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讯（记者金地 董瑞丰）此次云南野象北迁，一路“逛吃”，引来

众多关注。如将时间以百万年计，会惊奇地发现，在地质历史上，象类曾

频繁、大规模地在我国南北方“来回”。这些“长鼻子”为何如此？云南地

区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

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了解到，该所王世

骐团队根据对现有化石的研究，勾勒了象类上千万年的南北“迁移地图”。

相关研究成果此前已发表在国际期刊《古地理学、古气候学、古生态学》上。

王世骐研究员介绍，大象在中国出现，有确切记录已有约1900万年，而研

究发现，距今约240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的象类就可能曾经由尚未隆升的青

藏地区，到达我国北方，包括嵌齿象、轭齿象等。此后，随着青藏高原抬升，这

条迁移路线受阻，象类转而“改道”云南，经我国中部和东部向北迁移。

“在约 1800万年前，我国东部出现的脊棱齿象，就可能是从我国云南

或东南亚等地向北迁徙的，最后甚至到达了日本。”王世骐说。

历史上，因为气候变化等原因，象类曾多次南北来回“流动”。王世骐

告诉记者，云南不仅是历史上象类北迁的重要“通道”，包括云南在内的我

国南方，还是大象的“避难所”。他介绍，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南方气候温和

湿润，森林繁茂，而北方随着青藏高原的隆升，气候日渐干旱，不再适宜一

些象类生存。因此，每遇气候变化，象类往往退缩至云南等地。

“在约 600 万年前，全球进入暖湿时期，剑齿象和中华乳齿象在云南

地区出现。此后，它们曾一同进入北方，留下了包括黄河象在内的许多化

石。”王世骐说，但好景不长，随着约 300 万年前气候再次急剧变冷，猛犸

象在北方出现，剑齿象和中华乳齿象退回到云南等地蛰伏。

此次备受关注的亚洲象，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王世骐告诉记者，亚

洲象属在约150万年前出现在中国。随着约1万年前地球进入全新世温暖

期，猛犸象、剑齿象等悉数灭绝，只留下亚洲象一种生活在中国的版图上。

“除了更适应温暖的环境，和同样生活在南方的剑齿象相比，亚洲象的食

物范围更广，因此得以幸存。在殷商时期，亚洲象曾在黄河流域分布，此后，

由于人类对中原地区的开发，亚洲象一路南下，最终退至云南。”王世骐说。

千百万年间

象类曾在我国南北方多次迁徙

◎本报记者 吴长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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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年，为了解决黑体辐射疑难，德国物理

学家普朗克提出了“能量子”模型。彼时，爱因斯

坦 21 岁，刚从大学毕业；玻尔才刚 15 岁，可能还

在中学学习。

1905 年，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假说，通过

把“本应该是一种电磁波”的光想象成一个个光微

粒，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紧随其后，玻尔在1913

年提出了量子化的原子结构，成功解释了氢原子

的能级结构和光谱，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

1921 年，玻尔拒绝了恩师卢瑟福的工作邀

请，决定创建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继

续深入研究量子力学。研究所一成立，玻尔的人

格魅力很快就像磁场一样，吸引了一大批杰出的

青年物理学家，海森堡、泡利、玻恩、狄拉克等量

子力学大咖都出自这个研究所，形成了举世闻名

的“哥本哈根学派”。除了玻尔外，这个研究所出

了 9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盛况空前。到现

在，100 年过去，哥本哈根仍是物理学家的“朝拜

圣地”。

哥本哈根学派在创立之初就开始从哲学层

面思考量子问题。光和电子时而像波，时而像粒

子的“波粒二象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其本源是

什么？为什么我们每次只能看到它是波或者是

粒子的“一面”？最终，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

释”浮出水面：

——一个量子系统的量子态可以用波函数

来完全地表述。波函数代表一个观察者对于量

子系统所知道的全部信息，量子系统的描述是概

率性的。

——在量子系统里，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

无法同时被确定。

——物质具有波粒二象性，一个实验可以展

示出物质的粒子行为或波动行为。但不能同时

展示出两种行为。

——测量仪器是经典仪器，只能测量经典性

质，如位置、动量等。

——大尺度宏观系统的量子物理行为应该

近似于经典行为。

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概率诠释”，其

核心观点还有“测量塌缩”。一个量子尺度的物

体，它当前的状态其实是几种可能状态的“概率

叠加”；在未被测量之前，我们完全无法预测物体

真正的状态，这是一种真真正正的随机性；一旦

启动了测量，物体就会“塌缩”成一种可能状态，

仿佛它一直就是那种状态一样。

虽然“概率诠释”类似于“骰子实验”，但量子

力学更纯粹。骰子的随机性其实是伪随机，“出

千高手”完全可以掌控掷骰子的结果。但哥本哈

根学派认为，回到微观的量子世界，再荒谬至极

的事实，都可能在量子世界中出现。

于是，科学史上那段著名的论战拉开了序

幕。以爱因斯坦为首的经典派对哥本哈根学派

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每次针锋相对都闪耀着智慧

甚至是艺术的火花。

爱因斯坦：上帝不掷骰子！

玻尔：请不要告诉上帝应该怎么做！

这段经典的对话，便是这场论战的开端与往

后争论的核心。

与爱因斯坦同一阵线的薛定谔，更是为了反

驳“概率诠释”学说而举了一个他本人认为“荒诞

至极”的例子：把一只猫和一套通过放射性元素驱

动的毒药释放系统一起放在盒子里，在打开盒子

观察前，猫同时处于“活着”和“被毒死了”双重状

态的叠加态中，这便是鼎鼎大名的“薛定谔的猫”。

值得一提的是，薛定谔肯定没有想到，自己

提出的这个用来反驳哥本哈根学说，认为其荒

谬、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实验，被不少人误认为是

“概率诠释”的一个经典论点。

一般认为，在科学上一个人没取得的成就，

在未来肯定会有另一个人代替他成功。但是玻

尔创造的“哥本哈根精神”却是无法复制的。这

是一种在切磋中提高，在争论中完善，平等无拘

束地讨论和紧密合作的学术气氛，就是要在辩论

中，推动量子力学的发展，这非常符合玻尔的个

性与主张。

如今，距离那场世纪论战已经过去了许多

年，物理学界中最受普遍认可的哥本哈根学派

“概率诠释”学说也依然面对许多争议。

尽管玻尔与爱因斯坦终生都在争辩，却丝毫

不影响两人的友谊。无论谁离开了谁，这条量子

银河都会变得黯淡无光。

“上帝掷骰子吗？”

在 1958 年出版的《物理学与哲学：现代科学

中的革命》一书中，维尔纳·海森堡讲述了在与尼

尔斯·玻尔进行那些彻夜长谈后，他是如何不断

地对自己说：“自然真的有可能如此荒谬吗？”因

为量子世界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合常理，以及如此

的有违直觉，以至于理查德·费曼说出了关于那

句著名的话：“没有人真正理解量子力学。”

尽管量子力学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它

的预测能力，但这并不能削弱这样一个事实：除

了哥本哈根诠释外，科学界还有对量子理论的诸

多诠释。

多世界诠释认为波函数是物理上真实的，薛

定谔方程恰恰就是一种对现实的描述。当你对

同时处于不同位置的叠加的粒子进行测量时，被

测量的粒子事实上在不同版本的现实中在所有

那些位置出现。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你所处

的两个“现实”分叉成了两个不同的分支。这听

起来像是，如果你在这个现实里做了什么糟糕的

“没有人真正理解量子力学”

人们提出了上述各种各样量子力学诠释，其

核心思想本质上来自于逻辑简练、物理寓意深

远、但图像十分反直觉的多世界诠释。多世界理

论表达的是“一个波函数，多个世界”，而由它发

展出来的各类诠释，大都基于自洽历史，讲的是

“一个世界，多个历史”，只不过各自的着眼点与

侧重点不同。

由于不当解释和以讹传讹，多世界诠释被污

名化了许久。特别是目前不少人觉得哥本哈根

诠释的正确是天经地义的，而多世界诠释则被认

为是形而上学，甚至是伪科学。

正是由于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强调必

须借助经典世界，从逻辑上讲是不自洽的。从哲

学角度讲，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版本是一种二元

论，而一个理想的完美的理论应该是一元论：一

切源于量子，经典只是量子体系宏观极限下的

“衍生”现象。

无论如何，把不可观测的特性引入到物理学

中，物理学就变成了玄学。当务之急是给波函数

找到一个可以测量验证的、观测不会导致波函数

坍缩的解释。

量子力学在多个领域为世界带来变化。从

第一个晶体管到今天的科技社会，再到或许在不

久的将来就能成为现实的量子计算机。我们不

能完全理解它并不要紧，因为物理学家自己也不

能完全理解它。我们能做的就是听从费曼的建

议，“放松心情，尽情享受”，然后期待“新物理学”

的诞生，为探求世界宇宙开启新的篇章。

“多个世界”与“多个历史”

玻尔创造的“哥本哈根精神”是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在切

磋中提高，在争论中完善，平等无拘束地讨论和紧密合作的学术

气氛，就是要在辩论中，推动量子力学的发展，这非常符合玻尔

的个性与主张。

哥本哈根研究所哥本哈根研究所100100岁了岁了
量子世界依旧迷雾重重量子世界依旧迷雾重重

新华社讯（记者董瑞丰）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羌塘高原，未来几年将

处于偏湿状态，夏季降水量较气候平均状况偏多超过 10%——中国科学

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周天军团队根据历史数据和近期年代际气候预测模

式，日前得出这一结论。

近期年代际气候预测，是指对未来 2 年至 10 年的平均气候异常状态

进行预测。这是气候变化研究领域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前沿问题。

研究团队定量估算了羌塘高原夏季降水在 2020 年至 2027 年间的变

化，并指出羌塘高原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的可预报性，源于北大西洋副极

区涡旋区的海温异常。后者通过激发出的大气遥相关波列，最终影响到

下游的青藏高原降水变化。

作为亚洲 10多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青藏高原为全球约 40%人口的

生活和工农业提供用水，被誉为“亚洲水塔”。因其在水资源方面的重要

性，这一区域降水如何变化也备受关注。

上述研究结果已由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在线发表。

青藏高原腹地

未来数年将处于偏湿状态

新华社讯（记者白旭 岳东兴）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近

日发布公报说，该机构主导的研究发现，通过一项花粉 DNA（脱氧核糖核

酸）检测新技术，能够探明某群蜜蜂酿造的蜂蜜源自哪些植物，并借助这

些信息了解蜜源植物分布情况。相关研究发表在新一期英国期刊《生态

与进化》上。

这项研究的负责人莉兹·米拉表示，过去常用显微镜识别蜂蜜中的花

粉颗粒，以此判断蜜源植物种类，但这种方法耗时、复杂。由于澳大利亚

的独特植物繁多，有时无法用上述传统方法识别蜜源植物。

研究公报介绍说，米拉和同事开发出名为“花粉 DNA元条形码”的检

测技术，它能对蜂蜜中所含蜜源植物的花粉 DNA 片段进行基因测序，然

后将测序结果与植物标本数据库中的物种资料进行比对，从而更快速准

确地辨认蜜源植物种类。

米拉说，研究人员用新技术检测了来自澳大利亚各地的 15种蜂蜜样

本后发现，桉树及其所属桃金娘科的其他植物是这些蜂蜜最主要的蜜源

植物。米拉和同事还发现，澳大利亚商业生产的所有蜂蜜都含有不止一

种蜜源植物成分，这反映了蜜蜂多样化的自然饮食。

蜜蜂以花蜜及其酿造的蜂蜜为食。公报表示，通过“花粉 DNA 元条

形码”技术，可以了解蜜蜂的食物状况，间接调查蜜源植物分布情况，以便

将来设法帮助蜜蜂找到更有营养的蜜源植物。

“花粉DNA元条形码”技术

揭示蜂蜜来自哪些蜜源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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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中舞动的唯美极光，是地球上最令人叹

为观止的景象之一。但多年以来，这种现象产生

的原因并没有被完全理解。

在最近一篇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论文

中，科学家通过在地面模拟极光，最终将极光中

粒子的加速机制指向了阿尔文波。

阿尔文波概念已诞生近
80年

众所周知，极光是由太阳风暴吹来的粒子

产生的，这些被加速的粒子沿着地球的磁感线

汇聚到高纬度地区，然后如雨点般击中上层大

气，与大气中的粒子互相作用形成了天空中闪

耀的光幕。

如今，科学家们通过在实验室中复制该过

程，首次证明并确认了粒子加速发生的机制。正

如科学家们所想的那样，正是被称为阿尔文波

（Alfvén waves）的强大电磁波在沿着磁感线加

速电子。

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物理学家 Craig Kletzing

说：“这些电磁波可以为创造极光的电子提供能

量的想法，可以追溯到 40多年前，但这是我们第

一次能够明确证实它的作用。这些实验让我们

进行了关键测量，表明空间测量和理论确实解释

了产生极光的主要方式。”

阿尔文波并不是很新的概念。它的概念是

由诺贝尔奖得主、瑞典物理学家汉尼斯·阿尔文

（Hannes Alfvén）在 1942年首次描述的，即一种

导电流体中沿着磁感线方向传播的横波。这种

波是磁流体力学系统中能量和动量传输的重要

机制。也就是说，它可以加速粒子。

阿尔文波在地球磁感线中已经被观测到了，

而航天器甚至在极光之上观察到了朝向地面的

阿尔文波。人们普遍认为阿尔文波在极光的电

子加速中发挥了作用，但查明确切的作用机制并

不容易。

使用大型等离子体装置
进行实验

因 此 ，由 美 国 惠 顿 学 院 的 物 理 学 家 Jim

Schroeder领导的一组科学家使用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的大型等离子体装置（LAPD）仔细地观

察了这一现象。LAPD 是一个长 20 米、直径 1 米

的圆柱形真空舱，其中拥有强大的磁场。

美 国 加 州 大 学 洛 杉 矶 分 校 的 物 理 学 家

Troy Carter说：“这项具有挑战性的实验需要测

量极少量的电子，其数量不到等离子体中电子的

千分之一，这些电子以几乎与阿尔文波相同的速

度沿 LAPD舱移动。”

研究小组在 LAPD 舱的等离子体中生成了

阿尔文波，同时在与极光形成相似的条件下测

量电子速度分布。他们发现阿尔文波通过波

共振将能量传递给电子，共振的速度类似于波

的相速度。

爱荷华大学的物理学家 Greg Howes 说：

“测量表明，这一小群电子在阿尔文波的电场作

用下经历了‘共振加速’，类似于冲浪运动员紧跟

浪头，随着波浪移动而不断加速。”

这个过程被称为朗道阻尼（Landau damp-

ing），因为能量从波到粒子的传递对波造成了阻

尼，从而防止出现不稳定性。根据研究小组的分

析，电子速度产生的特征是朗道阻尼的已知特

征，这表明发生了共振加速。

通过将他们的结果与极光模型进行比较，研

究 小 组 能 够 证 明 电 子 的 通 电 率（energization

rate）与现实中的朗道阻尼一致。

研究人员写道：“实验和极光模型之间每个

电子的通电率是一致的。这一结果证实了最终

所需要的关联，并且表明我们已经给出了直接的

实验确证，即阿尔文波可以加速沉降到电离层中

的电子，并产生迷人耀眼的极光。”

（Michelle Starr 撰文、Jubilee 翻译，据《环
球科学》）

一项新实验证实了极光背后的“旧”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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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别担心，也许在另一个现实中，你仍然可以

获得一个完美的结果。多世界诠释也是经常被

流行文化借用的一种。多世界诠释带来了一个

问题——它让概率失去了意义。

为了解决多世界诠释在概率上的问题，一些

科学家发展出了宇宙学诠释。这种诠释认为，如

果有无穷个宇宙，那么多世界诠释一定成立，因

为有无穷个“你”正在进行实验，而现实将会按照

概率的比例进行分裂。这样一来，经典概率就仍

然存在意义。

还有科学家提出“隐变量”的猜想：也许粒子

的性质具有一些“秘密”的变量，它其实是一种确

定的状态，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而直到我们测

量才会发现。

科学家在隐变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定

域隐变量理论”，也就是德布罗意—玻姆诠释。

这种诠释认为粒子是真实存在的，它们在我们看

不见的导波的引导下运动。

此外，还有量子贝叶斯主义、量子达尔文主

义、交易诠释、关系性诠释等，许多物理学家提出

了不同的想法和观点。但也有一些科学家因此

相信，这么多种不同诠释的出现，恰恰意味着，量

子力学中还有一些非常基础和根本的部分等待

着被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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