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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聚焦世界顶尖科学家光子科学与产业论坛

光子科学，
人类文明的一束光
■解放日报记者 黄尖尖
者 须双双

本报记

在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
光子科学
与产业论坛是首日的重头戏。
“抓住原子”
的第一人、
199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
棣文，宇宙暗能量发现者之一、2011 年诺
贝尔物理奖得主亚当·里斯等 40 多位顶尖
科学家围绕光子科学、
超材料等尖端科技
和产业化问题展开交流和头脑风暴。

“抓住原子”
第一人
把几颗花粉浸入静止的水中，花粉
粒并不会马上下沉，而是在水中作不规
则的运动。组成世界的原子以超音速飞
机的速度不停飞奔，由于原子有着如此
快的运动速度，科学家一直难以对其进
行更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抓住原子”
是物理界一个长久以来的
梦想。美国华人物理学家朱棣文首次发明
了
“激光致冷捕捉”
技术——用 6 束激光分
别在上下、
左右、
前后方向上轰击气体，
将
气体原子束缚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科学
家们从此可以将原子
“抓住”
，
对悬浮在空
间近乎不动的原子进行研究。朱棣文也因
此获得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2009 年，朱棣文出任美国能源部长，
执掌国家实验室期间，
他带领着团队对生
物燃料及太阳能科技进行研究，
他还提出
过捕捉二氧化碳，
把它变成燃料的想法。
在会场外，朱棣文提到了他最为关
注的能源问题和气候变化。
“我认为人类
社会最大的能源问题是，人们还不够重
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朱棣文说，现
在大多数人宁可花 1000 美元修一个大理
石厨台，也不愿用这笔钱来改善厨房的
能源利用效率。
“我们总是说气候变化会
影响到我们的子孙，但现在的情况是，这
个问题已经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应该持续支持清洁能源的科
技研究。”他认为，若要切实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降低成本，需要更
多发挥专业人士的力
量。
“目前中国政

府 已 经 开 始 重 视 环 境 问 题 ，不 仅 关 注
GDP 增长，更关注治理空气污染和水污
染、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他指出，如果
中美能够携手合作，
受益的会是全世界。
“科学是一个国际性的努力，在各国
之间充当了‘外交官’的角色，正如今天
的论坛，让来自世界的科学家们有一个
难得聚首的机会。”朱棣文希望这种科学
合作能不断持续下去，因为各个国家的
科学家分享他们所从事的研究成果是科
学的根基，这些碰撞中得出的新发现将
持续给社会带来益处。

宇宙暗能量发现者
2011 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也是暗能
量发现者之一的亚当·里斯，
在论坛上分享
了他经过 6 年分析哈勃太空望远镜观测数
据的发现——宇宙膨胀速度比目前学术界
普遍公认的数值要大，
这意味着星系间彼
此远离速度比此前计算得更快。
“宇宙的膨胀并不是在减速，而是在
加速，这个结果让爱因斯坦知道了恐怕
也要大吃一惊。”宇宙加速膨胀，而在其
背后起作用的就是暗能量和暗物质。
暗物质是什么？相对于可观测物质
来说，这种物质无法被人类直接看见或
者观测到。它们不跟光波发生作用，对
各种光作用都无动于衷，所以人类既看
不见，又测不到它。
1998 年，亚当的团队最早透过观测
遥远超新星而发现了宇宙膨胀速度增加
的证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找
到标准烛光的天体，即超新星。由于空
间的扩张，光子从超新星照向地球的时
候，它的波长会被拉长，
发生光谱红移。
亚当和团队通过望远镜对天空进行拍
照，
每一个月把这些照片进行一个比对，
评
估超新星的亮度和红移的程度，
从而判断
超新星离我们的距离以及宇宙膨胀究竟在
加速还是减速。结论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宇宙的膨胀并不是在减速，
而是在加速。
宇宙在加速膨胀？暗能量是静止的
还是在减弱？这些谜团至今仍然不
得而知。里斯说，这是物理学非

常震撼人心的领域。
“获得诺贝尔奖的时
候我还年轻，现在我已经 48 岁了。”会后
接受记者专访时，亚当说在获得诺奖之
后的 7 年里，他的生活基本没有变化，回
到大学教书，继续研究哈勃望远镜和宇
宙膨胀加速度，一刻都没有停歇。
“ 人们
总是问我，你是怎么知道宇宙在膨胀，怎
么发现暗能量存在的？我就告诉他们，
你抬头看一看，
不就知道了。”
“你为什么要研究暗能量？”当被问
到这个问题时，亚当举了一串数字：宇宙
中 0.05% 是 各 类 行 星 ，4% 是 气 体 ，却 有
25%是暗物质，有 70%是暗能量。
“暗能量
占宇宙大部分，如果我们不了解它，那我
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我们生活的宇宙，
以及它的命运、它的起源和未来……”

驯化
“薛定谔的猫”
因发现测量和操控单个量子系统的突
破性实验方法而获得 2012 年的诺贝尔物
理奖的法国物理学家塞尔日·阿罗什讲述
了自己 50 多年来的研究历程。
“我的学术
经历，
就是一场驯服原子和光子的旅程。
”
阿罗什坦言，自己生在一个幸运的
时代，这个幸运的来源在于激光的发明，
开启了光子物理学研究的大门。
“当时我
正在读博士，通过激光冷却捕获原子，可
以在微观世界里创造一个异常‘冷静’的
角落，对悬浮在空间近乎不动的原子进
行研究。”在此基础上，阿罗什对单个量
子进行操纵，解开了量子的很多奇怪属
性，比如在同一个时间点，量子有两个不
同的状态，这两个状态的结果彼此叠加、
互相干涉，一个状态改变会促使另一个
状态改变——这就是“薛定谔的猫”
。
量子力学之父薛定谔提出“薛定
谔的猫”时，还只是一个思想试验。
“当
时人们不会使用单独的量子来验证，
如果只是凭借想象，得出的结论会显
得非常荒谬。”阿罗什成功地驯服了原
子和光子，观察到量子叠加，弥补了实
验室显示器实时观察连贯性时的损失。
而他发明的新检测方法在观察的同时并
不介入，
这样就不会破坏光子的传播。

对阿罗什来说，
任何事物都不
是非黑即白，
他认为一件东西并
不是在这里或那里，
而是既在这
里又在那里，门没有打开或关
闭，它可以同时打开和关闭。
他认为，
探究一个生命是活着
还是死了并无意义，
生命可
以同时存在活着的和死去
的两种状态。而所有这些
异于常人甚至惊世骇俗的
观察和判断，
正是来源于
他长期在量子物理学领
域的钻研和探索。生涩
的物理概念听起来离我
们很遥远，但这些原理
其实和普通人每天的生
活相关。
“我们正在研究
量子计算机，虽然现
在还不清楚这项研究
的应用范围，但我相
信这项工作以后会造
福 全 社 会 。”阿 罗 什
说 ，量 子 计 算 机 的 发
明，就是不断对“薛定
谔的猫”进行“驯化”，
如果有一天，人们能缓
和这种“薛定谔的猫”
既生又死的状态，就能
实现“去相干”，这是物
理学的一大挑战。

光子科学、超材料等尖端科技
和产业化问题讨论
科学家嘉宾：
全体诺贝尔奖、
沃
尔夫奖、
拉斯克奖、
图灵奖、
麦克阿瑟天才奖获
得者及杰出科学家，
中国两院院士、
青年科学家代表等
主席：
朱棣文，
199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
演讲或参与提问及讨论的科学家：
朱棣文，
199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戴维·格罗斯，200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弗兰克·维尔泽克，
200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亚当·里斯，
201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塞尔日·阿罗什，
2012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托马斯·萨金特，
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潘建伟，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
张首晟，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斯坦福大学物理系、
电子工程系和应用物理系终身教授
沈志勋，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王曦，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院长
吴志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同济大学副校长

张江实验室：
光子大科学设施集聚地
■解放日报记者 黄海华
光子科学与产业论坛是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首日的重头戏。这一安排蕴含深意。去
年 9 月，在上海成立的张江实验室，初期拟采
取“1+2+1”布局，其中第一个“1”代表的正是
光子大科学设施群及相关基础研究。
从试运行至今近 10 年的上海光源，到
今年 4 月开工建设的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
光装置，一个光子大科学设施集聚地，已成
为上海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科
学地标。
基础科学的创新和前沿问题的探索，离
不开核心技术的突破。到 2030 年，张江实验
室将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国家实验室行列，发
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
强的光子大科学设施集聚地，涌现一批标志
性原创成果，解决一批国家急需的战略核心
技术问题，为上海建成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
中心提供强有力支撑。
集聚科技资源，举全市之力建设光子大
科学设施，
是上海高瞻远瞩的一次部署。
上海光源亦不负众望，不管是从用户数
量还是装置性能来说，不仅领跑全国，同时也
处于国际上同类装置的第一方阵。借助上海
光源，中科院院士包信和团队探索出天然气

直接转化利用的有效方法；中科院物理研究
所丁洪研究员发现隐藏了 80 余年的“幽灵粒
子”外尔费米子等。上海光源现有 13 条光束
线站投入运行，预计到 2020 年，将有近 40 条
线站建成并向用户开放。
上海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
是我国第一台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
置，目前正在进行工艺设备的加工、采购，预
计 2019 年底建成和开放使用；作为国内迄今
为止投资最大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
目，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计划在 2025
年建成，承建单位是上海科技大学，中科院上
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为项目共建单位。
上海的未雨绸缪，不仅表现在对光子科
学大科学设施群及相关基础研究上，还有相
关产业的布局上。
由张江实验室牵头承担的硅光子市级重
大专项在工艺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具备了光
芯片流片能力，预计今年年内，我国第一条硅
光子研发中试线将在上海建成。
去年，上海市政府将硅光子列入首批市
级重大专项，布局了硅基光互连芯片研发和
生产。此举，正是为了在上海打造硅光子芯
片全产业链，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力争使
上海成为硅光子这一战略领域技术新发明、
产业新方向的重要策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