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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血有肉的人才
最真实，最有魅力和感
召力；也唯有真实，才
能让人产生亲近感；相
反，则会视为畏途，敬
而远之。

《维尔纳·
海森伯传：超
越不确定性》，
[美]大卫·卡西
迪著，方在庆
主译，湖南科
学技术出版社
2018 年 8 月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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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马
化腾在近两年全国两会上，连续提交有关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建议。本书作者马化腾等
从经济、政治、法治、创新等多个角度，结合全
球各大湾区的发展经验和趋势，阐释了粤港
澳大湾区这一宏大构想，并明确提出了中国
湾区的未来发展路径，即建设成为一个引流
全球创新潮流的世界级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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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成为国家战略，大
湾区时代正式到来时，怎样正确认识大湾区
目前的形势和未来前景，抓住即将到来的风
口？深圳大学当代金融研究所所长、粤港澳问
题专家国世平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
如：对标国际一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有什么
优势和不足？如何克服难点、发挥各自城市的
优势？哪些行业会直接受到大湾区利好的影
响？大湾区规划会为各个城市解决什么问题，
创造什么机会？ （李西米）

新年伊始，我的新著“青少年创
新思维培养丛书”（共三册，《探索
的足迹》《创新的力量》《思想的锋
芒》，）面世。仅仅十来天后，即登上当
当网的科普读物新书热卖榜，一度升
至“近 7 日”榜第 3 名，“近 24 小时”
榜第 1 名，真有点儿出乎意料。

这套书，追本溯源，可以说是一
位科普界前辈的“慧眼”促成的。

2009 年春的一天，时任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人民邮电出
版社原总编辑陈芳烈老师打来电
话，约我到他家里谈事。见面时他告
诉我，注意到我最近发表的一些人
物传记故事，感觉写得不错，读来挺
有味道。

老实说，那会我只当是前辈对
晚辈抬爱的客气话。可陈老师却很
认真，揪着这个“主题”不放，向我直
言：“不是什么人都能把这件事做好
的，我觉得你行，做得很好！你应该
继续做下去，要不真的可惜了。”

前辈的点拨引起了我的思考。
尽管当时我已经出版了 3 本书，有
上百万字的作品发表，可我本人竟
然都没有意识到，自个儿的“创作专
长”在哪。

自那以后，我结合自己对科技
史的偏好，更专注于人物传记故事
的创作，同时潜心探索写作技巧。特
别是，我更加专注于如何在有限的
篇幅里准确、精练而又不乏生趣地
描摹好每一个人物的形象、特质。

其实，打小我就爱读人物传记，
并且深受其益。尤其是那些提升人
类文明、推动历史进程的杰出人物
的发展轨迹，常常给我带来触动和
启示。后来，在我创作人物传记故事
的过程中，由于时不时地穿越时空，
融入所写人物的时代氛围，感同身
受其思想与命运，自己常常也被点
染、感化。

记得，正是在创作《马斯洛：展

现“自我实现”之光》时，我更加真切
地认识到，“自我实现”其实就蕴藏
于人们对生活的某种态度之中。而
在创作《樱桃树上的梦想》时，那位
悲情的主人公———“液体火箭之父”
戈达德的一句名言“昨天的梦想，就
是今天的希望和明天的现实”也不
时在我耳畔回响。当我在写作中遇
到一个“坎”，长时间推进不下去而
突然“灵光一闪”顺畅落笔时，情也
同时触动———被戈达德其人其事所
感染，我在不知不觉中泪流满面，接
着就敲出了一句转折过渡的话：“永
远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梦想、希望和现实在时空中延
伸，总是不乏杰出人物的交集。如戈
达德在自己的事业稍有起步而又面
临重重困难之时，曾给英国科幻作
家威尔斯（本丛书中有介绍）去信，
叙说《星际战争》这部科幻小说对自
己事业产生的巨大影响，并表达了
对这位著名作家的感激之情。

书中也有介绍的法国哲学家伏
尔泰，在他的《英国通信》一书中则
谈到，1726 年他旅居英国期间，无意
中听到学者们在探讨这样一个问
题：谁是最伟大的人？是恺撒、亚历
山大、铁木真，还是克伦威尔？有位
学者坚持认为牛顿是最伟大的人。
伏尔泰同意其看法，因为“他用真理
的力量统治我们的头脑，而不是用
武力奴役我们”。

而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
1605 年在《学术的推进》中曾明确提
出：“智慧与学术给人类社会所造成
的影响远比权力与统治持久。在《荷
马史诗》问世以来的 2500 年或更长
的时间里，不曾有诗篇遗失，但却有
多少宫殿、庙宇、城堡及城市荒芜或
是被焚毁啊！”

我对书中所涉人物的选择与描
摹，大致就体现了上述思想。为避庞
杂和散乱，我尝试在篇章结构上以

思想者、预言者、探索者、发现者、开
拓者、创造者划分之。对于单个人物
的介绍，我也期望能够在内容与叙
述方式上出新，因而没有采取面面
俱到的写法（设有“小传”和“链接”
等作为补充）。

作为主体的正文文字，我的设
计是：一般从人物在其人生、事业发
展的关键场景或重要时刻切入，以
一种叙事性风格展开，力图进行视
觉化呈现、趣味性表达。事实证明，
这样做效果不错。

著有 11 卷本 《世界文明史》的
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曾经感慨，人
们更喜欢看到的是：那些活着的天
才都是常人，而那些死去的天才都
是传奇。他进而发出疑问：“为什么
我们会充满敬意地面对高山之巅的
飞瀑，面对夏夜海面的圆月，却不愿
意以同样的敬意来面对一个杰出
的、优秀的人呢？其实，没有什么自
然奇观能比得上伟大的人性。”

在写过 100 多篇人物传记故事
之后，我对杜兰特所持观点更有同
感。是啊，如果说政治、经济是社会
的骨架，那么，伟大的人物就应该是
历史的命脉。无论对一个国家还是
对整个世界而言，历史都不该忘记
那些伟大的人物。

当然，创作此书并不是刻意要
向读者呈现那种高不可攀、遥不可
及的伟人或神人。在我看来，一味拔
高难免就会失真，过度美化实则就
是歪曲。有血有肉的人才最真实，最
有魅力和感召力；也唯有真实，才能
让人产生亲近感；相反，则会视为畏
途，敬而远之。所以，我并没有专门
花费心思去给笔下人物“穿靴戴
帽”，也没有特意回避或曲饰其污
点、过失。这是我创作人物传记始终
坚持的一个准则。

陈芳烈前辈对我人物传记作品
的认可和鼓励，让我对创作人物传

记故事更加上心，也更有兴趣。他实
际上促成了我一个新的创作方向。
2014 年初，适逢老牌科普杂志《知识
就是力量》全新改版，郭晶主编邀我
主持“探索发现”栏目，我又断断续
续新写了一些人物故事。

2015 年 8 月，应上海科技教育
出版社新任总编辑王世平之邀，我
参加上海书展，与卞毓麟老师一起
作了一场关于阿西莫夫的讲座，并
签售“阿西莫夫书系”作品，其中有
一部我校译的 《不羁的思绪———阿
西莫夫谈世事》。我在少年时代就深
深地迷上了阿西莫夫作品，并因此
而喜好科普和写作。在人物传记写
作方面，阿西莫夫对我影响至深。此
番在与世平总编的交流中，我们敲
定将我近来所写的部分人物传记故
事结集出版，并初步商定了新版书
框架。随后，又与出版社学生读物编
辑室的侯慧菊主任具体讨论了篇章
结构。

原来考虑分册新出的几本书是
人物传记故事加励志，编辑部再度讨
论时提出了一个新的创意：三本书以

“青少年创新思维培育丛书”冠名之。
随后申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
版规划，获得通过入选。这样一来，我
们又侧重从“创新思维”角度，对书中
人物再作筛选，增补相关内容，并且
在每一个人物故事之后，附加了一段
评述性的“创新启示”。

或许可以说，丛书是以作者眼
中的历史上 75 位最杰出的创新者
故事，串起了有关创意、创新和创造
力思维的典型“案例”，并总结了他
们取得事业成功、攀越人生巅峰的
关键要素。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则以“创
新思维的多元碰撞，科学人文的跨
界交融”概括这套书的特色。这，正
是我创作时所努力追求且期望能够
达到的那种境界。

描摹“创新人物”的创新思维
姻尹传红

书后

海森伯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德国知识分子家
庭。他出生前夕，在中学教古希腊语的父亲刚被
聘为维尔茨堡大学教授。这对海森伯的成长影响
极大。在他的观念中，德国文化掌握在少数精英
手中。他想成为这样的精英，为德国文化作贡献。

这或许让海森伯养成了在做每一件事情
时都要出人头地的强烈的终生动力。他的中学
老师在他的成绩报告中写道：“该生自信心特
强，并且永远希望出人头地。”这在他青年时期
表现得也很明显。海森伯没有滑雪天分，但通过
训练他滑得很出色；他跑步也不是很好，但会在

学校里自己跑圈并拿着秒表提升速度；这位进
取的青年还挑战过古典钢琴曲与绘画。

1920 年后，海森伯又开始征服量子物理学
之谜。他师从慕尼黑大学教授阿诺尔德·索末菲，
进入理论物理学领域。当时，物理学家受困于解
释反常塞曼效应中单条谱线在磁场中的分裂。而
海森伯在加入索末菲的项目一年之后，就提出一
个似乎可以一举解决所有光谱谜题的原子实模
型，让他的老师大吃一惊。相关论文发表在 1921
年的《物理学杂志》上。该模型展示了海森伯在他
人无能为力的时候取得突破的能力。

获得博士学位后，海森伯应邀前往丹麦哥
本哈根担任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助手，他再
次征服了物理学的新高地。1927 年 3 月，海森伯
投给《物理学杂志》的另一篇论文概述了他最著
名和最有影响的物理学贡献之一：建立量子力
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或测不准原理。它与玻尔
的互补原理、玻恩对薛定谔波函数的统计诠释，
形成了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

一年后，刚满 26 岁的海森伯被任命为莱比
锡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成为德国最年轻的正教
授。1933 年 11 月，他收到了自己获得 1932 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获奖理由是“为了量子力
学的创立，这种力学的应用，除了别的结果以外，
还促进了氢的同位素异形体的发现”。

要强的天才

纳粹政权期间，物理学家塞缪尔·古德斯
米特、恩里科·费米等先后邀请海森伯移民美
国，他却一次次回答：“我不能，因为德国需要
我。”这成为战后很多物理学家批评他为纳粹
政权服务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和当时德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
样，当纳粹政权的公职清洗蔓延到他周围的同
事和朋友时，海森伯曾考虑从大学中辞职。但

德高望重的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让他相
信，他们肩负了一种责任———为德国文化和科
学保留一块根据地。

1935 年秋季，海森伯致信母亲谈到了他心
目中的新任务：“我必须满足于在科学的小领
域中保护未来会变得重要的那些价值。在一片
混沌中，这是我唯一清楚的任务。领域外面的
世界确实丑恶，但工作是美好的。”

留在纳粹德国，他的做法是“不问政治”。
例如，在希特勒上台之初，当诺奖得主施塔克、
勒纳德响应德国高校教师联盟向希特勒效忠
时，海森伯就抵制参与此事。当爱因斯坦等犹
太科学家的理论受到批判，不得在课堂上讲授
时，海森伯照样讲授，只是为了不给自己惹麻
烦，没有提到爱因斯坦的名字。

海森伯的行为让他进了纳粹支持者的“黑名
单”，因一度被定义为“白色犹太人”而受到打压。

“在这种背景下，留在德国，‘不问政治’的一个隐
含的前提是对祖国的无条件的爱。”方在庆说。

“白色犹太人”

然而，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德国物理学的
未来，海森伯不得不顺应纳粹当局的要求，作
出一些妥协，这也成为他后来被广为诟病的
重要原因。时至今日，让海森伯依然身陷争议
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在纳粹德国核计划中的
角色。

二战爆发后，只有那些对纳粹战争机器运
转有利的研究才能获得支持。作为新一代理论
物理学的领袖，海森伯为自己和自己的行业感

到担忧。他看到核裂变研究正是让德国理论物
理学获得支持的一个契机。

海森伯首先通过这一诱人的前景让军需
部支持他的研究，同时又指出这中间的巨大困
难，从而降低对他的研究结果的期望。用他后
来的话说：“官方口号是‘我们必须为了战争而
利用物理学’。我们的口号则是‘我们必须为了
物理学而利用战争’。”

然而，由于计算错误以及所需材料的短

缺，海森伯主持的铀计划并没有真正进行下
去。战后，为了解释德国未能造出原子弹的原
因以及维护自己的学术形象和政治形象，他的
学生和同事魏茨泽克提出了“拖延说”和“道德
考虑”，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争论。

或许，爱国主义并非海森伯从事核裂变的
唯一诱因，和盟方一样，科学的好奇心和一种
更加实用性的动机也表现得很明显。正如卡西
迪所写的那样，“爱国主义、职业实用性、科学
好奇心和对德国战争事业的支持结合在一
起”，导致海森伯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月把精力
投向核裂变研究。

“铀俱乐部”领导人

另一件让海森伯陷入非议，并让他在战后
备受煎熬的事，便是 1941 年秋天他对玻尔的
造访。

当时，海森伯和一些德国科学家前往被占
领的哥本哈根，其正式目的是到那里的德意志
文化宣传研究所去参加系列演讲，而非正式的
意向则是会见前导师玻尔。

彼时，德意志帝国已经扩张到顶点。考虑
到会见的地点是德国占领下的丹麦，海森伯的
目的是作宣传演讲，话题为核裂变是否可控。
海森伯的访问让他的前导师感到不安，这丝毫
也不奇怪。

战后，海森伯在回忆中表示，他是想通过
玻尔让盟方知道，德国距离建造一个炸弹还很

遥远，以求避免盟国采取紧急方案研制核弹，
并最终对德国发动核打击。

但玻尔在一封未发出的信件草稿中却表
示，海森伯当时的语气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那就
是德国正在他的领导下，全力以赴研制核武器。

海森伯对玻尔的访问至今仍笼罩在争论和
疑问中。玻尔的夫人玛格丽特从未动摇对这一
事件的看法：“甭管别人怎么说，那都是一次敌
对的访问。”从那之后，尽管玻尔和海森伯仍然
有过聚会，但他们再也没有像战前那样亲密过。

备受煎熬的友人

海森伯也考虑过战争和个人———
他自己———在战争中的具体现实。他认
为：“人道地对待别人比完成任何种类
的职业的、民族的或政治的义务更重
要。”这表明，至少他似乎知道什么是对
的，尽管他并不总能做到。

1941 年之后，海森伯还多次参加过
纳粹政权的出国演讲邀请，有的事先征
求过他的同意，有的则没有。他似乎觉
得，个人在国家和国际斗争的力量面前
无能为力。当他在德国战争行动等级体
系中的一个研究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
时，在作为前往被占领和压迫地区的文
化代表时，甚至当满足纳粹官员的要求
时，他都使自己相信，自己的行动事实
上并不会改变宏伟规模的存在。

德国大文豪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为
了超越封闭的一己世界投入到广阔的
现实生活，不惜将灵魂出卖给魔鬼，完
成了充满苦难的精神探索，明白了“人
的幸福只存在于为他人尽力”的道理。

“跟浮士德很相似，海森伯集消极与积
极的特征于一身，他不惜与狂热的民族
主义和残暴的极权统治周旋，动用一切
可以动用的力量，包括作出必要的妥
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在该书后记
中，方在庆写道，“这里面有多少委曲求
全，有多少逢场作戏，只有海森伯自己
知道。”

二战结束后，海森伯和其他德国物
理学家被美国军队送往英国囚禁。在被
软禁几个月后，他于 1946 年重返德国。
在德国科学的战后重建过程中，海森伯
凭借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在担任洪堡
基金会主席期间，为增进国际间的科学
合作不遗余力，直至 1976 年 2 月 1 日
逝世。

海森伯事件中的例外之处是，许多
他最严厉的美国批评者却仍然对他抱
有同情和超出礼貌的热诚，即使在发表
最严厉的责备时也是如此。“海森伯是
一位很伟大的物理学家，一位深刻的思
想家、一位很有教养的人，同时也是一
个很有勇气的人。”古特斯米德在为他
如此崇拜而又如此责备的那个人写的
讣文中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
的物理学家之一，但是他在一些狂热的
同事没根据的攻击下经受了严重的痛
苦。按照我的意见，他在某些方面应该
被看成是纳粹政权的受害者。”

进退维谷的物理学家

荐书

“青少年创新思维培养丛
书”（共三册），尹传红著，刘夕
庆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9年 1月出版

在科学上，他是 20 世纪最耀眼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然而，在政治上，人们对他却充满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作为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维尔纳·海森伯（1901—1976）为何坚持留在纳粹德国？为何会为那样一个政权从事核裂

变，甚至是核武器研究？这些疑问让海森伯在生前身后充满了争议，甚至让他被看作是纳粹的“帮凶”。
在《维尔纳·海森伯传：超越不确定性》一书中，美国科学史学者大卫·卡西迪试图结合新的史料，通过对海森伯的科学生

涯与人生际遇的全面回顾，为人们公正客观地认识这位物理学家打开一扇大门。
“这本书与以往或褒或贬的两分法不同，作者试图走进海森伯的内心世界，向读者展现一个不同的海森伯。”该书中文版

主译、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