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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的建立与科技创新的评价体系
——纪念普朗克创立量子论１００周年
悄柞棘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０）
［摘要］通过量子力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原子能、计算机、光纤通讯、激光技术的理论基础，证
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的科学性。通过量子力学的发展，论证了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
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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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０年的１２月１４日，普朗克宣布创立了
量子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的发现。

类活动的踪迹，由地球移到别的星球，如月球、
火星等等。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量子力学还开辟了

一种全新的信息技术，使人类进入信息化的新时

一、量子力学开创了人类的高技术时代

代，或又称为电脑时代。
量子力学除了应用到原子、分子、原子核、

量子力学不仅解释了微观世界里的许多现

粒子等微观体系外，它还被应用到固体领域等复

象、经验事实，而且还开拓了一系列的新的技术

杂体系，用它解释了铁磁体、铁电体等物质的电

领域。首先，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再加上原子

磁性质，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材料是绝缘体，有

核物理的深刻的研究，共同开拓了一个新时代

些是导体。尤为重要的是，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材

——原子能时代。从而为人类找到了一种可以说

料是半导体。而且根据量子力学，在这些半导体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并有可能将人

中，可以有电子导电、空穴导电等等区别，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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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出半导体的二极管、三极管等等的观念。后

置和动量。量子力学中的波，又不等同于通常的

来又发展为集成线路。大规模集成线路的组合，

牛顿力学里的机械振荡中的波，如声波，因为这

成为现代电子计算机的技术基础。可以说，没有

种“波包”又能扁缩为粒子。量子力学的另一位

量子力学，就没有以电脑控制占主导地位的现代

奠基人玻恩，提出几率波的概念。量子力学中的

化工业。

波，所描述的是粒子在空间分布或动量分布的概

由量子力学的深刻的研究所提出的光的受激

率。所以，量子力学的方程式，一方面在形式上

辐射的原理，还被用来研制种种形态的激光器，

是决定论的，亦即一旦给定了始值条件和边值条

广泛地应用于科学实验，制成激光雷达、激光制

件，“波包”就会严格地按照薜格方程式所决定

导以及光武器（又称为“死光”）等等。尤为重

的演化方向而前进；但是量子力学中的“波包”

要的是激光通讯，它可以通过光纤网络高速而大

在物理的解释上，却又是概率论的，亦即量子规

容量地传播信息，所谓“信息高速公路”就是利

律是决定论的和随机论的规律的统一。

用光纤来实现信息量大于１０ Ｇ·ｂ以上的通讯网

量子规律的出现，丰富了人们对自然界发展

络。这已成为当代新经济的重要内涵。顺便说

规律的认识。例如，在生物体发展中虽然有遗传

说，描述光纤通讯的光的传播的方程式，却是二

又有变异，但物种的演化，却又按照达尔文所指

维的量子力学方程。

出的物种要向不断进化方向发展。其本质上的原

二、量子力学和认识论问题

有概率论的或随机论的。

因，就是自然规律不仅是有决定论的，而且也是
自然规律是决定论和随机论的深刻的统一。
然而量子力学所给予人们的还不仅仅是科学

同样，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说，社会历史发展

和技术上的成就，量子力学还丰富和发展了唯物

的规律是一元的，亦即是按照广大人民群众所期

主义哲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待的人类进步的方向而发展；但另一方面这一规

首先是量子力学深化了人们对物质和运动的

律的表现又是随机的，亦即通过各种偶发事件，

基本规律的认识。古典物理学所追求的一个崇高

甚而是戏剧性的事件来实现的。但是，由于人类

理想，就是自然界将能由一系列的微分方程或偏

是有认识能力的生物，所以，有组织的人群将能

微分方程组所描述，在给定的始值条件和边值条

依据他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某些认识，促进或促

件下，人们将能描述和预测世界发展的一切细节。

退历史向前进方向的发展。但总的来说，社会历

天体物理学家拉普拉斯曾认为：如果有一个智能

史发展的规律是“一元化”和“多样性”的统

生物能确定从最大天体到最轻原子运动的现时状

’。一Ｏ

态，就能按照力学规律推算出整个宇宙的过去状
态和未来状态，这又称为拉普拉斯式的决定论。

但是，由于人们习惯用古典物理学的思维定
式来看待物理学新发生的问题，这就导致两种认

１９世纪的机械论自然观的破灭，并没有改变

识，或者认为“上帝并不投掷骰子”，因而要求

这一决定论的自然观，只不过由电磁图像代替了

修改量子力学，使量子力学满足决定论的模式；

力学图像。１９世纪下半叶发展出来的统计力学首

或者就偏向于另一极端，认为理论的“目的不在

先把统计规律引入物理学，但是统计力学所探讨

于揭露现象的实在要素，而在于尽可能地在我们

的对象，往往是数达１０２３的粒子，以致统计涨落

的经验种种方面之间追寻出一种关系”。

所引起的偏差，完全可以忽略。统计力学所给出
的预测，仍然是确定的或“决定论”式的预言。
量子力学打破了这一思维定式。量子力学虽

然是微观世界的基本特征——“波粒二象性”的

从自然观的角度来说，量子力学还第一次打
破了不连续形态物质和连续形态物质间的“硬而
分明”的界线，使自然界走向连续物质形态和不
连续物质形态的统一。

深刻反映和概括，但是这一“波粒二象性”的物

其次，量子力学的发现还诱发了激烈的哲学

理实质，并没有立刻弄清楚。一个显然的事实

的争论。量子力学的规律本质上是统计性质的规

是，量子力学中的粒子，并不是通常牛顿力学里

律。统计规律的实现，必定伴随着大量事例的统

所定义的粒子，因为它们不能同时具有确定的位

计；每一次的测量就必定破坏粒子所处的原来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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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每次测量必然出现有“波包”的“扁缩”。

学家也加入到争论之中，用实验来评定争论的是

这正如投掷一个骰子，其结果必定或者是“红

非。

四”，或者是“黑六”，……也就是在概率的测量

玻普曾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伪科学”，

中，必定是破坏了原来的概率，实现未定状态，

据说“马克思主义不具有‘可证性”’。可是，在

在测量后就“扁缩”到某一确定的“本征态”如

唯心和唯物之争的问题上，现在已不仅仅是哲学

“红四”或“黑六”。……。相当一些初学者，或

的或物理的理论的分析，而是由科学实验来判定

者对量子规律的特点理解不深者，就或者惊讶于

哲学争论的是非。

为什么测量后波函数必定归结为和测量相应的本

作为一位曾经长期在物理学哲学问题这一领

征波函数，或者就进一步怀疑量子状态的本来面

域的从事研究的工作者，我们能贡献的意见是列

貌不可知。所以，在中国的某些研究量子力学哲

宁曾说过的两段话：一段是“在哲学方面，‘现

学问题的人士，就会去认为“微观世界的‘本来

代物理学的危机’的实质就在于：旧物理学认为

面目’或‘自在状态’不可捉摸”，认为“认识

自己的理论是‘对物质世界的实在的认识’，就

不是‘实际事物’的反映，知识也不是‘真理’

是说，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物理学中的新思

或‘真实’的简单近似”，因为“在量子测量过

潮则认为理论只是实践（引者按：实践总是主客

程中，必定伴随有仪器的干扰”。柳树滋甚而认

体的统一）的符号、记号、标记，就是说，它否

为“人类总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微观世

定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并且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

界，这一‘有色眼镜’是永远也无法摘除的。”

的客观实在的存在。”另一段话是：“遵循着马克

所以，所谓的量子力学的“规律”就只能是主客

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

观相互作用的结果。至于金观涛更借此而大谈特

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

谈所谓的“客观性危机”。也甚而鲜明地提出，

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

“月亮在无人看它时确实不存在”，“唯物主义今

到。”

天已被证伪了”！
这就是在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０年间，在中国的土

三、量子力学和科学创新评价标准问题

地上所出现的，有关量子力学哲学问题的一场争
论。其争论的焦点就在于：１）在微观领域中是

现在我国正在建立国家科学创新体系，要贯

否存在不依存人们意识的客观实在；２）如果在

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这就牵涉到科学

微观领域内存在着这样一种客观实在，它们能否

创新的评价标准的问题。我国也建立了许多国家

被人们所认识。２０００年７月，本文作者在北京

级的奖金，奖励对国家做出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工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著——《现代物理

作者，这又涉及科学创新的评价标准的问题。我

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的三大论战》，就纪录了在

以为在科学评价标准的问题上，有三类评价标

中国土地上出现的这场争论，并做了《一个评

准，这就是美学评价标准，学术或科学评价标

述》。

准，实践评价标准，或又称为社会历史评价标
在国际范围内，就更有许多国际重量级的科

准。

学大师，介入于量子力学哲学问题的争论。这里

首先是何谓美学评价标准？我曾向王元同志

有被称为“世纪之争”的由爱因斯坦和玻尔所发

请教，“现今的数学研究，可以说９９．９９％以上

起的对“ＥＰＲ佯谬”问题的争论，有许多著名

的数学问题的研究都是没有实际用途的，那末你

科学家，如贝文、玻姆，还有吴健雄教授等都介

们凭什么说，这项科学成果可以得一等奖，那一

入这一争论之中，对于“量子力学测量问题”，

项可以得二等奖？”我意想中的回答是，那是由

先后就更有玻文、海森堡、冯·普意、魏格纳、

于此工作对学科的推动，如提供新的解决数学问

霍勒、罗森菲文德……先后介入这一场争论之

题的方法，提出深刻的数学思想，带动一个或几

中。有兴趣的是，对于这些哲学观念之争，人们

个领域的研究，等等学术评价标准，来评定某项

不仅发表了不同哲学主张，而且还建构了许多

科学成果水平的高低的。没有想到的是，王元同

“理论”，如有关测量问题的理论，甚而实验物理

志鲜明地回答说：“美学标准，也就是它的结果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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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漂亮’、

‘干净’或‘ｂｅａｕｔｉｆｉｎｌ’……等

算或严密的逻辑的分析），而更为关注的是，一

等。”而且，王元同志还强调说，“这是数学工作

些观念、猜想甚而是理论有无科学实验的证明。

中唯一地并为大多数数学家所共同接受的评价标

物理学、化学，……等等科学，在本质上是一门

准。”

实验的科学。一切“美丽”的或“漂亮”的猜
可以举一个例子。例如，歌德巴赫猜想说，

测，想象，甚而已是假说，如果得不到实验的证

“任何一个偶数都可以归结为两个素数的相加，

明的话，那末这只能是有兴趣的猜测、想像或假

这又简称为１＋１＝２”这一猜测如果能得到严格

说，并不被人们承认为科学。玻普甚而宣称某种

的证明的话，那末这一结果将无疑是十分‘漂

理论如果不能找出由实践来检验、判断其真伪的

亮’或‘干净’的结果，因为任何一个偶数竟然

方法，（这在玻普称之为可证伪性），那末玻普就

能如此简洁地归结为两个素数的相加！可惜的

称为伪科学。

是，虽然电子计算机的长期实践，从来未发现有

但是，以上所讨论的评价标准，还仅是学人

例外的情形，但是电子计算机的运算，在数域中

在学术圈子以内的评价标准。某些学者更看重的

总是有限的，因而无法由电脑的运算得出任何一

是实践评价标准，或者说历史社会的评价标准，

个偶数均能分拆成１＋１＝２。

亦即对人类未来发展贡献大小的评价标准。大物

陈景润证明，“任何一个偶数可以归结为某

理学家费米就认为，他的最重要的贡献并不是引

一素数加上两个素数的相乘，或又称１＋２＝３．”

入中子作为轰击原子核的炮弹（这一工作导致费

这也是十分‘漂亮’或十分‘ｂｅａｕｔｉｆｃａｌ’的结

米获得诺贝尔奖金），而是提出非均匀结构的天

果。但如果和哥德巴赫猜想相比较，就要略逊一

然铀石墨组成的核反应堆。正是这一成就导致原

筹。所以，美学标准的确是评价科学创新水平的

子弹所用到的军用钚的生产，导致原子能发电站

某种标准；既然大多数数学家已经共同接受这一

的建立。
三个标准的统一是评价科学工作的最高标

评价标准，而且在一些别的科学门类中，如物理
学、化学……等领域，也会认同这是诸多评价标

准。

准的一种，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将“美学评价标
准”列为诸多评价标准的一种。

四、物理学的三次大突破

至于学术评价标准或又称为科学评价标准，
所看重的是有无新的贡献及其在学术上贡献的大

以上三种科学创新评价标准，当然是由于评

小，有的科学工作影响及于诸多的领域，有的新

价者站在不同的评价角度。有些科学工作可能在

开拓的实验方法、理论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

美学上或学术上是高水平的，但是却没有什么实

……等等，所以，其贡献的大小，也是可以评定

用价值，有些科学工作在应用上有很大的经济效

的。但是，在学术评价标准中，所优先看重是一

益，但是在学术上缺少创新之外，或有所创新却

个新字，要求有新思想、新方法，新发现，新成

并不高明；所以在不同人群中，会有不同议论和

就，有些科学家如丁肇中就说，在基础研究中，

看法。但是，只要是存在创新的，并且从以上三

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因为‘第二’就很难认为

种角度中任何一种角度来看，是属于有贡献的工

是新贡献。但是，学术标准所要求的新必须是科

作，都应该得到社会公众合理的鼓励和评价。当

学地证明了的“新”。哥德巴赫猜想，至今未能

然，作为一位既关注人类未来，又关注科学发展

证明，所以这一猜想尚未成为科学，陈景润的

的科学工作者来说，最为值得重视的，或者应该

“１＋１＝３”，其结果还不如哥德巴赫漂亮，但这

得到最高评价的，是三种评价标准相统一的那种

是陈景润所首先给予了科学的严格的证明的结

科学工作。量子力学就是那种应得到综合的最高

果，所以又称为陈氏定理。在数学研究中，人们

评价的科学的发现。

所承认的是有无严格的数学证明；而在物理学或

毫无疑义，德布罗依波以如此简明的公式所

化学等等实验科学的领域中，人们所关注的除了

刻画出的波粒二象性，在美学上是异常漂亮的或

有无严格的逻辑的证明外（请注意：这里既包括

靓丽的结果；量子力学开拓了原子物理、分子物

经过严密检验的前提或出发点，也包括严密的计

理、固体或凝聚态物理、原子核物理的新领域，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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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而在未来还将影响到生物的领域，其对科学发

的研究，还有复合粒子量子场论的研究……。可

展的贡献，无疑是划时代的；至于由量子力学所

以说，物理学的第四次大突破，已经初见端倪。

开拓的原子能，所开拓的电脑和光纤网络，将长

它还将进一步向什么方向发展，它将带来什么样

期地、永远地、深刻地影响到未来人类社会历史

的新技术和高技术的发明？这就是中国国家科学

的发展。

创新体系所不能不关注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量子力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应用的历史经验

乍一看来，这样的探索是集中了许多优秀的

证明：只要人们所研究的是物质运动规律的基本

人才，化费很多钱而且是“无用”的研究。可

问题，那末这样的探索就必然导致三种评价标准

是，现在人们所广泛关注的“Ｅ—ｍａｉｌ”以及

的统一。所以在我们即将建立的国家科学创新体

“信息高速公路”和“国际互联网的网络”正是

系中，除了要集中力量于解决足以影响国民经济

在国际的高能物理的研究室里所首先诞生，由高

或国防建设的全局的８～１０个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能物理学家为解决数据传输问题而研制，进一步

以外，还需要集中一定的力量于以探索物质和运

发展为国际互联网络的。而且，在中国首先引进

动的基本规律为目的并且看起来是“无用”的基

这一技术，并和国际通道联网，从而引起社会公

础研究。因为“技术的发展是生根于基础研究之

众广泛关注的，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中”，而“如果一个社会仅仅局限于技术的转化，
那末经过一段时间，由于得不到基础研究所积累

的新发现、新知识的支持，那末也就没有什么可
以转化的了。”（丁肇中：

《基础研究与工程技

五、“三个代表＂的理论是评价一切科学
工作，也是评价国家科学刽新体系的
最根本标准

术》）
早在３５年以前，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曾经在

前一时期，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

总结物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自

的理论：“共产党人要成为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

１７～１８世纪以来，人们在探索物质的运动的基

要求的代表；要成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

本规律方面有三次大突破。第一次是对物质的宏

要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

观而低速运动方面的突破，它集中表现为牛顿力

这一“三个代表”的理论，不仅成为评价科

学以及热力学等定律的建立，所带来的是蒸汽机

学工作的根本标准，而且也是指导和评价我国一

和稍后一些的内燃机的发明，人类也就由青铜时

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代、铁器时代，进入于蒸汽机时代。第二次是在

邓小平曾说，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标准

宏观而高速运动方面的突破，这就是法拉第和麦

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

克斯韦电磁方程式和狭义相对论的建立，所带来

力。是否有利于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的是发电机、电动机、电灯、电话、电影、电视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的发明，人类也就相应地进入于电气时代。第三

现在江泽民同志就在社会生产力的问题上加

次是在微观而低速运动方面的突破，这就是薜定

上了“先进”二字；在综合国力的问题上就删除

格和海森堡所建立的量子力学和稍后一些的量子

了和生产力内涵相同的内容，而在文化的问题上

统计力学，所带来的是原子弹、氢弹、核反应

也加上了“先进”的形容词；在人民利益标准的

堆、电脑、光纤网络的发明，人类也就相应地进

问题上，又进一步强调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根

入于原子能时代和电脑时代。

本的利益。

物理学的发展在经历了三次大突破以后，一

公允一些说，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三个代

个逻辑的必然的发展，就是向微观而高速的运动

表”的理论，确实进一步发展了“三个有利于”

规律进军，或者说，寻求物质运动基本规律的第

的判断标准。遗憾的是，现在在各报刊上刊出的

四次大突破。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引之下，自

学习“三个代表”的理论的文章中，往往只看见

１９６５年以来，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曾经介入了夸克

“共产党人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却忽

模型或又称为层子模型的研究，又在夸克或层子

略了先进的形容词。事实是，在如何发展社会生

的基础上，介入了量子色动力学和弱电统一理论

产力的问题上，存在着先进技术和落后技术问的
·一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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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存在着生产力各生产要素的优势组合的和

学、民主、效率、公平”的方向迈进。所以，在

劣势组合间的斗争；存在着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文化问题上，就更充满了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间

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

的尖锐的斗争。即便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

求和因循守旧，拒绝改进，漠视人民群众不断变

下，在“科学”的名义下，还会有创造性的不断

化发展中的新的需求之间的斗争；存在着保护环

发展的新鲜活泼的马克思主义和僵化的教条式的

境，保护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饮鸩

封闭保守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有真科

止渴”，“竭泽而渔”等等短期行为间的斗争。中

学和假科学之间的斗争。现在确实有“真科学假

国正在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中国的工业化正

搞。假科学真搞”一类的现象。有些号称为“马

在由装配线时代向以控制机为主导的后工业时代

克思主义”的学者，竟然会写出什么《法轮功不

迈进，在将来还将有智能机器人取代普通体力劳

是迷信》的文章，还要认为这是“发展”了马克

动和脑力劳动。所以我国必须“以信息化带动工

思主义！

业化”。中国的体制改革以及所有制某些环节的

“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相互统一的。在先进

改革必须适应和促进这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而

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中的“先进”一词，归根

不是抽象地泛论那种体制或所有制更为先进。中

结底。是因为先进的发展要求和发展方向反映了

国的先进的生产力还必须和国际的先进的生产力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如果共产党

携手共进，不能孤立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之

人就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须旗

外，所以中国必须“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发

帜鲜明地反对“部门主义”，反对“地方主义”。

展开放型经济”。不仅“请进来”，还要“走出

如果共产党人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

去”。从世界范围来说，人类正面临环境污染、

话，就必须认真纠正目光短浅只顾眼前的“短期

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能源危机、气候反常、人

行为主义”。

口爆炸等六大难题。凡此种种，就构成了先进生

在科学工作里，这种短期行为的具体表现之

产力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激烈的斗争。至少，由

一，就是自１９８５年以来，我国的基础研究已由

量子力学所开辟的电脑、光纤等等技术，是当今

占“研究与开发”费用的５％下降到２％，到了

最为活跃的先进社会生产力。

１９９９年，就进一步下降到１．５％（这里所用的基

文化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先进的社会生产

础研究的概念，是沿用国际上通行，如联合国教

力的发展，就必然要求有先进文化的指导、促

科文组织中所用的定义，而不是我国统计资料

进、鼓舞和呼唤奔走。我国在现阶段当然“以经

中，连同应用基础也包含在内的“基础研究”。）

济建设为中心”，然而，早在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

然而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其基础研究

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词中就说：“随着

～般约占“研究与开发”费用的１０％～１５％。

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

早在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

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将以一个具有

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有许多理

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所以，随着中国

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

人民由温饱、小康向富裕阶段迈进，中国人民的

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

精神生活消费将会超过物质生活消费。所以，在

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

发达国家中，精神生产力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

的进步，……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

额，就超过了物质生产力。

新”。普朗克量子论的发现，薜定格和海森堡的

现在报刊上刊出的一些文章，把先进文化的内
涵局限为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全面的。马克思主义

量子力学的建立的历史经验表明，我国必须切实
而不是用空话“加强基础研究”。

是先进的文化，自然科学也是先进文化，这二者都

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的内涵

是科学地反映了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化。至

是十分丰富的，需要我们认真钻研和领会其精神

少，量子力学就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实质，学好用好这一“三个代表”的理论，用以

文化又是经济的反映。当今我国存在着多元
利益主体的格局，而历史必然向“一元化的“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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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和指导我国的各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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