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2年4月號　總第七十期

沃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

當他作為一個年輕的研究者開始

工作時，物理學界正處於一種非常混

亂而且令人灰心喪氣的狀態，對此，派

斯（Abraham Pais）曾用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中的話，將其描述為1：

這是希望的春天，這是絕望的冬天

人們在做的是一場猜謎遊戲：純粹是通

過直覺，一次又一次地，有人提出一些

臨時方案，驚人地解釋了光譜物理學中

某些規則，這些了不起的成就會讓人歡欣鼓舞。可是進一步的工作總是揭示出

新方案的自相矛盾或不完善，於是又帶來了失望。在最後的光明到來之前的那

些年月中，這種司空見慣的起伏不定典型地反映在泡利（Wolfgang Pauli）在四個

月前後寫給克羅尼希（Ralph Kronig）的兩封信中2：

物理再一次走入了死胡同。至少對我來說，物理是太困難了。

泡利致克羅尼希

1925年5月21日

海森堡的力學讓我恢復了對生活的興趣。

泡利致克羅尼希

1925年10月9日

＊ 為紀念海森堡百年誕辰（1901-2001）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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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封信中，泡利提到的是海森堡在1925年夏天所做的工作。不過這一次與

以前那些充滿歡欣與希望但又總是給人帶來失望的時期不同，這是物理學中一

個新時代的開端。因為就在泡利寫這兩封信之間的那段時間，海森堡獨自在赫

里戈蘭（Heligoland）渡假時，得到了一個新的想法，這個新想法將給由牛頓在大

約250年前最先建立的偉大的力學科學帶來革命。它帶來了無疑是人類歷史中最

偉大的智力成就之一的新科學，即量子力學。

對於這一震驚世界的成就，或是對於這一成就的應用後果，怎樣講都不能

算是誇張。在這%，我們只需說海森堡當時並未充分理解他的想法的意義，但

他卻把它寫了下來，並於1925年9月發表在《物理學雜誌》（Zeitschrift für Physik）

上。許多年以後，在回憶當時是如何尋找新的方向使這一關鍵的想法呈現時，

他以登山作為類比3：

有些時候⋯⋯你想攀登某座山峰，但到處都是霧氣⋯⋯你雖然有地圖或其

他甚麼東西指示你可能要去的地方，但你依然在霧中完全迷失方向。這

時，你突然在迷霧中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些細微的東西，你會說「噢，那正是

我要找的石頭」。在你看到它的這一瞬間，整個情況完全改變了，儘管你並

不知道是否你會走到石頭那�，但此時你會說，「⋯⋯現在我知道我在那

�了，我必須再走近一點，那樣我肯定就會找到要走的路⋯⋯」只要我看得

仔細些，就像在任何登山運動那樣，我可以說好了，我要再前行15碼，或

100碼，甚至也許是一公里，但我仍不知道是走對了，還是完全偏離了

正路。

這是一份極為有趣的自我分析。這個比喻揭示了海森堡如何看待他自己的創造

過程：當在迷霧中摸索時，他能夠看到「一些細微的東西」，因此「整個的情況完

全改變了」。在下面我們將看到，這確實是對他在物理學中大多數重要工作的一

種恰當的描述。

1925年9月的論文一旦打開了大門，由玻恩（M. Born）、約爾丹（P. Jordan）、

狄拉克（P. A. M. Dirac）和海森堡本人所寫的許多重要論文便相繼迅速地隨之而

來。接}泡利以雷霆萬鈞之力證明了海森堡的力學確實正確地給出氫的光

譜，這對所有追隨海森堡的人來說是一種極大的精神鼓舞。從而，下一個關鍵

的問題就是下一個原子，即氦的光譜了。但這%有一個首先要克服的障礙：人

們從實驗中得知，氦的兩個電子或是具有平行的自旋，或是具有反平行的自

旋，因而它有兩種不同的形式，即三重態或單態。奇怪的是，為甚麼在三重

態和單態的基態間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差。戈德史密特（Samuel A. Goudsmit）是電

子自旋的發現者之一，為了解釋這種巨大的差別，他嘗試了在兩個電子之間所

有種類的磁相互作用，結果發現這些相互作用在數量級上太小，不足以解釋能

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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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戈德史密特正在哥本哈根訪問，在那%，玻爾（Neils Bohr）讓他解決這

個問題，但他沒有成功。許多年以後，在一次訪談中，戈德史密特說4：

於是他（即玻爾）要海森堡來做，海森堡確實找到了答案——即反對稱的波

函數等等。這發展可就完全超出我能理解的範圍了。

在這%面，海森堡發現的還要更重要：他發現神秘的泡利不相容原理與兩個電

子的波函數的反對稱相關，這一要求反過來導致了單態和三重態被一個由交換

積分來近似地表示的能量差所分開，而且這個交換積分具有庫侖相互作用的數

量級，足以解釋被觀察到的巨大的能量差。

海森堡在1926年快到4月末的時候到了哥本哈根，顯然玻爾馬上就告訴了他

戈德史密特那不成功的嘗試。他們意識到戈德史密特被困惑在迷霧中，不知道

該走哪條道路。只用了不幾天的時間，海森堡就奇Û般地指出了走出迷霧的道

路。他特色鮮明地做到這點，既不是通過與實驗相吻合的完整計算，也不是通

過對波函數進行完整的理論分析（這項工作是狄拉克後來在1926年做的），而是

在摸索的過程中覺察到了本質性的線索：

你突然在迷霧中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些細微的東西，你會說「噢，那正是我要

找的石頭」。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細微的東西中有對不相容原理意義深遠的重要了解（泡利

不同意這種了解5，表明海森堡的看法是如何不那麼顯而易見）。更為值得注意

的是，海森堡得出這種了解是在他看到薛定諤（Erwin Schrödinger ）的波函數觀

點6之前。事實上，大約在海森堡到達哥本哈根一周後，當他在1926年5月給泡

利寫信時7，在他的辭彙中還沒有波函數的反對稱這個觀念：

我想要寫信告訴給你，我發現了一個相當決定性的論點，即你排除相同軌

道的觀點與單態—三重太的分離有聯繫。

這是在他了解對此想法的數學意義之前。達到一種新的本質性的線索——還不

十分清晰的線索——的這種能力，是海森堡之天才的標誌。他真正讓人震驚的

能力，就是能在模糊而不確定地、以直覺而不以邏輯的方式，覺察出控制物理

宇宙的基本定律的本質性線索。

從海森堡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的工作中，可以找到其天才的另一個範

例。這是關於在兩塊平行板之間的湍流突然出現的問題。這是一個著名的問

題，在去哥廷根之前，他就在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的指導下研究這一問

題。令人驚奇的是，他猜出了對這一問題的近似解。若干年後，在1944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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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理工學院的林家翹在他的博士論文8中以分析的方法證明了海森堡的猜測。後

來，IBM 的馮．諾意曼（J. von Neumann）和托馬斯（L. H. Thomas）以數值計算的

方式證實了林的結果。海森堡因為這些後來的發展而感到非常高興，並寫信將

這些發展告訴了他舊日的老師索末菲9。

1928年，狄拉克以其關於電子的相對論方程讓所有的物理學家都感到震

驚。這個方程是如此的簡單，又是如此的意義深刻：它說明了為甚麼電子有

1/2的自旋，說明了為甚麼電子有在實驗中觀察到的磁矩，說明了為甚麼電子有

同樣是從實驗中得知的自旋—軌道偶合。

這是一項天才的卓越工作，它肯定使年輕的海森堡既欽佩又惱火。1928年

5月3日，他寫信給泡利說bk：

為了不永遠因狄拉克而煩惱，我做了一些別的事情以求改變（心情）。

這一些別的事情成了另一項劃時代的成就：它解釋了在鐵磁體中相鄰自旋之

間很大的相互作用的起源，為現代理解一個磁體為甚麼是一個磁體奠定了基

礎。

在1925-32年間，由於在物理學中有如此眾多的革命性成就，顯然是為主要

的貢獻者授予諾貝爾獎的時候了。1932年底，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1932年的物

理學獎延期。一年後，在1933年底，它宣布：

因為創立量子力學，特別是它的應用導致了對氫的同素異形的發現；

將1932年的獎授予海森堡。而1933年的獎則同時授予薛定諤和狄拉克，這是

因為發現了新的富有成效的原子理論形式。

1932年和1933年獎的這種同時而不對稱的頒發，以及在頌辭中的用語，明

顯地是諾貝爾獎委員會中複雜的內部討論的結果。

當此海森堡百年誕辰紀念中，我們很自然地注意到，在1900-1902年這三年

間，有四位二十世紀偉大的物理學家誕生：

泡利 （1900-1958）

費米 （1901-1954）

海森堡 （1901-1976）

狄拉克 （1902-1984）

這四人中，每一位都對物理學作出了偉大的貢獻，每一位都以與眾不同的風格

來從事物理學研究。我們可以對他們每個人的風格的主要特徵做總結嗎？幾年

前，在一篇以中文寫的題為〈美與物理學〉的文章中bl，我曾嘗試將海森堡與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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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進行比較。把這樣的討論拓寬，將他們四個人一起進行比較應是有趣的事。

在古代中國的藝術與文學批評中有這樣一種傳統，是選用很少幾個詞來印象式

地描繪每個畫家或詩人的獨特風格。現在允許我用同樣的方法對這四位偉大的

物理學家進行初步的嘗試性比較，不過我用的是英文：

泡利 —— 威力 （power）

費米 —— 穩健，有力 （solidity, strength）

海森堡 —— 深刻的洞察力 （deep insight）

狄拉克 —— 笛卡爾式的純粹 （cartesian purity）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海森堡曾多次到美國旅行，我有機會聆聽了他數次

在美國和在歐洲的演講。其中有一次，1958年他在歐洲原子核研究所（CERN）召

開的羅切斯特（Rochester）高能物理學大會的演講，是最戲劇性並且令人難忘

的。他談的是他部分地與泡利合作的關於「世界方程」的工作，這是對工作的總

結，也是在由泡利主持的會議上的主要發言。在大會之前幾個月，泡利決定退

出合作，並對海森堡做了一些非常嘲諷的公開評論。這天，聽眾大多數人都是

我們這一代的物理學家。我們知道這兩個人之間關係緊張。儘管如此，我們還

是沒有料到泡利在海森堡發言結束時為嘲笑這一工作而使用的措詞，諸如「愚

蠢」、「廢話」、「垃圾」。這正是泡利在這次戲劇性的場合中所使用的辭彙。海森

堡則很冷靜，而且是非常鎮靜地對待泡利的攻擊。他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寸土不

讓，但卻沒有使用任何帶有感情色彩的詞語。這似乎只是給泡利的兇猛火上澆

油。在聽眾中，我們都很驚訝。在這兩個我們都佩服和尊敬的人之間這一令人

尷尬爭辯中，我們都覺得相當不自在。

今天，在回憶那次會議上所發生的事情時，與泡利的勃然大怒和諷刺挖苦

相比，海森堡拒絕泡利的公開挑釁的能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十世紀70年代，海森堡出版了他的自傳《物理與物理之外》（Physics and

Beyond），對他早年參與青年運動、對他研究的開端、對在赫里戈蘭日出時的突

破、對希特勒的興起及其對德國的影響，都作了敏感的低調描述，而且，也ù

述了他在戰爭期間和在戰後重建期間的經歷。他追憶了與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狄拉克、歐拉（Hans Euler）、費米（Enrico Fermi）、玻爾以及其他一些

人的重要談話。人們在字%行間中可以感受到他對祖國的深愛。在第191頁上，

他描述了他以及他的家人在戰爭快要結束時遭受的苦難。然後，

　　5月4日，當帕什上校帶領一小股美軍先遣部隊將我俘虜時，我感到就

像是一個完全精疲力盡了的游泳者腳踩在了堅實的土地上。

　　夜間，雪花飄落，當我離開時，春天的太陽在深藍的天空中照耀Q我

們，把它耀眼的光芒播撒在雪原上。一位來抓獲我的美國兵，曾在世界上

許多地方作過戰，我問他是否喜歡我們的山中湖泊，他告訴我說，這是他

所見過的最美麗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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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痛苦！何等深愛！何等記憶！何等原樸性的感情！這些在他錘塑這段文字

時，都一定曾在他胸中起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海森堡不是一個快樂的人。圍繞}他在戰爭期間

做了些甚麼和沒做甚麼，有眾多的爭論。就此，人們寫出了許多著作，而還有

更多的著作將會問世。但塵埃終將落定。最終，將為人們記住的，是他在23歲

時發動的那場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偉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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