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拙文《科幻电影是哪种类型电影》（《科
普时报》 2018 年 7 月 6 日第 3 版） 中，我提
到，科幻电影不是“类型电影”，科幻是电影的
一类题材而广泛地存在 （叠加） 于各种类型电
影之中。

最近我偶然听到一种说法，科幻电影要
“XX （类型） +科幻”，即在拍某种类型电影时
加上点科幻元素或者披上件科幻外衣，就成为
他们认为的科幻电影了。

关于这一说法，我亦不敢完全苟同。
回想一下，我们从曾经的“互联网+”，走

到现在的“+互联网”。“+”的位置不同，主体
已然不同。

科幻作为电影特定的一类题材应该是科幻
电影创作的主题主体才对，电影的主体架构应
建立在科幻的逻辑基础之上。然后在这样的逻
辑基础之上去讲一个电影故事，这才是科幻电
影。而不用管它在故事架构上是哪种商业电影
类型，那是故事的创作逻辑。

因此，当有了科幻的架构主体，再有了类
型故事，“科幻+XX（类型）”就顺理成章了。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科幻架构主体成立，
电影故事逻辑成立，“科幻+故事”的科幻电影
就已经成立，并不一定非要去“+类型”才成
立，比如《星际穿越》。而“+类型”成立的科
幻电影，则是建立在好莱坞商业电影类型分类
基础之上的科幻电影，比如《星球大战》等等。

而“XX （类型） +科幻”的逻辑主体是
“XX类型”，这就明确表明了该电影的本质属性
是“XX类型”电影，“+科幻”则是该类型电影
附加上的科幻属性。

那么，当我们明确了“科幻+”与“+科
幻”之间的界限之后，我们对科幻电影的创作
就有了明确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定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关
于科幻的顶层设计。科学理论基础、科幻想
像、科幻 （科学） 逻辑、科幻 （科学发展） 与
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等，要架构好，所有的科幻
想象既要爆点、烧脑、吸睛、入心，又都要符
合科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所看
到的那些优秀的科幻电影，无不是在这些方面
下足了功夫，这是一部科幻电影能否成功的关
键性基础。

然后就是在科幻顶层设计的基础之上做好电影本身的顶层
设计。故事架构、人设、叙事类型、人物关系、戏剧冲突设计
等，除了要符合故事自身的逻辑外，一定要与科幻设计中的科
幻逻辑相吻合。如果不慎，电影的设计与科幻的设计成了两张
皮甚至产生明显的冲突了，那这部电影就一定是失败的。

比如说，阿尔法狗赢了，于是现在很多人担忧人工智能对
人类未来的影响，于是很多人想到要拍人工智能方面的科幻电
影。很好呀，这个方向绝对没错。

那么你就要先想明白20年后或者50年后，人工智能发展的
科学可能性现实是什么样的，以及人类与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现
实又是什么样的，人工智能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什么样
的，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又是什么样的，人工智能与人
类的本质区别是什么，等等。这样你才能搞清楚彼时人工智能
与人类冲突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才有可能想明白用一个什么样
的故事结构与冲突、什么样的电影叙事方式、什么样的电影类
型来把这样一个故事讲出来、讲好，才有可能将这部关于人工
智能的科幻电影，在科幻顶层设计和电影顶层设计这两个层面
上同时立起来。

这时候，编剧才可以去码字，去写具体的故事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每一步都走对了，至少我们保证了我

们是在创作科幻电影的正确道路上行走。至于这部科幻电影是
不是好看，就看后续流程了，那是另话。

总之，我以为科幻电影的根本，首要的就是这两条了。“科
幻+”嘛，“科幻”是必要条件，“+”是充分条件，“科幻+”好
了，基本上就错不了。

当然，我想，如果一定要细分细说的话，那么，“科幻+”
是我认为的常规的科幻电影，“+科幻”则可以被称为“泛科
幻”电影。我们需要科幻电影，我相信我们也需要泛科幻电影。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常务理事、科幻电影专业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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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
家教育咨询委
员会委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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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研究员）

科学随想

超越时空

在上文《科学中最奇特的现象——再
谈量子纠缠》（《科普时报》2018年6月15
日第3版） 刊发之后，读者向我提出疑问
——“瞬间移动”是否指量子隐形传输可
以“超光速”？

因为上文中最后提到：“如果我们接受
这个世界就是依照这种‘诡异’的方式运
作，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纠缠粒子的超距
作用，做些有用的事情。如人类一直梦想
有一天能以某种方式直接将东西、甚至人
本身，从一处瞬间传递到另一个地方，不
用经过中间的空间，也就是‘瞬间移动’，
这也是我正在创作的科幻长篇系列小说

《超越时空》中的科学基础之一。”
这是一个极好的问题！
其实，我在之前的专栏文章里就曾经

提到，在此特别再强调一下，迄今为止，
光速极限依然是牢不可破的宇宙法则，目

前已知的物理定律，还无法突破光速极
限，即量子隐形传输无法突破光速屏障。

因此，上文中的“瞬间移动” 依然还
是人类的梦想，只有待未来的理论的进一
步发展，如能够证明量子之间不存在空间
时，像阿西莫夫的科幻经典《基地》中通
过超空间进行的量子跃迁——“瞬间移
动”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目前还只是科幻
中的梦想。

在之前三篇专栏文章中，着重介绍了
量子力学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叠加态和
量子纠缠，那是按照“哥本哈根诠释”，对
量子行为既精简又易懂的解释来叙述，非
但得到了绝大多数物理学家的接受，更得
到了实验的验证。

那么，叠加态和量子纠缠是什么关系
呢？可以这样说，叠加态是量子纠缠的基
础。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叠加态，也就没
有量子纠缠。

而电子的自旋和其他的量子特性一
样，在被测量之前，它们的状态是模糊而
不确定的。只要一旦观察 （或被观察了）
了它之后才会发现，它要么以顺时针方向
转动，要么以逆时针方向转动，就像赌场
旋转轮盘的轮盘赌，最后会随机指向一个
区间。

再举例来说，比如两个电子彼此纠
缠，它们首先一定处于叠加态——即它们
如何自旋，在被观察前是模糊不清的。如
果它们不处于叠加态的话，那么它们就不
可能彼此纠缠了。换句话来说，量子纠缠
就是在叠加态的基础之上，再加上其他约

束条件所形成的。
而形成叠加态的基础、甚至是量子力

学的最关键点是测不准原理 （uncertainty
principle，也可翻译为“不确定性原理”），
即《量子力学并没有否定客观世界》（《科
普时报》2018年2月9日第3版）一文中所
提及的海森伯不确定性原理：在量子力学
中，在观察之前量子的位置与动量不可同时
被确定，位置的不确定性越小，则动量的不
确定性越大，反之亦然。

先介绍一下哥本哈根诠释的角石——
玻尔的互补原理：微观物体的波动性与粒
子性互补，从概念而言，微观物体具有波
动性或粒子性，有时会表现出波动性，有
时会表现出粒子性，即在之前的文章《说
说微观量子世界的基本概念》（《科普时
报》 2018 年 5 月 11 日第 3 版） 中提到的

“波粒二像性”。
因为互补原理阐明，不能用单独一种

概念来完备地描述整体量子现象，为了完
备地描述整体量子现象，必须将分别描述
波动性、粒子性的概念都囊括在内。这两
种概念可以视为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拿
光来说，当你测量到它的颗粒性质时，就
测不到它的波动性，反之亦然。也就是
说，不可能同时观测到粒子与波动。

比如，在这幅著名的视错觉图画《少
女和老妇》 里，假若你看到了少女的轮
廓，就看不见老妇的样貌；反之，假若看
到了老妇的样貌，就看不见少女的轮廓。
即，你绝对不可能同时看到少女和老妇。

接下来，借用叶李华先生在一个演讲

中，用宏观世界的现象形容的“测不准原理”：
挑西瓜：好些人在挑西瓜时，总喜欢

拿起西瓜先拍一拍，从西瓜发出的清脆声
音中，测出这个西瓜是否香甜。不过，这
个西瓜在被拍了之后，它的好吃度就会降
低，已经不是测量之前的好吃度了；

测水温：使用传统的温度计去测量一
小杯热水的温度，当温度计插进热水杯，
测出来的温度就不是之前的温度了，一定
会降低一些。

从上面的两个例子中不难看出，测不
准原理的基本精神，好似陷入了两难的境
地：当你测量一样东西，不管是多么微弱
的测量，都会或多或少对它造成干扰；可
你不干扰它的话，你又做不了测量的工作。

就是这个海森伯表述的测不准原理
（或不确定性原理），为哥本哈根诠释奠定
了坚固的基础。也就是说，不确定性是量
子力学的关键点。

迄今为止，物理学家们对量子力学中
那些似乎诡异的现象本身已然没有争议
了，还没有达成共识的只是那些现象（如
量子纠缠）的物理过程所发生的细节。因
此，对于物理学家们而言：革命尚未成
功，同志仍须努力。

（作者系加拿大某国际财团风险管理资
深顾问，科幻作家）

“和院士一起做科普”
科普创客大赛启动
7月10日，北京市科协信息中心宣布，“和院

士一起做科普”2018 年科普创客大赛正式启动。
本届大赛的主题是：科学·时光。

据北京市科协信息中心副主任吴启忠介绍，今
年是科普创客大赛持续开展的第6年，大赛已惠及
科普爱好者逾5万人次。科普创客大赛在以周忠和
院士、吴岳良院士为代表的院士、专家们的关爱支
持下，真正实现了“和院士一起做科普”，有力保
障了“发掘培养优秀科普创作者”的大赛初衷。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大赛要求参赛者聚焦
这 40 年中国科学发展的历程、人物、事件、成
就、影响结合个人学习、工作、生活经历，围绕

“科学·时光”主题进行创作。
本届征稿分为成人组和青少组，成人组征集

作品体裁包括文章、视频、科普平面艺术；青少
组征集作品体裁包括文章、科普平面艺术 。大赛
即日启动，预计10月初完成初赛征集，10月中下
旬选拔200名参赛选手（含团体）参加“和院士一
起做科普”集训营。

大赛投稿邮箱：maker@kedo.gov.cn ，投稿细
则 请 查 阅 大 赛 官 方 网 站 http://www.kedo.gov.
cn/， “和院士一起做科普创客” 2018年科普创
作大赛专题。

科普文创——科普科幻青年之星
计划（上海）高级培训班开班

为更好地“支持科普科幻原创、培育科学文
化人才、促进科普创作繁荣发展”，由中国科普作
家协会主办、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承办的2018年
科普文创——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上海） 高
级培训班日前在上海正式开班。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江世亮强调，本
次培训班以出有竞争力的优质作品为第一要务，
鼓励大家在培训中抓住机会多与导师和学员交
流，多思多写，争取涌现出一批合格、优秀作品。

上海市科普作协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遗传研究所所长、首届第三世界女青年科学家
奖得主曾凡一老师，复旦大学精品课程“化学与
人类”课程设计者、《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化
学系教授刘旦初老师，上海市科普作协理事、“科
幻苹果核”创始人丁子承老师和20余位学员参加
了本次开班活动以及第一次集中培训。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秉承创作为先、个性辅
导、踏实创作的培训宗旨，安排了上海科普科幻
创作领域10位经验丰富、术有专攻的导师，与有
志科普科幻创作的学员进行为期42天的面对面指
导，探索，这种旨在出作品、出人才的小班化科
普创作人才培训模式，期望为科普科幻创作发
现、输送一批可造之材。 （王彬）

全国林业和草原科普
微视频创新大赛将举办

为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
态文明理念，推动林业科普信息化建设，中国林
学会将举办“科普中国”2018全国林业和草原科
普微视频创新大赛。

本次大赛作品征集面向全国，可以以团队或
个人身份参赛，同一作者提交的作品数量不限。
作品评选结果于9月下旬在中国林学会网站公示，
获奖作品由中国林学会颁发证书和特别奖品。

参赛作品必须保证原创，要符合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兼具科学
性、知识性、艺术性、趣味性。作品以微电影、
微纪录片、工程宣传片、公益广告的形式呈现。
所有作品字幕应为简体中文，解说语言应为普通
话。

参赛作品可通过 PC、手机、相机、录像机、
DV、DC 等多种视频终端摄录，格式须为 MOV/
H.264，宽高比为16:9，须为高清或全高清。

参赛作品（务必以光盘或U盘方式刻录）需在8
月31日前寄到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地址为北京市海
淀区香山路东小府2号（中国林科院情报楼517#）,
中国林学会科普部。联系人：李珠、郭建斌。

如 果 还 有 其 他 问 题 ， 可 通 过 电 话
（010-62889737）、邮箱（linyekepu@163.com）、大赛
QQ交流群（301029312）三种方式咨询。（马进忠）

不确定性：量子力学中的最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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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叶 企 孙 (1898.7.16-1977.1.13) 诞
辰 120 周年之际，我们对这位物理学
家、教育家、科学史家最好的纪念，
就是传承他那崇高的科学精神。

“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
说假话。”叶企孙如是说。这既是他一
生做人的底线，也是他崇高的科学精
神的核心。

叶企孙出生于上海书香世家，自
幼天资聪颖，6 岁熟读四书五经，9 岁
进敬业高等小学堂学习国文、史地、
西算、理化、博物，受到现代科学启
蒙和文明教育，在日记中写下“惜光
阴，习勤劳”，“至诚动金石”以自

勉。15 岁考入清华学堂，16 岁起便有
《考正商功》《天学述略》《中国算学史
略》《革卦解》 等论述在 《清华周刊》
和 《清华学报》 上发表，并组织清华
科学社，开展科学活动，弘扬探索求
真、理性质疑的科学精神。

1918 年，20 岁的叶企孙留学美国
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插班读三年级，
受教于对光电效应精密测量从而证明
了爱因斯坦光量子说的密立根教授，
深得其实事实证、以实验验证理论的
科学精神之真传。叶企孙后又留学哈
佛大学、从师实测普郎克常数的杜安
教授，但对杜安的实验方法不盲从，
不武断，深入研究，大胆改进，精益
求精，多有创新，从而于 1921 年发表

《用X射线重新测定幅射常数h》，其精
确度超越此前所有著名科学家的测量
值，并被公认为“普朗克常数的叶
值”，在世界科学界至少保持了9年之
久。其时，叶企孙年仅 23 岁。是实事
实证、求实求真、理性创新的科学精
神使他成为科学界的青年才俊。

1924 年，出于家国情怀，26 岁的
叶企孙回到祖国，应聘任教于东南大
学数学系，开始了他长达 50 多年的物
理学家兼教育家的科学生涯。

1925 年 ， 叶 企 孙 受 聘 于 清 华 大
学，次年创办物理系，任系主任。1929

又创办理学院，任院长，设算学、物
理、化学、生物、心理、地理等六系，
叶企孙任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他
确定理学院之目的“除造就科学致用人
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
求国家之学术独立”。叶企孙的科学精
神神和爱国精神溢于言表。

叶企孙是一位集科研与教育于一
身的高校管理者。他在长期的教育教
学实践中准确把握教育规律，大胆改
造创新，独具一格，形成了一套独特
的教学思想体系。他因材施教，知人
善任，坚守重质不重量，坚持教育质
量第一，不求规模速成，他注重理论
与实验并重，培养学生既动脑更动
手，开启实验教学之先河，他提倡通
识教育科技与人文融通，注重培养学
生的综合能力。

他有科学救国的情怀，又有科学
家的视野，他能够有广阔的胸怀，无
私的境界，成为知人善任的伯乐。叶
企孙不仅有伯乐的慧眼能够发现人
才，而且有举贤的胸怀。在院系形成
了精诚团结、亲密合作的氛围，使得
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能够在不长的时
间里吸引凝聚了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
伍，成为一流的学科平台，优秀的学
生不断涌现，其中不乏领军创新人
才，日后成为“两院”院士、“两弹一

星”元勋。
叶企孙的仁爱忠恕之心还体现在

对工人和实验员的尊重和关爱，物理
系和理学院师生在叶企孙这位大家长
的身体力行下成为和谐的大家庭，齐
心合力上一流。大师之大，首先在眼
光之远大，胸怀之博大，故而能够有
影响之广大。

作为新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奠基者
之一，叶企孙在晚年还谆谆告诫中国
科技史研究者：“不要轻易认为古人早
已晓得那些实际上是近代方才明白的
自然规律。事实上，实际应用常常早
于理论了解。”“不要轻易说，我国某
种发明、发现在世界上是最早的。”

“应当实事求是，不要望文生义，随便
提出很难使人信服的说法。”求实求真
的科学精神贯彻了他一生的始终。

今天，我们要以叶企孙早年在日
记中的话“向直
进，毋灰心，毋
间断”作指引着
我们踏实前行的
座右铭。

叶 企 孙 的 科 学 精 神
□□ 王渝生

叶企孙在清华

我 们 是 孤 独 的 存 在 ？
□□ 尹传红

在艺术家的想象中，
其他星球或许也有自己的地
外文明搜索项目，有可能会
探测到地球发来的电磁信号。

关于外星生命的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主要经
由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的渲染，才变得越来越热闹。
而这一问题在科学界，一直还是一个比较“严肃”的
概念。有人总结说，它经历过好几个阶段：糊里糊涂
的推测，无拘无束的猜想，墨守成规的保守观念和毫
无想象力的漠不关心，最后，才算成熟。特别是自20
世纪90年代起，情况出现了较大转机，寻找外星人的
研究不再处于从属地位，而是被推到了现代天文学的
中心地带。

现实中的地外文明探索的纪元，是从1959年开始
的。那一年9月，美国康内尔大学的两位物理学家塞
皮·科克尼和菲利普·莫里森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
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探索星际联系》，揭示
了利用射电天文学技术，跨越星际太空，跟也许存在
的地外文明进行交流的可能性。他们建议，使用特殊
的无线电频率——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氢的21厘米谱
线，对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系统进行系统性的搜索。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一位年轻的
天文学家、打小就对外星生命感兴趣的弗兰克·德雷
克，也独立地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960年4月8日凌
晨4点，德雷克开始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有目的、
有组织地在宇宙空间寻找外星人的计划——“奥兹玛
计划”。即用一个直径约为26米的射电望远镜对与太
阳类似且距地球相对较近的两颗恒星（鲸鱼座τ星和
波江座ε星）进行监测。

“奥兹玛计划”的名称来自莱曼·弗兰克·鲍姆童
话故事中的奥兹国（广有影响的电影《绿野仙踪》据
此改编）。用德雷克的话来说，“奥兹玛代表了一个遥
远的、难以接近的、充满神奇的世界，那里住着奇异
的生物。”人们普遍认为，“奥兹玛计划”是人类为接
收外星人信号所做出的第一次尝试。

第二年，1961 年 11 月，德雷克招呼一帮同好，
举办了第一次SETI（搜寻地外文明）大会，科克尼和
莫里森也受邀与会。德雷克兴致很高，意欲为这方面
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个指导性框架，即定量而非定性地
提出问题。最终他归拢了包括一系列概率在内的一个
简单的方程式——德雷克方程。

这个方程式由天文、环境、生物和文化参数构
成，方程式右边的7个符号分别代表在银河系内可与
之建立联系的智慧文明的数量（N）的一个因子。比
如，前2个因数是关于天文学方面的，分别为；银河
系内每年诞生的恒星数量、星系中拥有行星的恒星占
所有恒星数的比例；第3个因数是关于环境方面的：

每颗恒星周围可能具有的类地行星的数量；第4个和
第5个因数是关于生物学方面的：类地行星上有生物
存在的比例、有生命的行星中进化出智能生物的比
例；最后两个因数是关于文化或社会学方面的：智能
生物中学会向星系外发送信息方法 （如无线通信技
术）的比例和这些文明的存在时间（平均寿命）。

德雷克方程首次在寻找外星生命方面做出了比较可
信的数量化的尝试，实际上也为20世纪的最后40年间
讨论外星生命问题树立了一个范本。但是，关于它和对
它的解读，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尤其是其诸多变量都难
以获得精确数值，最受诟病，因而有人打趣它说：“这
只不过是一种量化我们无知程度的系统性方法。”

上文提到的牛津大学项目组负责人桑德伯格，虽
然承认德雷克方程中某个变量的数值是很容易确定
的，例如银河系中每年大约有1至10颗太阳质量的恒
星形成，然而，人们对生命繁衍进化的条件以及它们
存在的普遍程度却知之甚少。

所以，按照桑氏的推断，如果你想争辩确实存在
智慧生命，那么就需要论证其中一些参数的变化范围
很小，这是个大胆的说法。但是，声称我们是孤独的
也很大胆，因为你必须去除这一范围内乐观的部分。

这意味着，朝任何一个方向前进都需要获得确凿
的证据，而搜寻外星人目前还缺少这样的证据。因
此，眼下我们依然无法判定自己在宇宙中只是一个孤
独的存在。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