些什么呢？这里
有两种看法。
爱丁顿的工作，如果正确的话，那是极端重要的，可大多数
试图了解其工作的人并没有能同意他的结论。他的一些论文，在

讨论的某一点上很清楚，接着在关键时刻它们又含糊起来，当推
出一个重要结论以后重又清晰起来。所得的结论自然无法通过那
些叙述明了的公理和假设合乎逻辑地推演出来。爱丁顿本人对此
十分清楚。笔者有一次与他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讨论后，仍未取得
任何进展，于是爱丁顿说：“尽管我无法给出证明，可我确信我
的结论是正确的。”（Ａ．Ｈ．Ｗｉｌｓｏｎ）〔５４〕
爱丁顿的“统一理论”，除了它的含糊性外，它解释了太多
的东西：事实上它对一切都作出了解释，到头来人们发现这种理
论什么也没有解释。这种理论充其量只是未完成的工作，正如
达·芬奇的科学研究一样，它所包含的洞察力的闪光，可能要等
到其中的重要内容通过非常不同的途径和方法被充分发掘之
后，才会为后代人所赏识。（Ｊ．Ｇ．Ｃｒｏｗ－ｔｈｅｒ）〔５５〕
然而，几乎毫无疑问，即使爱丁顿的大厦部分地崩溃，可有些高高的
石柱仍然耸立着。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处理狄拉克方程时，爱丁顿改进
一种 Ｅ 数演算，它本质上是包含十六个元素的群代数，满足狄拉克矩阵的
反变换规则。这一改进本身代表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为现在重新唤起对
克利福德代数的兴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爱丁顿改进的基本元素如下。
爱丁顿一开始以下列表式定义了五个 Ｅ 数：
iσ 0
iσ 0
0 − σ2
E 1 = 1 ，E 2 = 3 ，E 3 =
，
( 25)
0i σ1
0iσ 3
σ2 0
iσ 2 0
0iσ 2
E4 =
和E 5 =
，
0 − iσ 2
iσ 2 0
其中，σ１ ，σ２ 和σ３ 为泡利 ２×２ 矩阵。这些 Ｅ 数满足交换律，
ＥμＥν＋ＥνＥμ＝－２δμν（μ，ν＝１，…，５）
（２６）
和
Ｅ１ Ｅ２ Ｅ３ Ｅ４ ＝Ｅ５

（２７）

爱丁顿代数的十六个元素为：
ｉ，Ｅμ和 ＥμＥν（μ，ν＝１，…５；μ≠ν）（２８）
爱丁顿进一步将 Ｅ 代数的平方定义为 １６×１６ 的复合矩阵。这个“双 Ｅ
框架”与 ９ 维基本空间中三个克利福德代数之一相对应。由于近来关于超
对称规范场的工作是基于 ８ 维和 ９ 维克利福德代数的，从这一点上说，爱
丁顿远远地走在时代的前面。
爱丁顿认为找到等幂 Ｅ 数（即满足 Ｅ２ ＝Ｅ）的代数元素很重要。它们是
量子电动力学中动量和自旋的投影算子。最后，Ｅ 代数在实数范围内是五
维的，这一认识导致他（在粒子物理学中第一次）引入了“手征”
（ｃｈｉｒａｌｉｔｙ）的概念，这起源于方程（２７）右边选择＋ｉ 或－ｉ 还应指出的
是，爱丁顿最先认识到 ４×４ 实矩阵代数及其重要性。这一代数后来由马约

拉纳发现；物理学文献中常常称之为“马约拉纳旋量”
（Ｍａｊｏｒａｎａｓｐｉｎｏｒｓ）。
〔５６〕

（ⅩⅤ）
我想简要回顾一下爱丁顿的著作，总结他关于科学研究态度的变化。
如果我们将他的这些态度与他研究的方向作一对照，或许能够对其力量与
弱点之根源有所了解。１９２０ 年，在他对英国学术协会所作的关于“恒星的
内部结构”演讲中（前面我已引述过），爱丁顿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科学
研究中思辨和理想化模型的作用。他是这样说的：
……什么是我们可以用来检验科学理论合理发展、抛弃无用
思辨的试金石呢？我们都知道，一些理论被科学思想作为无用的
思辨而本能地抛弃；但要指出它们的缺陷，或者提供一条能够判
断我们自己什么时候犯错误的规则来，却非常困难。人们常常以
为思辨与假说是一回事，但更多的时候它们是对立的。只有我们
让自己的思想偏离古老但有时并不可靠的假说时，我们才被认为
在进行思辨。假说限制思辨。而且，对思辨的怀疑可以约束思维
不严密这一缺陷——一些混乱的思想在我们心中抛了锚，会影响
我们的视野；另一方面，思辨性太强的话，就没法让它们接受彻
底的科学检查，驱除其中的邪魔。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经验事实的单调积累，如果我们想进行一
些演绎或推广，如果我们要寻找理论来指导我们，一定程度的思
辨就无法避免。有些人喜欢采取似乎非常直接的解释并立即将它
作为一个假设；另一些人则设法探求出与事实不是完全矛盾的最
广泛的可能性，并进行分类。两种选择都存在着危险：前一种选
择也许太狭隘，将结果导入死胡同；后一种可能太广泛，作为一
种指导思想没什么用，并与经验知识长期脱节。当这后一种情况
发生时，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知识还不适合于进行理论处
理，思辨的时机还不成熟。思辨性理论和观测性研究可互相配
合、互相促进的时候，正是可能性——或至少是概率——可通过
实验缩小，理论能够指出检验方法的时候，这些检验可将遗留的
错误路线一条一条地堵塞掉。
数学物理学家处境极其困难。他可以设计一个理想物质模
型，该模型的行为具有特定的属性，数学上遵从严密的定律。他
的工作到此为止是无懈可击的，与二项式定理相比，它并不更思
辨。但当他断言他的玩意儿如何如何了不起，当他指出他的模型
恰好反映了自然界的某种行为时，他就真正地陷入了思辨。客观
实体果真像理想模型那样吗？会不会有另外的未知条件介入
呢？他没有把握，但不能不进行对比；因为只有不断地观察自然

才能帮助他选择目标。他经常会犯下的一个共同错误就是，使用
那些更有经验的观测者对之摇头的数据资料作依据，其实它们太
不可靠，不能作为广泛比较的依据。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理
论仍然可以指出什么类型的数据特别重要，从而对观测给予帮
助。
我认为研究若能得到正确观点的指导，那些空洞的思辨就可
以避免。如果利用严格的数学得出理想模型的特性，所有基本的
假设都被清晰地理解，这时就有可能说什么什么特性和定律精确
地导出什么什么结果。如果存在某些未被考虑的其他因素，它们
会在与自然的对比中暴露出来。如果模型未能与观测达到完全一
致，没有必要对此失望；模型已经完成其使命，因为它暴露出客
观现象的特点是什么，这些现象需要新的条件才能解释。与观测
达到初步的一致是必要的，否则模型就毫无希望；并不是说在目
前范围内它必然是错的，而是说它明显地将次要的特征突出出
来。如果我们一直是扯着死结的错误一端，死结就永远解不开，
这时只有通过别的途径方能解开它。但当与观测之间大略一致
后，死结开始松动，我们常常得为下一个困难作准备。我认为，
自己的理论经受住一次更严格的观测检验后，应用数学家不应为
此满足，而应感到失望——“又一次受挫！这次我本希望发现有
不一致的地方，它能指出我的模型在什么地方还可以得到改
进。”或许这是无法做到的理想化建议；但我承认我从未强烈感
受过这种失望。
我们的自然模型不应像一座建筑——一座供大众欣赏的漂
亮的建筑物，总有一天，抽去它的一块基石后，大厦会倒塌下来。
它应该类似于一台部件可以移动的机器。我们不必固定每一杠杆
的位置，它应该根据最新观测结果不断进行调整。理论家的目标
就是要弄清由杠杆带动的轮系——也就是作为机器灵魂的各部
件的联结系统。〔５７〕
上面这段叙述，几乎任何严肃、老练的天体物理工作者都不会反对。
爱丁顿以谦虚的评价结束了论“恒星能量的来源”的演讲：
我本想把话题一步一步地引向某个伟大的高潮，从而结束这
些演讲。可是，或许与科学进步的真实情况更相符的是，好的结
尾倒是应该虎头蛇尾，其中还应闪耀新知识的曙光。我无意为结
论的无说服力道歉，因为它不是结论。但愿我确信它还只是开
始。〔５８〕

这与我所了解的科学探索方法完全一致。但他两年后说的话反映出他
的态度有了变化：
在科学中，我们有时对一个问题的解十分珍爱，它不能被证
实，但我们却相信它一定正确；我们受到某种对事物合理性的先
天意识的影响。〔５９〕
不久，爱丁顿对于他关于宇宙常数、宇宙模型、相对论简并。黑洞的
形成以及“统一量子论和相对论”方法的观点，变得过于自信。从我以上
对其著作和演讲的各种引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将他 １９２６ 年对
他自己在恒星内部结构方面的工作所作的谦虚评价，与十年后他对我作的
过于自信的评论相比较，爱丁顿态度上的这种急剧变化就显著地表现出来
了。
……你从恒星的观点来观察它；而我从自然的观点观察它。
很清楚，爱丁顿这时对自己的观点已经过分地自信了。
尽管爱丁顿表达了对其基本理论正确性的信心，可是，同时代人对他
的工作的忽视，一定使他深深感到沮丧。在他 １９４４ 年写给丁戈尔（Ｄｉｎｇｌｅ）
的一封哀怨的信中，表现出他的这种遭受挫折的心情
我一直试图弄清为什么人们觉得我的理论含糊不清。但我要
指出，即使爱因斯坦的理论也被认为是含糊的，但是许许多多的
人认为有必要对他的理论进行解释。我实在难以相信我的理论中
的含糊性可与狄拉克的含糊性相比。可对于爱因斯坦和狄拉克，
人们却认为克服困难去弄懂这种含糊性是值得的。我相信，当人
们认识到必须理解我，并且“解释爱丁顿”成为时尚时，他们会
理解我的。〔６０〕
以下这段话读过之后令人难于忘怀：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由于长时间的想入非非，他脸色如死人
般苍白，显得痛苦不堪。〔６１〕
１９２０ 年，在英国学术协会演讲中，爱丁顿讲述了蒂达洛斯（Ｄａｅｄａｌｕｓ）
和伊卡洛斯（Ｉｃａｒｕｓ）的故事，或许当时他已预见到他未来科学探索的方
向：

古代有两位飞行员，他们给自己装上翅膀。蒂达洛斯在不太
高的空中安全地飞越了大海，着陆的时候理所当然地受到赞誉。
年轻的伊卡洛斯迎着太阳高飞，最后捆绑翅膀的蜡熔化了，飞行
也就因此彻底失败。在衡量他们的成就时，也许要为伊卡洛斯说
几句话。第一流的权威们告诉我们说他仅仅是在“玩特技飞行表
演”，可我更愿意这样看：是他明确地暴露出他所处时代的飞行
器在结构上存在着缺陷。所以，在科学中，谨慎的蒂达洛斯也会
将自己的理论应用到他确信非常安全的地方，可它们的潜在弱点
不会被他的过分小心揭露出来。伊卡洛斯会将其理论拉至强度极
限，直到脆弱的接合点裂开。仅仅是作一次壮观的特技吗？也许
有几分道理：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嘛。但是，虽然他命中注定到
不了太阳，无法彻底解开飞机的构造之谜，但我们可以指望从他
的失败中得到一些启发，去建造一个更好的飞行器。〔６２〕
因此，在今天，我们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纪念一位曾朝向太阳勇敢
高飞的伟大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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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Ｋ．史瓦西讲座
广义相对论的美学基础（１９８６）
Ｉ
卡尔·史瓦西无疑是本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他的贡献之广令
人惊讶：物理学、天文学、天体物理学的广阔领域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物理学领域，从电动力学、几何光学到当时最新发展起来的玻尔和
索末菲的原子理论等方面他均有贡献。在电动力学方面，他得出了洛伦兹
电子方程变换的基础；在几何光学方面，他发展了光学仪器的象差理论（后
来玻恩认为它有“空前的明晰性和严格性”），并表述为基本原理，这一
原理成为施密特（Ｓｃｈｍｉｄｔ）望远镜光学的理论基础；在玻尔－索末菲理论
方面，在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得出了双原子分子转动－振动光谱
的斯塔克（Ｓｔａｒｋ）效应和德朗德尔（Ｄｅｓｌａｎｄｅｒ）项（在这篇文章中，他
第一个引入了作用量和角变量的概念）。
在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领域，史瓦西的贡献太多太广，这里我只能提
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些发现。照相光度学的史瓦西指数；辐射传递理论
中的史瓦西－米尔恩积分方程；对流不稳定性开始的史瓦西判据；星球速度
的史瓦西椭球分布；当然，还有描述质量呈球形分布的球外和静止黑洞外
时空的爱因斯坦方程的史瓦西解。这些成果都是在短短的 ２０ 年间取得的！
我的报告题目可能会使一些人感到困惑：它与这次系列讲座前面讲的
有些不同，它不针对某一具体的课题；我担心它在天文学方面没有多大的
意义。然而我的报告将从史瓦西发表的文章中探讨他对于科学问题的态度
和研究方法；而且，还将直接谈到他的广义相对论方程的解。
Ⅱ
这里，我将从史瓦西研究活动中举三个例子来说明他是如何研究科学
问题的。
第一个例子是他关于星流（ｓｔａｒ－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方面的研究。星流是卡
普坦发现的，并立即由爱丁顿用他和卡普坦的二星流假说得到了恰当的解
释。史瓦西对这个假说的看法是：
在二星流中星体固有运动的大小是相等的，还可以假定它们
离开太阳的平均距离也相等。所以，二星流中的星体，他们在彼
此相对运动的过程中，必定有共同的涨落，这种涨落是如何发生
的，现在还搞不清楚。
所以，我相信爱丁顿自己作出的相同的观察资料，应该重新
整理，以便得出一个关于星体运动更统一的假说。
以此为依据，史瓦西得出了恒星特有的速度的椭球分布公式。
这个公式后来成为所有有关恒星运动和星系动力学理论的基础。然

而，更使我注意的是他的这一观点：对自然的描述必须自然，不能是特设
的。
第二个例子，我将从他更早发表的文章中选取。在 １９００ 年的一次学术
会议上，史瓦西讲了这样一个问题：天文学的三维空间几何是否可能是非
欧几里得几何。他说：
你一定知道，本世纪（指 １９ 世纪）有人在欧几里得几何以
外提出了非欧几里得几何，其主要实例就是所谓的球面和赝球面
空间。我们如果知道在可能具有有限曲率半径的球面或赝球面几
何中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会感到惊异。如果有这种可能，你会
感到自己处在几何学的仙境里；而且如此美妙的仙境会不会变为
现实，我们也无法知道。
我们不能不对史瓦西的科学想象，以及他在广义相对论创立之前 １５
年就论述这样的问题而感到惊奇，但对史瓦西来说，这是最简单不过的想
象。他实际用他那个时代得到的天文数据估算了三维空间曲率半径的极
限，并得出如果空间是双曲形的，其曲率半径不可能小于 ６４ 光年；如果空
间是球形的，其曲率半径至少为 １６００ 光年。
我们大可不必为史瓦西具体估算的数字而争论，这儿更有意义的是，
史瓦西把他的想象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使他进入了一个仙境般的世界！
第三个例子是史瓦西关于爱因斯坦真空方程解的发现，它是质量以中
心球对称分布时的外部解。毫无疑问，这是广义相对论创立后的一个最重
大的发现。
１９１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爱因斯坦把史瓦西导出真空方程解的论文递交给
柏林科学院。仅仅在两个月以前，爱因斯坦才在一篇短的通讯中公布了他
的广义相对论基本方程；而全面详细推导的论文，在 ６ 个月以后才发表（在
这篇论文中，爱因斯坦从理论上推出了水星在近日点的进动速率和一束光
掠过太阳边缘时偏折的大小）。１９１６ 年 １ 月 ９ 日，在致史瓦西的信中，爱
因斯坦写道：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你的论文，我没有料到有人能用如
此简洁的方法得出这个问题的精确解。你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处理
实在是妙极了！
在当时的环境下，史瓦西得出现在这一著名的解是非常了不起的。１９１５
年春夏期间，史瓦西在德军东部前线服役，任很不起眼的技术参谋。在服
役期间，史瓦西得了致命的天疱疮，并于 １９１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与世长辞。就
在他生病期间，他写了两篇有关广义相对论的文章。第二篇中解决了均匀

质量的平衡问题，并得出如果物体的半径小于 ９／８ 史瓦西半径，流体静平
衡是不可能的。这一半径就是我上面提到的玻尔－索末菲理论中的基本量
２ＧＭ／ｃ２ 。
关于史瓦西弥留之际的病情，爱丁顿在催人泪下的讣告中写道：
他的结局是悲惨的，他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长期忍受着战场
上患下的可怕的病痛给他的折磨。
这里顺便插一句，理查德·柯朗（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ｏｕｒａｎｔ）在 ３０ 年代末曾告
诉我，在战争期间他作为参谋本部的成员正从东部前线随部队撤下来，正
好遇到史瓦西正向东部前线行进，他感到奇怪，像史瓦西这样有名望的人
竟然被派往在参谋本部看来十分危险的前线去。
还是回到史瓦西的论文以及他力图精确求解那个爱因斯坦问题的缘由
上来。本来爱因斯坦以前已用近似方法得出了一个解，对此，史瓦西是这
样认为的：
用一种简便的形式得出精确解总是一种满足。在现在情况
下，确立一个唯一的解并消除所有爱因斯坦关于处理这问题方法
的疑虑就更加重要了。因为，正如下面所显示的，在这一问题上，
确定一个近似过程的有效性是十分困难的。
在早期爱因斯坦给史瓦西的信中，曾争论过这一问题，爱因斯坦认为，
解这个方程近似方法的有效性是不用怀疑的。而史瓦西意识到，精确求解
这一问题对新建的理论是很重要的，大胆去求精确解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我说“大胆”是因为精确解决这一问题颇费力气，因为人们很快就发现，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有关这个问题的困难，特别是它的精确解更令人棘
手（几十年后，才发现它有害于理论）。
过一会儿我再谈这个精确解在理解广义相对论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
色。现在我必须转到我这个讲演的主要目的上去。
ＩＩＩ
人们常常把广义相对论描绘成一个非常美的理论，甚至把它比喻为一
件艺术品（例如玻恩和卢瑟福）。狄拉克（Ｄｉｒａｃ）毫不过分地说：
是什么使物理学家们这样乐于接受这一理论的呢？那就是
它伟大的数学美，尽管它违背了简单性原则。（１９３９）
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本身具有优美的特征。（１９７８）
以上这些评论和类似的一些对广义相对论的刻画引出了如下问题：

广义相对论的美学基础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既然对美的敏感能导致
对这一理论的表述和解有更深刻的理解，那么这种对美的敏感应达到什么
样的程度？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必须意识到广义相对论
现有的特殊地位，即在观察和实验中它被证实的情况；其次，尽管经验的
支持尚不太充分，但对它却有一种令人鼓舞的自信，这是为什么？
在过去的 ２０ 年时间里，许多值得称赞的努力花在证明相对论的预测，
即证明牛顿理论和自然现象中出现的最小一级偏差上面，这些努力也是成
功的。关于在不同引力位置上时间具有不同的变化率；关于光线经过引力
场发生弯曲及随后的时间延迟；关于开普勒椭圆轨道的进动；还有，由于
引力辐射的发散，双星的偏心圆轨道周期逐渐加长。广义相对论的所有这
些预言都在观察和实验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得到了证实，但与牛顿理论所预
言的仅相差百万分之几，只不过是爱因斯坦场方程中的后牛顿展开中的三
四个参量而已。但是，至今在强引力场范围内，广义相对论的预言还没有
得到任何证实，似乎在可预见的将来一段时间内也没有。
一个理论把原先的理论扩大了，而且在原来范围里，它能如同牛顿理
论那样有效，那么对于这一理论的证实是归因于与该理论主要方面有关的
预言，还是归因于被替代理论与新理论有微小的一级偏离呢？对于这一点
我们应不应该搞清楚？例如，难道狄拉克电子理论今日的地位仅在于它成
功地解释了 １９１６ 年帕邢关于电离氦线分裂引起的精细结构的测量结果
吗？事实上，狄拉克这一令人鼓舞的理论的真正证实，是根据该理论发现
了宇宙线簇射中正负电子对。类似地，对于麦克斯韦电磁场方程，如果没
有赫兹所做的电磁波的传播速度恰好就是光速的实验，没有彭加勒证明电
磁场方程的不变性满足洛伦兹变换，我们会信赖它吗？同样，广义相对论
的真正证实只有这一理论特征性预言得到验证，才会很快实现。黑洞作为
巨星自然演化最终平衡态的出现，从任何真正的意义上看，不是广义相对
论预言的证实。光线不能逃脱足够强的引力场的概念仅是一个推论，而不
是基于理论的任何精确预言；它仅仅依赖于光线受到引力影响这一经验事
实。另一方面，既然广义相对论对黑洞周围的时空进行了精确的描述，也
仅当黑洞周围的时空度规得到验证，才能认为真正地“确立了”广义相对
论。著名的克尔双参量解是天体宇宙中出现的静态黑洞的唯一解，但对克
尔时空度规（或它的另一些方面）的验证，在近期内还不能期待得到。
也许，这里我得指出，如何才能最后验证一个旋转的克尔黑洞的周围
时空。人们可以想象，克尔黑洞在赤道上有一个自由电子吸积盘，从中发
射出来的偏振光在通过黑洞强大的引力场后，显示出极不均匀的分布，以
致我们能把它描绘下来。慷慨的自然界会不会不吝啬地给出一个能描绘这
一图景的清晰的例子呢？这恐怕是我唯一的一次谈及了天体观测
Ⅳ

正如我所讲的，到目前为止，在观测中，有关广义相对论的精确特征
还没有任何验证，在可以预料的将来一段时间里也不会有。那么，为什么
我们对这一理论充满信心和信任它呢？有些人曾经说这起因于该“理论对
自然描述的数学美”。这种回答是不够令人满意的，还应该说得更详细一
些才好。
华兹华斯说：
值得永远信赖的思想，必需建立在坚实的自然根基上。
广义相对论没有坚实的根基，我们的信任建立在什么之上呢？我们的
信任是建立在这个理论的内部自洽上，它与我们信赖的物理学要求一致；
更重要的是，在构造这个理论时还没有考虑到的一些物理学领域，后来证
实与它没有矛盾。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点。
物理学定律的因果性要求，在给出全部类空间三个面的初始值后，在
以指向未来的零射线（它们从空间部分的边界发出）为边界的时空区里，
未来是唯一确定的。更正规地说，任何物理基本方程，都必须允许一个初
始值的描述，这一初始值可唯一地确定以后依赖于初始值的那部分空间的
全部情况。场方程也同样有这一性质，为了证实这一点的工作进行得不顺
利，直到 １９４４ 年利希勒诺维茨（Ｌｉｃｈｎｅｒｏｗｉｌｚ）才对此作出了证明。
第二个例子，考察在物理学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能量概念。在物理学中，
人们习惯定义一个总体上守恒的局域能。事实上，一个孤立的运动物体将
发射引力波，引力波具有能量，这就意味着，在广义相对论中我们不可能
期望有一个能量的局域定义。但我们可以指望，如果时空是渐近平直的（从
某种明确的意义上说），我们就能从总体上对整个空间（延伸至无穷）定
义一个总能量。１９６２ 年，邦迪已表明，如果时空在零无限条件下接近平直
（即当我们沿零射线走向无穷远），那么，我们就能定义一个质量函数—
—邦迪质量，它是时间的递减函数；进而，质量函数的递减率精确地等于
能量以引力波的形式辐射到无穷远处的辐射率。但是直到最近几年才证
明，邦迪质量总是正值，证明需要能量－动量张量 Ｔｉｊ 满足某些“能量条件”。
对理想流体，
Ｔｉｊ ＝（ε＋Ｐ）ｕｉ ｕｊ －Ｐｇｉｊ
这一条件等价于
ε≥｜Ｐ｜
上述两例涉及广义相对论的深层结构，说明它内部的自洽性，这种自
洽绝不是一目了然的和不证自明的。
广义相对论的一个更加显著的特征就是，只要不超越理论的适用范
围，它并不违背物理学其他分支的定律，像热力学或量子力学（我过一会
儿讲“广义相对论的适用范围”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例子考察由狄拉克方程描述的在克尔黑洞时空中的电子波行
为。我们知道，从黑洞转动减慢的过程中，我们能得出它的转动能量。更
确切地说，如果有一波，其时间 ｔ 和方位角ϕ由下式决定：
ｅｉ（σｔ＋ｍϕ） （ｍ＝０，±１，±２，……）
频率σ（σ＞０）小于临界值σｓ ，
σｓ ＝－ａｍ／２Ｍｒ＋ （ｍ＝－１，－２…）
这里 ａ 和 Ｍ 是克尔参量，ｒ＋ 是视界半径，这样就有超辐射现象（即入
射波的反射系数将大于 １）出现，这是霍金（Ｈａｗｋｉｎｇ）定理的必然结果。
只要外部辐射源的能量－动量张量与能量正定特征相一致，一个外辐射源与
黑洞的每一相互作用，总是导致视界表面积的增加。然而，通过理论的明
确数学运算，人们发现，从克尔黑洞反射的狄拉克波，不会出现超辐射现
象，显然与霍金定理相矛盾。但是，我们不久就了解到，狄拉克在量子理
论中提出的波，其能量－动量张量不满足正能条件。如果按标准的运算可以
预言超发光，我们就会得出广义相对论前提条件与量子理论前提条件相矛
盾，但这种矛盾并没有出现。
我的第二个例子是霍金在 １９７５ 年证明的，如果根据量子理论把时空曲
率看成是电子（或光子）的经典散射势，那么我们应该能从黑洞视界观察
到在某一温度下呈费米（或普朗克）分布的电子（或光子）的发射，把这
一由视界恒定表面引力所决定的温度和因发射粒子引起的能量减小率联系
起来，在形式上得出了熵。当人们对此追根求源时，发现这个熵的概念和
热力学统计物理学中熵的概念是完全一致的。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并没有
期望从广义相对论中得出熵，然而，从这个理论得出的结果并不违背热力
学和统计物理学定律。
进一步的证明显示了不仅广义相对论内部自洽，而且它和整个物理学
原来适用的范围相一致。这些足以使人们对广义相对论坚信不移了。
Ⅴ
广义相对论还有一个特征，这与它的美学基础有关。
每一个物理理论的有效性受到它内在条件的限制。例如，牛
顿的引力理论就受到物体的速度和光速相比应是很小的限制；经典力
学和经典电动力学也受到其相关的作用量要比普朗克的作用量子 ｈ 大的限
制。同样地，我们可以预料广义相对论要受到其时间和距离间隔必须大于
普朗克尺度（ hG / c 3） 1/2 （约为5.4 ×10 −44 秒）和（ hG / c 3 ） 1/ 2 （约
h
为1.6 ×10 − 33 厘米）的限制（ h =
）。
2π
任何打破了旧理论的束缚并取而代之的新的物理理论，要特
别重视新理论的精确描述是它得以验证的基础。在牛顿的引力场理论
中，两体问题的解就是一个范例，它的精确解从定量上解释了开普勒定律。
同样地，玻尔的单电子系统理论可以精确地推导巴尔末公式，同时从氢原
子的巴尔末系和电离氦的皮克林系的偏离，精确地确定了电子和核的质量

之比。
我们现在要问，广义相对论的新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能
够清楚明了地揭示这些特征呢？
广义相对论的基本特征是将时间和空间揉为一体这一准确的想法。根
据权威的流行说法，这一想法推广了隐含在狭义相对论中的思想。我们要
问，是否有这种情形，即新理论中的概念是否已被纯理论证实了呢？时空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广义相对论极其漂亮地完全解决了黑洞周围的时
空问题。黑洞周围的时空非常独特；它非常简单，并且只含两个参量：黑
洞的质量和它的角动量。所有已知粒子在这种时空中的行为得到了精确的
预言。至今为止，没有一个理论能够提出一个具有如此特征的问题，并能
解决得如此简单。广义相对论的这一特征我认为是最优美的几个方面之
一，并导致我想进一步探究这一理论的美学基础。
考查一个物理理论并阐明其美学需要的根源，无疑会遇到许多困难。
像许多与美有关的讨论一样，它和个人的爱好和气质有关；要使这种讨论
具有客观性是很困难的，如果不说不可能的话。但是，对我来说这个问题
很有意义。作为一个与广义相对论打了 ２０ 多年交道的，而且今后还得继续
与它打交道的人来说，我可以问自己：这一理论的什么方面对我来说有美
感？理论的美学成分是怎样影响并支配问题的叙述和解决的（这些问题使
我们对广义相对论的物理和数学内容有更深的理解）。
我已提到黑洞理论。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实：对孤立静止的黑洞，
广义相对论得到的唯一解只有两个参量。我在别的场合曾说过：
黑洞是一些质量介于几个太阳到几百万个太阳质量之间的
宏观物体。在这样的质量范围里，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孤立的和静
止的：它们中的每一个单独的黑洞也因此可以由克尔解精确描
绘。这是唯一的一个我们可以精确地描绘一个宏观物体的例子。
我们生活中所看到的受各种力支配的宏观物体，可用许多物理理
论推出多种近似解。比较起来，黑洞构成的唯一要素就是时空的
基本概念。这样，从定义上看，它是宇宙中最完美的宏观物体。
既然广义相对论关于黑洞的解仅有两个参量，且解是唯一的，它
理所当然是最简单的天体。
但这并不是全部。与所有先前预料的相反，与电磁场、重力场和狄拉
克电子波的传播和散射有关的数学物理标准方程，以及粒子极化光子的测
地线方程，所有这些方程都能够被分离和精确地解决。这些方程的分离，
导致了人们对有一个多世纪历史的双变量偏微分方程能够分离和解决这一
事实，进行了重新检查；一个有意义的数学理论因此而产生了。作为范例，
我可以提及在克尔几何中电子的狄拉克旋量方程的分离。作为一个必然结

果，它导致在狭义相对论中闵科夫斯基几何球坐标系的狄拉克旋量方程的
分离。这种分离在以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Ⅵ
现在我要转向一个我自己想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感
受广义相对论在数学方面的美，而这种美使得具有物理意义的问题得以阐
述和解决。为了不落肤浅俗套，为了更加精确，恐怕我要用到比以前更多
的专业术语。
相对论的数学理论主要有两大方面，它们是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即
黑洞的数学理论和撞击波（ｃｏｌｌｉｄｉｎｇ ｗａｖｅｓ）的数学理论。我们已清楚地
知道：黑洞是天体演化最后阶段大质量的星体引力坍缩的结果。但是，关
于广义相对论中波之间的撞击或散射，却需要加以解释。
在广义相对论中可以构造限制在两平行平面之间单位面积具有确定能
量的平面引力波，因此，在极限情形下，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用δ函数能线
图表示的脉冲引力波。附带插一句，在电动力学中是不能建立这样的脉冲
波的。能量的δ函数形式意味着场变量δ函数有平方根的存在。δ函数的
平方根是无法用物理描述的。
１９７１ 年克罕（Ｋｈａｎ）和彭罗斯考虑两列平行极化的脉冲引力波的碰
撞。他们证明，相互撞击的结果来自时空奇点的发展，但这种奇点不像我
们已经熟悉的黑洞内部的奇点。这种现象并没有显示理论的任何线性化的
形式：通过聚焦撞击波产生的时空奇点与波幅毫无关系。显然，根据上面
所说，除了一个精确解之外，是无法揭示新现象的。不管怎样，这个例子
中奇点的产生使彭罗斯认识到在广义相对论中，有一个新的领域需要开
发。然而，在人们认识到黑洞的数学理论在结构上与撞击波的数学理论有
紧密关系之前，这一新领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令人惊奇的事实本身是：
人们几乎不会想到处理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物理问题所用的数学理论是那
么接近。的确，人们在黑洞的数学理论框架上发展起来的撞击波的数学理
论中，发现理论出现了各种各样新的物理意义——这种变化是完全不能料
到的。
Ⅶ
要想描述上面我已提及的理论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如果不熟悉广义相
对论的语言那是不可能的，这正像我们不熟悉音乐符号就无法分析交响乐
一样。
我们关心的是描述静止、轴对称的黑洞时空和描述平面波的碰撞和散
射的时空。对于前者，度规系数与时间 ｔ 和绕轴转动的方位角ϕ无关，它
们只与剩下的两个空间坐标（径向坐标 ｒ 和极向角θ）有关；对于后者，度
规系数与两个类空间坐标 ｘ１ 和 ｘ２（变化范围都从＋∞到－∞）无关，它们只
与时间 ｔ 和剩下的空间坐标 ｘ３ 有关，ｘ３ 垂直于（ｘ１ ，ｘ２ ）平面。
可以证明，适合于描述静止、轴对称的黑洞的度规可写成以下的形式：

ds 2 = ( △δ )[ χ( dt ) 2 −
− eµ 3 + µ 2

1
( dϕ − ωdt ) 2 ]
χ
( dη) 2 ( dµ) 2
△[
+
]
△
δ

(1)

这里
△＝η２ －１，δ＝１－µ２ ＝ｓｉｎ２ θ（µ＝ｃｏｓθ）
（２）
η是径向坐标（以适当的单位测量），χ、ω、和µ２ ＋µ３ 是要确定的度
规函数。需要指出的是，ω与黑洞的角动量直接相关；对于静态的史瓦西
黑洞，ω等于零。
在写出方程（１）的度规形式中，我们已经考虑到η＝１ 处出现一个零表
面，它最终和黑洞的视界相同。
广义相对论的中心问题是解出χ和ω。一旦解出χ和ω，剩下的度规函数
µ２ ＋µ３ 则可用一个简单的面积分求出。
通过变换，我们可以得到度规（１）的一个“共轭度规”，
ｔ→＋φ和φ→—ｉｔ
（３）
通过这种“共轭变换”，χ和ω可以用下面式子替代
~
~
χ
ω
χ= 2
和
ω
= 2
( 4)
2
χ −ω
χ − ω2
为了解决这一物理问题，最关键的是一对函数ψ和φ取代χ和ω，这里
△δ
ψ=
(5)
χ
φ是ω的势函数，定义为
δ
△
φ ，η = 2 ω ，µ 及φ ， µ = − 2 ω ，η
χ
χ
~

~

~

(6)

~

类似地可以根据 χ 和 ω 来定义 ψ 和 φ 。
~

~

~+

~

在黑洞的数学理论中，把函数ψ和φ以及 χ 和 φ 组合成一对复函数：
~

Z + = ψ + i φ， Z = ψ + i φ

(7 )

并定义
~

~
Z+ − 1
Z+ − 1
E+ = +
； E+ = ~
Z +1
Z+ + 1
这两个函数满足恩斯特（Ｅｒｎｓｔ）方程：
（１－｜Ｅ｜２ ）｛［１－η２ ）Ｅ，η］，η－［（１－µ２ ）Ｅ，µ］，µ｝＝
－２Ｅ＊ ［（１－η２ ）（Ｅ，η）２ －（１－µ２ ）（Ｅ，µ）２ ］

(8)

（９）

接下来我们看看适用于描述撞击波的时空。我们设想两列波前是平面
的脉冲引力波，由＋∞和－∞处相接近，并发生碰撞（一般说来，上述引力
波伴随具有同样波前的引力冲击波和其他冲击波）。在碰撞前瞬间，相互

逼近的波前之间的时空是平直的。我们原则上关心的是碰撞后的瞬间时空
是如何变化的（尽管不可忽略它们满足相碰波前的边界条件）。
碰撞后的瞬间，时空度规可以写成：
1
ds 2 = − ( △δ)[ χ( dx 2 ) 2 + ( dx 1 − q 2 dx 2 ) 2 ]
χ
ν+ µ
( dη) 2 (dµ ) 2
+ e 3 △[
−
]
(10)
△
δ
现在这里的
△＝１－η２ ，δ＝１－µ２
（１１）
η是碰撞瞬间的时间测度（用适当的单位），µ是碰撞时刻与波前垂直
的距离测度，χ、ｑ２ 和υ＋µ是待定的度规函数。需要注意的是，ｑ２ 直接与
引力波极化平面的变化有关。当极化平面保持不变时 ｑ２ 为零。
在写出方程（１０）的度规形式中，凭经验我们已经考虑到这样一个事
实，作为一个碰撞的结果，当η＝１ 且µ＝±１ 时，曲率或坐标奇点开始显示
出来。
与静止、轴对称的时空情形相似，只要解出度规函数 Ｘ 和 ｑ２ ，或解出
ψ和φ，我们就能够完全解出爱因斯坦场方程，其中ψ、φ与χ、ｑ２ 的关系为：
ψ=
φ ，η

( △δ )
χ
δ
= 2 q 2， µ
χ

(12)
φ，µ =

△
q 2，η
χ2

(13)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需要考虑“共轭”过程，因为它对应于 Ｘ１ 和 Ｘ２
的一个简单对换。
现在，我们将χ和 ｑ２ 以及ψ和φ组合成一对复合函数
Ｚ＝χ＋ｉｑ２
Ｚ＋ ＝ψ＋ｉφ
（１４）
并定义
Z −1
Z+ − 1
，E + = +
(15)
Z +1
Z +1
我们发现 Ｅ 和 Ｅ＋ 两者都满足同样的恩斯特方程（９）。
当我们考虑带电的黑洞或伴随有电磁波的引力波的碰撞时，我们必须
把麦克斯韦方程组补充到爱因斯坦方程组中来。对于即将考虑的对称时
空，麦克斯韦场可以用单一的复合势 Ｈ 来表示，有关这个问题的整个方程
组最终可以约化为这样一对耦合方程：
Ｈ 和 Ｚ＋ ＝ψ＋ｉφ＋｜Ｈ｜２
（１６）
这里ψ由方程（５）和（１２）定义，φ是ω或 ｑ２ 的势函数，后者类似于
E=

方程（６）和（１３）的定义，但在右边包括了附加项 Ｈ。
有两种情况可以把影响 Ｚ＋ 和 Ｈ 的一对方程约化为一个恩斯特方程，即
情形（ｉ）： Ｈ＝Ｑ（Ｚ＋ ＋１）（１７）
这是 Ｑ 是某一实常数；还有

情形（ｉｉ）：Ｚ＋ ＝１，φ＝０ 和ψ＝１－（１８）
在情形（ｉ）中根据定义
Z+ − 1
E+ = +
(19)
Z +1
我们发现对于我们现在考虑的两类时空，Ｅ＋ 满足方程
（１－４Ｑ２ ）－｜Ｅ｜２ ）｛［１－η２ ）Ｅ，η］，η－［（１－µ２ ）Ｅ，µ］，µ｝
＝－２Ｅ＊ ［１－η２ ）（Ｅ，η）２ －（１－µ２ ）（Ｅ，µ）２ ］ （２０）
此外，可以证明，如果 Ｅｖａｃ 是恩斯特方程（９）在真空下的解，那么

E Ei，Ma = E vac 1 − 4Q 2

(21)

则是适合于爱因斯坦－麦克斯韦方程组的方程（２０）的解。（需要注意
的是：在静止、轴对称情况下，当带有“～”号的变量满足同样的恩斯特
方程时，我们也要考虑“共轭”过程）。
在情形（ｉｉ）中，我们发现，在真空情况下，当 Ｈ 满足恩斯特方程（９）
时，我们有
Ｈ＝Ｅｖａｃ
ψ＝１－｜Ｅｖａｃ ｜２
（２２）
要想完全解决我们将考虑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撞击波的理论，常常需
要相当详细精密的分析。我们不打算讲这样的分析，因为并不需要把整个
理论的结构和相关性都陈列出来。
黑洞和撞击波的数学理论在结构上的相似性，起因于在两种情况下的
爱因斯坦和爱因斯坦－麦克斯韦方程能够简化为同样的恩斯特方程；我们将
看到，它们甚至有相同的解。这种同一性，只要作特殊的坐标选择，即要
保证黑洞的径向距离η＝１ 时出现视界，以及对相互撞击波的时间η＝１ 时能
形成一个奇点，我们就能得到这种同一性。尽管存在这种同一性，但对这
种物理情况的描绘仍是丰富多彩的，这是与恩斯特方程相同解有关的度规
函数的不同组合而产生的结果。
我们将首先考虑从真空方程得到的解。恩斯特方程（９）的解可以描述
形形色色的物理现象，它的解是最简单的，即
Ｅ＝ｐη＋ｉｑµ
（２３）
这里 ｐ 和 ｑ 是两个实常数，它们满足条件
Ｐ２ ＋ｑ２ ＝１
（２４）
~
~
~
在黑洞理论中，Pη＋iqµ是 E + 的解，也就是共轭度规 ψ ＋i φ 的
恩斯特方程的解，即克尔解。当 Ｐ＝１，ｑ＝０ 时，它就约化为史瓦西解。史瓦
西时空和克尔黑洞在教科书中已经有了充分的描述，并已广为知晓。我将
仅仅讨论属于特殊代数类型的解，即彼德罗夫（Ｐｅｔｒｏｖ）分类中的类型 Ｄ。
属于这种类型的解具有许多特殊的性质，在克尔几何中所有数学物理标准
方程的可分离性可归功于这些特殊的性质。
现在谈撞击波理论，其基本解是克罕和彭罗斯（１９７１）解，它描述了
平行极化的两列纯脉冲引力波的碰撞。它得自于恩斯特方程关于 ｘ＝ｉｑ２ 的

解 Ｅ＝η。由 Ｅ＝Ｐη＋ｉｑµ，人们得到努特库－哈利尔（Ｎｕｔｋｕ－Ｈａｌｉｌ）解
（１９７７），它是描述非平行极化脉冲波碰撞这
一更一般情况下的解。这样，克罕－彭罗斯和努特库－哈利尔解在撞击
波理论中扮演了和黑洞理论中史瓦西和克尔解相同的角色。
一些度规函数Ψ＋ｉΦ的联立，也会导致同样的恩斯特方程，这引起我
们讨论 Ｅ＋ 的解 ｐη＋ｉｑµ的兴趣。下面的解具有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特征：
当η＝１ 时，没有出现曲率奇点，却出现了视界，这和通常两列波相碰时类
空曲率奇点规则相违背。因此，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必须把时空扩展到视
界（η＝１）以外。做了这样的扩展以后，我们发现扩展后的时空包含了一
个域，这个域是落在后面的一个域的镜象；还包含一个未来的域，它含有
双曲弧状的奇点。这使我们联想起克尔黑洞内部的环状奇点。值得注意的
是，引力波碰撞引起的时空与爱丽思（Ａｌｉｃｅ）在《镜里世界》①的预言极
为相似：“房子里装满镜子的走廊很像一眼望不到边的走廊，只是在走廊
外就有点不同。”
以上论述中，从 Ｅ＋ ＝ｐη＋ｉｑµ得到的解，只适用于当 ｑ≠０ 的情况。当
ｑ＝０ 和 ｐ＝１ 时，在η＝１ 处产生一个类空曲率奇点，这时时空不能被扩展到
将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从 Ｅ＋ ＝Ｐη＋ｉｑµ得到的解属于类型 Ｄ，它具有所
有属于这一类型时空的数学特征。
接下来看看爱因斯坦－麦克斯韦方程组，当我们考虑适合于 Ｅ＋（Ｅ＋ 与方
程（２１）相一致）的恩斯特方程（２０）的解 Ｅ＝ｐη＋ｉｑµ（ｐ２ ＋ｑ２ ＝１－４Ｑ２ ）
时，我们得到适用于带电黑洞的解。当 ｑ＝０ 时，我们得到赖斯纳－努德斯特
姆（Ｒｅｉｓｓｎｅｒ－Ｎｏｒｄｓｔｒｏｍ）解，当 ｑ≠０ 时，我们得到克尔－纽曼解。
在得到撞击波的爱因斯坦－麦克斯韦方程的相应的“基本解”中，存在
着概念性的困难。彭罗斯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在魏尔张量中，与δ函数
奇点相关的引力脉冲波是否意味着在麦克斯韦
张量中有一个相似的δ函数奇点？如果是这样，那么电磁场变量的表
述中就会含有δ函数的平方根，“人们对怎样解释这样的函数将不知所
措”。另外，在满足许多变化的零边界的边界条件问题上，存在着难以克
服的困难。由于这些原因，想获得与精心描述初始条件相适应的解的所有
努力，均告失败。然而，当人们认识到克罕－彭罗斯和努特库－哈利尔解是
由恩斯特方程对 Ｘ＋ｉｑ２ 的最简单的解得到时，人们很自然会去寻找爱因斯
坦－麦克斯韦方程的解。当麦克斯韦场去掉以后，这个解将约化为努特库－
哈利尔解。但问题并不那么顺当，因为在爱因斯坦－麦克斯韦方程的框架
中，在度规函数 Ｘ 和 ｑ２ 的层次上，我们没有一个恩斯特方程。现在已成功

①

《镜里世界》（ThroughtheLookingGlass）是英国作家凯洛尔（LewisCarroll，1832—1898）的一本著作，

书中的主角是小女孩爱丽思——译者注。

地克服技术方面的问题，并能得到一个满足所有必需边界条件和物理要求
的解。通过这种“倒转过来的过程”，我们能够获得一个物理上协调的解，
这表明广义相对论具有坚实的美学基础。
既然我们有了一个适于Ψ＋ｉΦ＋｜Ｈ｜２ 的恩斯特方程，我们可以认为 Ｅ＝ｐ
η＋ｉｑμ（ｐ２ ＋ｑ２ ＝１－４Ｑ２ ）是适于 Ｅ＋ 的恩斯特方程（２０）的解。当 Ｑ＝０ 时，
这个解就约化为我们先前讨论过的真空解，我们发现，像真空解一样，这
个解会出现一个视界，和继之产生的类时奇点。
在第Ⅶ节讨论爱因斯坦－麦克斯韦方程时，我们区分了两种情形即情形
（ｉ）和情形（ｉｉ），它们有根本的区别。当电磁场去掉以后，情形（ｉ）
中的时空就约化为爱因斯坦真空方程的特殊解；而在情形（ｉｉ）中，时空
变得平坦起来。至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解都属于情形（ｉ）。我们知道，
在情形（ｉｉ）中，复合电磁势 Ｈ 满足真空的恩斯特方程（９）。因此我们自
然要关心恩斯特方程最简单的解 Ｐη＋ｉｑμ的时空特征。对此所求得的解是
很值得人们注意的。（由贝尔和切克尔斯（Ｂ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ｚｅｋｅｒｅｓ）用不同的
方法得到）：用非零的魏尔标量表明的引力，完全被约束在描述脉冲引力
波的δ函数范围以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脉冲波的出现，时空是相当平
坦的。这样，作为爱因斯坦－麦克斯韦方程的精确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相似的平坦时空，在这种时空里，伴随有脉冲引力波与具有平面波前的电
磁冲击波的相互撞击，并产生一个视界。贝尔－切克尔斯解的另一个特征是
ｑ＝０ 时，这个解完全等价于 ｑ≠０ 时的解。因此，为了在描述物理状况方面
得到一个比贝尔－切克尔斯解更一般的解，我们应该考察恩斯特方程最简单
的解的范围之外的情况。为此，我们利用埃勒斯（Ｅｈｌｅｒｓ）变换，可以从
任何给定的恩斯特方程解中得到一个单参量的解系。因此，我们考虑解 Ｅ＝Ｐ
η＋ｉｑμ的埃勒斯变换。我们发现，最后所得的解属于类型 Ｄ，并具有从解
Ｅ＝Ｐη＋ｉｑμ得出的真空解的的全部特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将埃勒
斯变换应用到贝尔－切克尔斯解，我们将得到一个完全具有以上结构的单参
量的时空簇。
在表 １ 中，我们很全面地列出了由黑洞和撞击波方程得到的各种各样
的解。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结构上它们具有统一性。
黑洞理论和撞击波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可以从较简单的情形（见表
２），即当ω＝０ 和 ｑ２ ＝０ 时清楚地看出。在这种情形下，两种理论赖以求解
的基本方程为：
［（１－η２ ）（ｌｎΨ），µ］，µ－［（１－µ２ ）（ｌｎΨ），µ］，µ＝０

（２５）

这个方程可以精确求解，与两个理论相关的解列于表 ２。
以上讨论表明：爱因斯坦－麦克斯韦方程具有许多与爱因斯坦真空方程
相同的显著特征。除麦克斯韦场外，只有一种源能够与引力耦合导致至少
保留真空方程的某些特征，这种源是一种满足状态方程的理想流体，能量
密度（ε）＝压强（Ｐ）。对这一理想流体，根据爱因斯坦方程，里奇（Ｒｉｃｃｉ）

张量由下式给出
Ｒｉｊ ＝－４εｕｉ ｕｊ

（２６）

这里 ｕｉ 代表流体的四元速度。
假设在撞击波相互作用范围内，撞击发生后的瞬间，我们可以得到一
个具有ε＝ｐ 的理想流体作为源，我们发现，在撞击瞬间之前，脉冲的引力
波必然伴随具有以下动量张量的零尘（ｎｕｌｌｄｕｓｔ）：
1
T ij = Ek i k j = − R ij
( 27)
2
这里 Ｅ 是某种正标量函数，ｋｉ 代表一个零矢量。换句话说，在这种假
想的情况下，在碰撞的一瞬间，零尘（即描述零轨迹无质量粒子）转变成
一理想流体（它的流线沿着类时轨迹）。在碰撞的一瞬间，这种转变是令
人惊奇的。但是，正像罗杰·彭罗斯和李·林德布卢姆（Ｌｅｅ Ｌｉｎｄｂｌｏｍ）
指出的那样，上述转换在狭义相对论框架中也能发生，只是这一事实以前
似乎并没有注意到。
通过与黑洞理论相比较来阐述撞击波理论时，我们事实上系统地考察
了在各种情况下采用恩斯特方程最简单解的结果（在埃勒斯变换情况下）。
虽然这种探讨方式完全是形式上的，但还是揭示了人们以任何方法都不能
预见的一些可能性，比如：视界、类时奇点或从零尘到理想流体的转变等
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从广义相对论美学基础的角度探讨，可以加深我
们理解这一理论的物理意义的深度。
１９１５ 年 １１ 月爱因斯坦首次公布了他的场方程，在文章结尾处他说：
任何充分理解这个理论的人，都无法逃避它的魔力。
至少对于一个多年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来说，这个理论的魔力就在于它
的数学结构和谐一致、前后贯通。
附

录

１９１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柏林科学院的会议上，爱因斯坦作了
一个纪念卡尔·史瓦西的简短致词，对他进行了比较恰当的评
价。我想有必要将爱因斯坦的致词翻译在下面。
１９１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死神从我们队伍中夺去了卡尔·史瓦西，他仅仅
活了 ４２ 岁。这位具有极高天赋、学问渊博的科学家的夭折，不仅是我们科
学院，而且也是天文学界和物理学界所有朋友们的悲痛的损失。
在史瓦西的理论工作中，特别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他那么有把握地运用
数学研究方法，轻捷地理解天文学或物理学问题实质的本领。很少人具有
像他这样把正确的想法和思维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深刻的数学知识。正是有

了这些才能，才使他在别的研究工作者被数学困难吓住了的那些领域中，
完成重要的理论工作。显然，他的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在更大的程度上
可以认为是数学概念之间精美联系的那种艺术家的喜悦，而不是要去认识
自然界中尚未发现的关系的渴望。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最初的理论工
作属于天体力学，这个知识部门的基础比起其他任何精密科学部门的基础
来，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认为是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的。在这些论文中，我
在这里要提到的，只是关于三体问题周期解的论文，以及关于彭加勒的转
动流体平衡理论的论文。
史瓦西最重要的天文学论文是他关于星体统计学的研究。星体统计学
是一门试图按照那些包括我们的太阳在内的恒星亮度、速度和光谱类型的
观测资料的统计规律，来确定这些巨大的天体构造的科学。在这个领域内，
天文学界靠他来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对卡普坦新发现的了解。
史瓦西用他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深刻的知识来建构关于太阳的理论。
在这方面，他关于太阳大气的力学平衡和太阳光辐射的测定过程的研究，
博得了科学家们的赞扬。在这里应该提到他关于光给小球体压力的优美论
文，它使哈雷彗星尾部理论能够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尽管这项理论研究
是用来解决天文学问题的，但它也表明，史瓦西兴趣的范围也包括纯物理
学问题。由于他对电动力学基础的有价值的研究，我们应当给予他应有的
赞扬。在他一生的最后一年中，他还对新的引力理论十分感兴趣，而且他
首先在新引力理论中得到了精确的计算。在他一生的最后几个月里，病魔
已经开始消耗他的体力，他还是成功地在量子论某些方面完成了意义深远
的研究。
在史瓦西的伟大理论贡献中，还包括了他关于几何光学的研究，在这
些研究中，他改进了对天文学十分重要的光学仪器的误差理论。仅仅这些
使仪器得到改进的成果，就已经足以看出他对这门科学的巨大贡献了。
史瓦西的理论工作与他经常的天文学实践活动是紧密结合的。他自 ２４
岁以来，就一直未中断在天文台工作： １８９６—１８９９ 年任维恩的助手； １９０１
—１９０９ 年任哥廷根大学天文台台长；１９０９ 年以后任波茨坦天体物理研究所
所长。作为天文观测者和领导人的活动，在他一系列的研究中得到了反映。
由于他精力充沛，他还在他的研究领域内制定了新的观测方法。在实验物
理中，他借助于照相底片变黑的规律，用照相方法来达到测量光度的目的。
为了纪念他，人们把这种测量方法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还天才地利用星体
的焦外象来测量星体的亮度。由此，除了肉眼观测以外，只有藉助他的这
一思想，摄影光度学才得以建立。
自 １９１２ 年以后，由于他在短短时间内取得的成就，这位谦虚的人成
了柏林科学院院士。无可挽回的死亡带走了他，然而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
的，并给他贡献了毕生精力的科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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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寻求秩序——钱德拉塞卡对黑洞蓝天和科学创造力的
思考
ＪｏｈｎＴｉｅｒｎｅｙ
钱德拉塞卡也不能肯定他自己下一步将做什么研究。他最近是在从事
黑洞的研究，这项研究已进行了 ８ 年。在这期间，他的心脏病发了，为此
他作了体外循环的心脏手术。这年春天他完成了黑洞的研究，这时他已有
７１ 岁的高龄，几乎是这个领域里其他同行年龄的两倍。大多数科学家在这
个年龄，要么退休，要么享受一些名誉头衔——在一些委员会里担任职务、
在颁奖宴会上回忆往事、指导几个研究生、琢磨几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使自
己得到娱悦，等等。但这对钱德拉塞卡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要他这
样打发日子，无异于要他上班时不穿白衬衫、黑西服，不打黑领带。在近
半个世纪里，他总是这样正儿八经地穿戴整齐地到芝加哥大学上班。
的确如此！每当他投入工作时，他就会坐在一张非常整齐、清洁的书
桌前，寻觅数学的秩序；而且每天至少工作 １２ 小时，一周工作 ７ 天。如此
勤奋工作约 １０ 年左右，当他得到了“某种见解”以后才罢休——也就是说，
直到宇宙的某一个方面已经完全约化为一组方程时才罢休。然后，把他研
究的结果写在一本书里，就不再注意这个研究课题，而去寻找天体物理学
领域里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重新埋头研究下去。这种研究风格被人们
称为“钱德拉风格”。这种风格简直让其他天文学家们感到头晕眼花，无
法理解。在天体物理学领域里，一般人认为 ４０ 岁的理论家都已经远远超过
了作出重要发现的黄金年龄，但年已 ６３ 岁的钱德拉塞卡却会强迫自己放弃
已经驾轻就熟的课题，重新开始分析当物质消失在一个黑洞里时，会发生
什么现象！这真令人难以理解。
他最亲近的朋友，普林斯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史瓦西
（Ｍ．Ｓｃｈｗａｒｚｓｃｈｉｌｄ）说：
“他那种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是别人做不到的。
钱德拉的专心致志的能力难以令人相信，这是一种真正的数学才智和惊人
毅力的结合。在他所研究的任何一个领域里，他都得出了一些我们现在天
天在应用的重要结果。”
钱德拉塞卡常常喜欢从哲理方面谈创造力和科学思想老化的问题，而
且谈起来总是入木三分。但是，每当问及他的研究生涯何以能持续如此长
久时，他往往不自在起来。但他承认，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１１ 日在（英国）皇家
天文学会会议上发生的事情，也许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那天是星期五，他怀着极大的期望，同时又夹杂着对爱丁顿爵士的某
些疑虑，来到了伦敦。最近几个月里，他和爱丁顿大约每周两次晚饭后在
一起，共同讨论钱德拉塞卡最近对正在衰亡的恒星行为所作的计算。他们
俩是一对奇怪的组合：爱丁顿 ５２ 岁，风度翩翩，说话很有吸引力，他被认
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学家；而钱德拉塞卡是一位腼腆的来自印度的 ２４

岁的青年，自认为有点像剑桥大学的流浪儿。钱德拉塞卡从事星体结构的
研究只有几年时间，那还是起因于他在马德拉斯（Ｍａｄｒａｓ）大学的一次物
理竞赛中获奖，奖品是爱丁顿写的一本关于星体结构的论著。现在，他相
信自己有了一个重要而且惊人的发现，这个发现将在星期五的会议上向与
会者宣布。
但是在星期四，当会议日程表送到剑桥时，钱德拉塞卡惊讶地发现，
爱丁顿也将在会议上发言，讲的题目与他的一样！在他们多次讨论过程中，
钱德拉塞卡总是滔滔不绝地讲出他的计算，而爱丁顿从来没有提到过他在
这个领域的工作。这似乎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忠诚行为。星期四晚上，
当他们两人在餐厅相遇时，爱丁顿仍然没有提出解释或道歉。他唯一的话
是，他利用了他的影响，使钱德拉塞卡可以在会议上多讲一会，“这样，
你就可以把你的研究结果彻底讲清楚。”这句关心的话钱德拉塞卡记得很
清楚。钱德拉塞卡想问一问爱丁顿的论文，但由于他对爱丁顿非常尊敬，
所以又不敢问。星期五在伦敦开会前吃茶点时，有一位天文学家问爱丁顿
准备讲些什么，爱丁顿没有回答，只是转向钱德拉塞卡，微笑地说：“那
要使你大吃一惊呢。”
钱德拉塞卡的论文讨论了一个基本问题：一个星体如果烧尽了它全部
的燃料之后，将会发生什么？按照当时流行的理论，冷却的星将在自身的
引力作用下，坍缩为一颗致密的星，这种星称为白矮星（ｗｈｉｔｅ ｄｗａｒｆ）。
例如，一颗具有太阳质量的星，将坍缩成只有地球一样的大小，这时它就
达到力的平衡，不再坍缩下去。钱德拉塞卡重新研究了这种坍缩，他考虑
一个有趣的问题：当一颗星体的气体被压缩到其电子以接近光速运动时（这
被称之为相对论性简并状态），会发生什么现象？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任
何一颗质量大于太阳质量 １．４ 倍的星体，它的巨大的引力将继续起作用，
使这颗星越过白矮星阶段继续坍缩。于是，这颗星的体积将继续越变越小、
密度越来越大，直到……啊，那可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钱德拉塞卡机灵地
避不作答。
他的结论是：“一颗质量大的星体不会停留在白矮星阶段，我们应该
考虑其他的可能性。”
接着是爱丁顿发言。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活着逃离这个会议，但我的论文的要点是：根本
不存在什么相对论性简并。”爱丁顿说完这句话，就把钱德拉塞卡的论文
撕成两半。听众中不时爆发出笑声，使爱丁顿的讲话不断地被打断。爱丁
顿无法驳倒钱德拉塞卡的逻辑和计算，但他却宣称这个理论全盘皆错，原
因很简单，因为它得出了一个不可避免和非常古怪的结论：“星体将不断
辐射，不断收缩，直到半径只剩下几公里，这时，引力将大到足够控制住
辐射，使其不再辐射，于是这颗星体终于平静下来。”
当然啦，我们今天称这种客体为黑洞，但爱丁顿那天下午却声称它不

可能存在。
“一种归谬法得出的结论，”爱丁顿说，“我相信，一定有一条自然
法则阻止星体按这种荒谬的方法演化。”
争论到此，就被束之高阁了，至少在此后几十年没人再敢问津。当然，
黑洞理论最终还是被人们承认了，钱德拉塞卡提出质量界线（即星体质量
为太阳质量的 １．４ 倍）也被称之为“钱德拉塞卡极限”记入教科书中，但
这一切在爱丁顿讲话后很长一段时间才发生。
“会议结束后，”钱德拉塞卡回忆说，“每个人都走到我面前说，‘太
糟了，钱德拉，简直太糟了。’我原以为我将在会上宣布一个非常重大的
发现，结果爱丁顿让我出足了洋相。我心情乱极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
继续研究这个课题。那天我回剑桥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了。我走进一间
同事们经常聚会的房间，这时当然不会有人还留在那儿，但炉子里的火还
燃烧着。我记得，我站在炉火前自言自语地重复着一句话：‘世界就是这
样结束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
今天，他对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有了不同的看法。
与爱丁顿的争论还持续了几年时间，这使钱德拉塞卡失去了在英国取
得一个有任期职位的任何机会。最后，他终于明白应该完全放弃这个研究
课题（不过，这两位都十分出色的人终生都保持着友谊）。他相信自己的
理论，但别人不相信。所以，在 １９３７ 年他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不久，他把
他的理论写进了一本书里，并不再去理会它。他改弦易辙，开始研究星体
在星系中的几率分布，并发现了被称之为动力学摩擦的奇怪特性——即任
何星体在穿越另外一个星系时，由于它四周星体的引力作用，它的速度将
会降低。然后，他又转而考虑：天为什么是蓝色的？这个问题的简单答案
是：大气的分子允许其他颜色的光通过，但将波长短的蓝色光散射开。这
个结论在上一个世纪被英国的瑞利爵士（ ＬｏｒｄＲａｙｌｅｉｇｈ）发现，但瑞利本
人及后来的物理学家们没有能够找到精确的数学方法，以计算光是如何被
散射的。在本世纪 ４０ 年代中期，钱德拉塞卡找到了这个精确的数学方法。
对此，钱德拉塞卡十分满意，以至他决定此后将不断地更换研究领域。接
下去他研究了许多课题：磁场中热流体的行为，旋转物体的稳定性，广义
相对论，最后，他又回到了黑洞，但这次他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研究它。
他现在感到十分幸运，幸亏当年他被赶出原来研究的专业。
“假定当时爱丁顿同意自然界有黑洞，”说到这儿钱德拉塞卡停顿了
一下，考虑如何把这个见解表达得尽可能准确。
“推测是非常困难的。如果爱丁顿当时承认了黑洞理论，他将会使这
整个领域变成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黑洞的许多性质将会提前 ２０ 到
３０ 年被人们发现，不难想象，理论天文学将会大不相同。但这种判断不该
由我来作——喏，我想我可以说，这种结局对天文学是有益处的。”
“但我不认为对我个人有益。爱丁顿的赞美之词将使我那时在科学界

的地位有根本的改变，我会在天文学界里大有名气。但我的确不知道，在
那种诱惑的魔力面前我会怎么样。”
“有多少年轻人在功成名就之后，还能长久保持青春活力呢？即使是
２０ 年代里对量子力学作过伟大贡献的科学家——我指的是狄拉克、海森
堡、福勒——他们也未能始终如一。即使是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也同样
未能始终如一。”
钱德拉塞卡急忙停住自己的话头，说他并不是要把自己与这些科学家
相比，也并不是想批评他们。“你可别搞混了，我算老几，竟能批评爱因
斯坦？”他认为，这个问题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使他感到兴趣。贝多芬在
４７ 岁时对一位朋友说：“现在我知道怎么作曲了。”这件事使钱德拉塞卡
大为吃惊，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钱德拉塞卡相信，决不会有一位年满 ４７
岁的科学家会宣称：“现在我知道怎么作研究了。”
“当你讨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或作家的作品时，总会认定这些作品有
一个从早期、中期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艺术家的本领越来越精，使他们
最终能处理十分棘手的难题。要写出一部像《李尔王》这样的剧本，显然
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要具备巨大的感情控制能力。如果与早期作品《罗
密欧与朱丽叶》相比较，你就会发现其间的差别。”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科学家不能使他们的思想越来越精呢？
爱因斯坦是一位具有伟大科学头脑的科学家。他在 １９０５ 年就发现了狭义相
对论和一些其他重大理论。他以惊人的刻苦精神从事研究，１９１６ 年他又发
现了广义相对论；到 ２０ 年代早期，他还作出过一些重要的发现。但从此以
后，他停步不前，孤立于科学进步之外，成为一个量子理论的批评家，再
没有为科学和他本人增添什么光彩。爱因斯坦在 ４０ 岁以后的研究工作中，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智慧和悟性比以前更强一些。这是为什么？”
“由于缺乏更合宜的词，我只能说，似乎是人们对大自然逐渐产生了
一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曾经具有伟大的洞察力，作出过意义重大的发现。
此后，他们就相信，他们能在一个领域里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说明他们
有一种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而且这种方法一定是正确的。但是，科学并
不承认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大自然曾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作为大自然基
础的各种真理，比最聪明的科学家更加强大和有力。”
“以爱丁顿为例。他是一位伟人，他说一定有一条自然法则阻止星体
变成一个黑洞。他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仅仅是因为他认为那样不好吗？
为什么他能认定，他有办法决定自然法则应该是怎样的呢？相似地，爱因
斯坦因为不赞成量子理论说过一句人人都知道的话：‘上帝不会掷骰子。’
他怎么知道上帝不掷骰子呢？”
谈到瑞利爵士，钱德拉塞卡乐于承认他是一个例外。瑞利是 １９ 世纪的
一位物理学家，他在 ５０ 年的研究生涯中，在各种不同领域里都作出了富有
创造性的贡献，而且在后期还作出了一些最著名的发现，例如发现了氩气。

“你一定听说过，当瑞利 ６７ 岁时他的儿子曾经问他对托马斯·赫胥黎
说的一句名言有什么看法，赫胥黎说：‘在科学界一个 ６０ 岁的人的作为只
会弊多利少’。瑞利想了很久，回答说，‘啊，我想如果你只做你所理解
的事，不和年轻人发生矛盾，就不致于一定会像赫胥黎说的那样。’我认
为爱因斯坦、狄拉克或海森堡不会说出这种话来。爱丁顿肯定说不出这种
话的。瑞利说的话中，含有某种谦虚的精神。有人曾经向丘吉尔说艾德里
是一个谦虚的人，丘吉尔回答说‘他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谦虚’。丘吉尔的
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到科学界。能够作出真正伟大发现的人，一般都非常自
信，敢于对大自然作出判断。当然啦，瑞利不具有爱因斯坦或麦克斯韦那
样的真正伟大的根本性的洞察力。但是，瑞利对科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因
为他对伟大的知识宝库增加了一些内容，不断地发现了许多虽不是蔚为壮
观但却很重要的东西。我认为在理解大自然的过程中具有某种谦虚精神，
是持续进行科学探索的先决条件。”
他一再声明，他只是从抽象的意义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他自己。
但他不可避免地会谈到他自己的研究生涯。每隔十年就投身于一个新的研
究领域，可以保证研究者保持谦虚的精神，因为你无法与年轻人发生矛盾，
他们在新领域里研究的时间比你还长。像瑞利一样，钱德拉塞卡使自己关
心那些重要但并不壮观的工作，以严格的研究精神为知识宝库增添内容，
而不是去设法推翻它。他不追求轰动效应，不追求独一无二的令人目眩的
洞见，也不追求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革命性发现。他总是坚持对整个领域
作长期和全面的分析，而不计较别人认为他的作法可能毫无价值。
例如，在 ６０ 年代，钱德拉塞卡写过一本关于蜜柑状的几何图形（称为
椭球）的书，这种工作在当时肯定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名和利。在该书的引
言中钱德拉塞卡写道，他写这本书的理由是，以前虽然对这项课题作过许
多研究，但留下“许多空白和漏洞，还有一些明显可见的错误和谬见。如
果对这种状态听之任之，不免令人感到遗憾。”他通过系统地分析作用在
旋转椭球体上的诸力，例如使它聚在一起的引力、使它分裂的离心力等，
终于将这个难题理出了一个头绪，他找到了使旋转椭球体开始变得不稳定
的点。其他科学家认为，研究这些理想物体是浪费时间，研究宇宙中不存
在的抽象东西有什么价值？但到 ２０ 年以后的今天，这本书却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这真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例如，现在已经知道许多真实的星系具有
这些想象客体的性质，科学家们正在利用这本书的结论来了解，银河系在
自旋时为什么能聚在一起而不散开。
“我想，我的动机与许多科学家的不一样，”钱德拉塞卡说，“沃森
（Ｊａｍｅｓ Ｗａｔｓｏｎ）①说，当他还是年轻人时，就想到要解决一个问题，使他
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他努力向前干下去，后来发现了 ＤＮＡ。很明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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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于 1962 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译者注。

种方法对沃森是很合适的，但我的动机不是为了解决一个单一的问题，我
需要的是对整个领域有一种透视的看法。”
“八年前我开始研究黑洞，而且特别专注于研究一个旋转的黑洞对外
来的（如引力波、电磁波）扰动如何反应。如果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你
就可以知道当一个诸如星体之类的物体落入黑洞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你
瞧，这项研究的某些成果已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但对我来说，最重要
的是研究的最终观点。这就是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的缘由，我把它看作是能
够洞察未来的一个整体。很明显，在这个领域里还有许多工作让我干，但
我不想干下去了。打个比喻，如果你完成了一个雕塑作品，你一旦完成就
不想再在这儿或那儿进一步修饰它。”
下一步做什么呢？对于一个年届 ７１ 岁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问题。主
要的障碍是由他的研究风格决定的，这种风格需要他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意味着他将每天从早晨六点钟一直干到半夜。
钱德拉塞卡的夫人叫拉莉莎（Ｌａｌｉｔｈａ），他们是在马德拉斯大学物理
系读书时相识的，她说：“他的确没有时间干别的事，例如旅游、会朋友。
他对工作总是制定严格的纪律，干任何事都一定要干得干净利落、完全彻
底。”谈到钱德拉塞卡的事业和她为之付出的牺牲，她毫无怨言。她经常
孤独一人在家打发日子，她放弃了她的职业跟他来到美国，要隔很多年才
有一次机会回印度与亲人团聚。她也认为，钱德拉塞卡现在应该有权力轻
松一下，他的同事们也这么认为。
“钱德拉塞卡曾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随着他逐渐变老，他所付出
的代价也在逐步增加，”史瓦西说，“最近他写的一本书可说是一部力作，
也是意志战胜年衰体弱的一个明证。我的确不知道他下一步还会干什么。
他所有的贡献都来自于这种坚强的意志力，这使得他能够解决别人无法解
决的问题。对钱德拉来说，如果在一件大家都能做的事情上泡蘑菇，那是
与他性格不能相容的事情。”
钱德拉塞卡比较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如果我不能全心投入一项研
究项目，我宁可完全放弃这项研究。”如果只是为了美学上的理由，那么
他的学术生涯以黑洞理论为开端，又以黑洞理论来结束，实在是颇能吸引
人的。这个结局实在太妙了，特别是因为他认为这最后的一项研究是他所
有研究工作中最困难的一项。但是，钱德拉塞卡还打算进入其他新的领域，
这次也许是宇宙学。“我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的，要改变终生形成的习惯
可不那么容易。不过，我还没有拿定主意。”
虽然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印度教徒，而认为自己可以划归为无神论
者，但有时他也有点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应该跟随印度教的传统：断绝一
切世俗的联系，到森林里一个人去冥思默想。当然啦，对他来说这就意味
着完全放弃科学，最终地变换领域。
“我追求科学的方式给我带来不幸的事实是，它扭曲了我的个性。我

不得不放弃生活中其他一些兴趣，例如文学、音乐、旅游等等。我把所有
的时间都奉献给了科学事业。我想精读莎士比亚所有的剧本，一个字也不
漏，一行也不漏。但我总是没有时间去读。如果我能满足我的兴趣，我将
成为另样的一个人，这点我十分清楚。我不知道，能不能用遗憾这个词表
达我的这种感觉。但人迟早总会习惯这些损失，人总不会跟自己过不去，
他总得跟自己妥协。要把事物整理得有条有理，那总是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的。”
（译自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ｐｔ．１９８２，ＰＰ．６９—７４）

译后记
钱德拉塞卡教授是美籍印度天体物理学家，１９８３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
得者，他获奖的原因是“因为对恒星结构和演化过程的研究，特别是因为
对白矮星的结构和变化的精确预言”。钱德拉塞卡著作颇丰，除了我们译
的这本书以外，还有许多专业性非常强的著作，如《恒星结构研究导论》
（１９３９ 年）、《恒星动力学原理》（１９４２ 年）及《黑洞的数学理论》（１９８３
年）等等。
我是学物理出身的，对钱德拉塞卡传奇般的经历早有所闻，但却从来
没有读过他的著作。１９８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我忽然收到在美国纽约工作的大
哥寄来的一包书，打开封皮，我一眼就盯上了钱德拉塞卡著的《真理与美》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Ｂｅａｕｔｙ）（我们在把它译成中文时，换了现在使用的书名，
其原因下面还将谈到）。按惯例，我翻开目录：“科学家”、“科学的追
求及其动机”、“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不同的创造模式”，还有“广
义相对论的美学基础”！我似乎觉得眼睛一亮，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我面前
打开了。一篇一篇看下去，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
他思考的是一些我们大家应该思考但又“从未认真思考过的问题”；而且
我还深深感到，钱德拉塞卡思考的这些问题对中国读者一定很有价值。于
是我决心将这本书译出。开始我在《世界科学》上陆续译出了几篇，颇受
编辑和读者的青睐，这更加深了我的信心：一定要把这本书奉献给中国读
者。
但几经碰壁之后，我才知道目前在国内想出版一本这类高级科普读
物，可以说非常用难。幸运的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决定将这本书的译著
放到《第一推动丛书》里，这使我大为振奋。
出版社要求我与钱德拉塞卡教授取得联系，解决译文版权问题。这是
很公正的要求，作为译者我也应该尊重钱德拉塞卡教授的知识产权和个人
意愿。但我非常担心，钱德拉塞卡教授年事已高，今年 ８４ 岁了，又是蜚声
科学界的大人物，他会给我回信吗？但我别无选择。好不容易查到了他的
地址，于是在今年 ３ 月底给他写出了第一封信，请他允许我将他的这本著
作译成中文，并请求他将中译本的版权授予我们。出乎意料的是，不到一
个月我就收到了钱德拉塞卡教授的回信，我真的感动极了。在回信中他写
道：“您想翻译我的书，我当然非常高兴；作为作者，我允许您进行翻译。”
我高兴极了，这不仅是因为我获得钱德拉塞卡教授的允许，可以翻译
这本名著，还因为广大中国读者将有幸与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一同去思考那
些本应认真思考但从未认真思考过的一些重要问题。
闲话不多说了，但有两件事我还得向读者交待一下：一是我把原书名
《真理与美》改为现在使用的书名，是为了让更多年轻读者愿意买这本书。
我相信，现在使用的书名对广大读者一定更有吸引力；我还相信，我并没

有因改了书名而背离了原作者的意图。二是我在书末加了一个附录，这是
为了让读者熟悉钱德拉塞卡教授年轻时一段传奇般的经历，了解了这段经
历会使读者更深刻地领会作者的思路。
最后，在本译著出版之际，我应该首先感谢钱德拉塞卡教授允许我翻
译他的这本书；其次，我应该感谢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再次，我还要感
谢我的大哥杨建军，是他把原著买下并邮寄给我。当然，我还应该感谢我
的几位研究生，正是他们的帮助使本译著能按时完稿。盐城师专物理系的
王晓明讲师翻译第 ３、７ 两章，深圳长城公司的张家干翻译第 ６ 章，人民教
育出版社的周国强编辑翻译第 ５ 章，其他 ３ 章和前言、附录都是由我翻译
的。全书的审校、统稿工作也是由我完成的。李元杰教授对第 ７ 章作了认
真的审阅，这将保证译文的科学性，我应向他表示感谢。
作者的原著肯定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但不知我们的译文能不能对得起
钱德拉塞卡教授的一番深情厚意。读者的批评，将会受到译者由衷的欢迎。
杨建邺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８ 日于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宁泊书斋

致

敬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惊闻钱德拉塞卡教授于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２１ 日在美
国芝加哥大学因病不幸逝世，我们深感悲痛和惋惜。他的逝世无疑是物理
学界乃至整个科学界的一大损失，但他探索科学孜孜不倦的精神将永远激
励着后人。
我们特以本书向这位深受世人尊敬的伟大科学家表示我们最深切的哀
悼和最崇高的敬意。
出版者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３０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