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世纪见证了物理学无与伦比的进
步。如果说，前半叶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所主导，那么毋庸置疑，后半叶的明星就
是粒子物理学。”科普图书《神奇的粒子世
界》中，这样描述粒子物理的地位。

7 月 6 日，在“2021 量子科技系列报
告”第二讲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
究所副研究员刘金岩作《探索物质微观结
构——层子模型构建历史》 的主题报告。
她基于中、日、俄及英文档案等史料，以
20 世纪 50-60 年代粒子物理的国际和国内
发展为背景，介绍中国物理学家在上个世
纪60年代中期探索强子结构，提出层子模
型的过程以及层子模型的主要研究成果、
后续发展、国际评价及影响。

粒子物理的诞生：“脱胎”于核
物理

继电子、中子和质子等粒子发现后，
物理学家又提出中微子和Pi介子假说。这
一时期他们通常借助宇宙线或者低能加速
器开展实验。1932年，物理学家利用宇宙
线发现第一个反粒子。1939年，物理学家
在伯克利建造了60英尺高回旋加速器。

另一方面，由于物理学家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研制原子弹和雷达发挥的重要作
用，使得他们在战争结束重返科学研究中
获得充裕经费。

自20世纪50年代起，欧美各国纷纷兴
建高能加速器，包括直线加速器和回旋加
速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50年代初开
工建造的欧洲核子中心，这个加速器目前
的能量已经达到14个TeV，是世界上能量
最高的加速器。

在物理界，一般获取粒子的方法是通
过加速器，让粒子以极高的能量相互碰
撞，从而将粒子“打碎”，直到在我们现有
的条件下不能再“碎”了，那就是目前我
们已知的最小粒子。

“我们知道的上帝粒子就是在欧洲核子
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上发现的。这些加
速器的建造打开了人工制造新粒子大门。”
刘金岩坦言，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实
验上发现一系列新粒子，物理学家对于这
些新粒子很棘手，粒子物理当时处于一个

“进退两难”的处境。
刘金岩称，随着新粒子的大量发现，

粒子物理学家迫切需要对上百种粒子进行
分类，找出它们之间内在联系及其根源，
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模型。比较著名的是
坂田昌一在1955年提出的坂田模型，他认
为物质的基本组元是质子、中子和Λ粒
子。此后提出的“八重法”方案可以有效
对基本粒子分类，此外还有1964年由盖尔
曼和兹威格分别独立提出的夸克模型或艾
斯模型，认为基本粒子由携带分数电荷的
夸克或艾斯构成。不过，当时的实验物理
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都不欢迎夸克这一概
念。

粒子物理在中国：唯物辩证法下
的层子模型构建

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一批留学
欧美物理学家归国后的推动。20世纪20年
代出国留学学物理的代表人物有吴有训、叶
企孙、严济慈、周培源和王守竞。他们分别
在X射线散射、普朗克常数测定、光谱学、
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热力学统计等物理学各
分支有所建树。刘金岩特别提到，这些人致
力于推动现代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央
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研究院等
大学和研究机构设置现代物理学课程并培养

人才。中国粒子物理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
主要依靠20世纪30—40年代留学欧洲或美
国的张宗燧、马仕俊、彭桓武、胡宁和朱洪
元回国后的推动。

1956 年，我国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
发展规划”，其中原子核与基本粒子物理学
研究是物理学科重点发展的方向之一。同
时，“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
题”被列入规划中的第 56 项问题。1957
年，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奖，激励一批
年轻人选择粒子物理专业。此外，参与苏
联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工作也为新中国培
养了一批粒子物理人才。

1963 年，毛泽东格外关注刊登在 《自
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上一篇由俄文转
译的坂田昌一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为

《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毛泽东多次称赞坂
田在科学研究中注意辩证唯物主义，且其
坚持的物质无限可分思想与坂田在科学研
究中坚持的原则产生共鸣。“坂田昌一的基
本粒子可分观点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这与
他希望中国尽快研制原子弹以及关心物理
学中的哲学问题有关。还与当时正在中国
进行的有关‘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
的大讨论有关。”刘金岩介绍说。

这件事也影响了中国粒子物理学家的
研究方向。此外，1966年即将在北京召开

暑期物理讨论会，中国物理学家要为这次
会议做学术准备。他们充分利用这些机
会，来自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的科研人员组成了大的研究组，
后来这一研究组被称为“北京基本粒子
组”。事实上，这些机构的科研人员在20世
纪50年代初、60年代末就保持了良好的交
流合作机制。

自 1965 年 9 月起，北京基本粒子组经
过几个月的工作，提出强子的结构模型。
层子模型是强子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开
拓。刘金岩解释称，“层子的命名是在1966
年北京暑期物理讨论会召开前，由原子能
所的冼鼎昌向时任原子能所所长的钱三强
建议的，这也符合毛泽东的物质无限可分
思想，即基本粒子有结构，由层子组成，
层子又是由更深一层的层子构成。”

中国物理学家提出层子模型顺应了粒
子物理学的发展趋势，尽管未取得预期
的国际影响，但为中国粒子物理后来在
理论和实验上取得的重要成果奠定了人
才基础。

（注：对层子模型具体物理内容感兴趣
的读者可参见：Jinyan Liu. Chinese An-
n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
gy，Volume 2， Issue 1:85-12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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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有
“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
实验装置（EAST），创造了一项新的世界纪
录，成功实现可重复的1.2亿摄氏度101秒
和1.6亿摄氏度20秒等离子体运行，将原来
的1亿摄氏度运行20秒纪录延长5倍。新纪
录进一步证明了核聚变能源的可行性，也是
向核聚变能源应用迈出的重要一步。

卡尔达肖夫认为：从整体来看，一个
文明主要取决于两样东西，能源和科技。
能源是发展科技的前提，即一个文明产生
的能源越多，他们的科技就越发达，所有
的文明发展都需要利用能源。

而根据能源消耗，可以用来假设和衡
量潜在的文明水平。据此，卡尔达肖夫最
初提出用能量级把文明分成三个量级：I
型、II型和III型 （之后，科学家根据这个
模型，将其扩充到7级），即卡尔达肖夫指
数，其中，I型文明使用在它的故乡行星所
有可用的能量，一般认为目前人类正处于
这个文明阶段；II 型文明 （或称行星文
明） 可以使用和存储所在行星上的所有可
用资源，巧妙地驾驭整个世界的能量输
出，要达到这一级的文明，至少要掌握可
控核聚变技术。

科学家很早就发现核能主要有裂变能
和聚变能两种形式。如果是由重的原子核
变化为轻的原子核，称为核裂变，比如原
子弹和核电站的巨大能量来源。1 千克
铀-235，能够产生 2 万兆瓦小时能量，相
当于燃烧2000吨煤所释放的能量。但是核

裂变有很大的劣势，比如原料稀有、产生
放射性难以弱化的核废料，而且还可能产
生核泄漏。

相反，如果是由较轻的原子核变化为
较重的原子核，则称为核聚变。人们常
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在太阳内部无时无
刻不在发生核聚变，为大自然带来最普遍
的能量来源。

1920年，亚瑟·爱丁顿提出氢氦聚变可
能是恒星能量的主要来源。在卢瑟福的核

嬗变实验基础上，马克·奥利芬特于1932年
完成了氢同位素的实验室聚变。1930 年
代，汉斯·贝特提出了恒星核聚变主循环的
理论。1940年代初，作为曼哈顿计划的一
部分，用于军事目的的核聚变开始被研
究。1951 年，在核试验中完成了核聚变。
1952年11月1日，在常春藤麦克氢弹试验
中首次进行了大规模核聚变。

之后，科学家发现了这种核聚变能具
有很多优点，可能成为人类未来理想的无
限的清洁安全能源，便开始研究用于民用
目的的受控核聚变。

核聚变是指将两个较轻的核结合而形成
一个较重的核，以及一个极轻的核 （或粒
子） 的一种核反应形式。在此核聚变过程
中，物质并没有守恒，而是根据爱因斯坦的
质能方程E = mc2，一部分正在聚变的原子
核的物质，被转化为巨大能量的释放。

在自然界中，最容易实现聚变反应的
是氢的同位素——氘和氚的聚变。核聚变
反应堆的原理很好理解：将氘和氚的混合
气体加热到等离子态，即温度高的能使电
子脱离原子核的束缚，让氘原子核和氚原
子核自由运动，并发生直接接触，便能产
生新的氦核和新的中子，并释放出巨大的
能量。经过一段时间，反应体就不需要外
来能源的加热了，核聚变的温度已足够使
原子核继续发生聚变。在这个过程中，只
要将氦原子核和中子及时排除，输入新的
氘和氚的混合气体到反应体，核聚变就能
不断地持续下去，将产生的能量一小部分
留在反应体内，维持链式反应，其他大部
分就可以输出，作为能源来使用了。

在地球上，核聚变的原料储量极其丰
富，因为其主要燃料是存在于海水之中的
氘和氚。据估算，一升海水提取的氘能产

生的聚变能源，相当于300升汽油完全燃烧
释放的能量。如果能将海洋中的数量多达
45万亿吨的氘元素，全部应用于核聚变的
话，释放的能量足够人类使用几百亿年。

此外，氘和氚反应的生成物是氦气，
没有放射性，对环境无害。而一旦造成反
应的等离子体熄灭，聚变反应就会终止，
因此聚变燃料的保存运输、聚变电站的运
行都比较安全。

这么优质的能源如何才能被人类获取
并加以利用？

对此，科学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
是在地球上建造一套核聚变装置，像太阳
一样发生核聚变反应，从而源源不断地产
生能量，这种大科学装置俗称“人造太
阳”。随后，利用这种装置产生核聚变能的
科学可行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然而，要真正实现核聚变发电并不容
易，根据科研人员的介绍，想实现聚变反
应，首先温度要达到1亿摄氏度以上，使聚
变燃料完全电离，并在保证等离子体密度
的前提下，将高温等离子体维持相对足够
长的时间，不泄漏不逃逸，才可能释放出
足够多的能量。为攻克这两大难关，几十
年来，各国科学家一直在不断进行探索和
实验。

未来，如果能实现“可控核聚变”，将
彻底改写人类的能源版图。目前来看，托
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被公认为是探索、
解决未来稳态聚变反应堆工程及物理问题
的最有效途径，是地球寻找聚变能源出路
的希望。

期待早日掌握和利用核聚变，人类早
日进入卡尔达肖夫的行星文明！

（作者系加拿大某国际财团风险管理资
深顾问，科幻作家）

可 控 核 聚 变 ： 新 能 源 之 王
□□ 陈思进

科普时报讯 7月17日，第四届广州市女性
创客 （创新创业创造） 大赛启动仪式在广州市
南粤航空航天创新研究院举行，掀起了2021年
广州巾帼创新行动的高潮。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得人之要，必广其
途以储之”，广州市总工会副主席王静在启动仪
式上讲到，举办大赛的目的在于挖掘人才、培
养人才、造就人才。希望大赛助推形成有利于
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
机制、有利于竞相成长的各展其能的激励机
制，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科技领军人
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形成天下英才
齐聚广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局面。

据悉，广州女科技工作者协会联合8个部门
开展的2021年广州巾帼创新行动丰富多彩。启
动仪式上，国际宇航院何质彬院士为“少年寻星
工程”学生代表授旗。4名追星少年从83岁高龄
的何院士手里接过南粤第一颗青少年“科学教育
小卫星”的旗帜，心情无比激动，表示一定不辜
负前辈重托。“少年寻星工程”是在孙家栋等众
多航天专家指导下在南粤开展的培养国家未来航
天科技人才计划，每年将在南粤大地挑选100名
寻星少年，参与卫星制造、发射、运行、接收等
工作。

据悉，广州市南粤航空航天创新研究院和
上海航天部门合作研发的科学教育小卫星将于
今年发射升空。为更好地弘扬航天精神、普及
航天知识、培养创新人才，“追星誓言上太
空”朗诵作品征集活动同时启动。活动主要面
向青少年征选语音作品，优秀追星少年朗诵的

“追星誓言”声音将随着第一颗南粤科学星升
上太空。优秀参赛选手还将组成观礼团出征甘
肃卫星发射场，观看南粤卫星发射升空。

（于翔）

第四届广州市女性创客大赛启动

透过粒子物理，看中国物理学家如何探索强子结构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郭金虎在 《生命的时钟》 一书中认
为，科学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

“科学家应该承担起科普的责任，而不是对
伪科学不闻不问，不能任由一些用心不良
的人肆意歪曲科学，打着科学的旗号实则
以伪科学来蒙蔽大众，从中谋取不义之
财。”因为“科学缺席之处，就是伪科学泛
滥的地方”。

从这一点来说，科学家在科普中应该
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如果科学家缺
席科普，那么一定会有非科学家去做所谓
的“科普”，而这不仅损害科普这件事，而
且也会让科学家处于被动的地位。

实际上，关于科学家是科普“第一发
球员”的说法以及科学家在科普过程中面
临的“四不窘态”，此前已有不同的学者从
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诸多论述。但是如何为
科学家发挥科普“第一发球员”的角色提
供更好的支持与保障，仍然是我们需要关
注的话题。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 《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为我国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推进全民科学素质建
设明确了行动指南。该文件指出了在“十
四五”时期实施5项重点工程，其中之一就

是“科技资源科普化工程”，也就是说，“建
立完善科技资源科普化机制，不断增强科技
创新主体科普责任意识，充分发挥科技设施
科普功能，提升科技工作者科普能力。”可
以认为，这一工程的实施将让更多的科学家
承担起科普“第一发球员”的职责。

如今，科学已经遍及我们生活的各个
方面，但是诚如卡尔·萨根所言，“我们生
活在一个完全依赖科学和技术的社会中，
然而几乎没有人了解这些科学和技术。”当
然这一方面是现代社会得以前进的分工协
作机制导致的现象，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表
明，我们需要通过科普让更多的人知晓我
们赖以生存的科学，否则就会出现用科学
而不了解科学的问题，正所谓“知其然而
不知其所以然”。

这实际上带来的问题就是，那些伪科
学就会在科学外衣的伪装之下行非科学之
事实，把科学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就是约翰·C·伯纳姆在《科学是怎样败给
迷信的》一书中表达的观点，“科学战败的
原因是科学家离开了科学普及阵地”。

当然，要求或者规定科学家应该开展
科普与科学家身体力行地开展科普之间还
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和“代沟”，需要有弥合

这种差异的平台或者桥梁，而且科普也是
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工作，是科学与艺术的
结合，做好科普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
更需要方法论的指引。而现实情况下，很
多科普工作依然依赖直觉的指引，从而忽
视了可以概括总结并且推而广之的理论与
方法论。一方面原因在于有关如何做好科
普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依然出现在各类学
术期刊上，另外一方面原因在于从事科普
实践的科学家，并不会刻意地去查阅这类
期刊成果。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科普研
究人员与科普实践者之间并非完全重合，
甚至有时候隶属于不同的“圈子”（共同
体），因而这也为开展必要的科普培训带来
了一定的契机，衔接起理论与实践，让更
多的更有效的科普方法“加持”科学家的
科普实践。

有人曾经主张，“科普是科学的广
告”，也就是科普的目的就是让公众更好地
了解科学，对科学形成更理性的认识，是
在青少年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那么从这
一点上来说，在新发展阶段，科学精神的
弘扬，科学思想的树立，科学方法的掌握
处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因为“科学的精髓
是其方法”。

然而，在科普的过程中，科学精神、科
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传播要远比普及科学知
识困难的多，所以现实情况下的很多科普更
多地将着眼点放在了科学知识的“搬运”
上，而作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
和科学精神的发现者、生产者、创建者和弘
扬者的科学家，则有必要超越知识这个层
次，更多地传播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科学
精神和科学理性。因为单纯的知识普及除了
可以让受众增加一些零碎的知识点之外，并
未使他们树立起必要的科学思维，而这可能
并不利于他们“具有应用其分析判断事物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了不让科学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
娘”，科学家有必要身体力行地开展科普，
当然这需要一系列必要措施和机制的支持。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科 普 离 不 开 科 学 家 参 与
□□ 王大鹏

科普时报讯 7月17日至18日，北京市中小
学生科学传播大赛在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青少年
科技馆落下帷幕。全市 65 组节目入选此次决
赛，角逐一、二、三等奖项。

此次大赛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
学生活动管理中心、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委员会
共同承办。大赛通过组织广大中小学生开展科
学传播活动，旨在挖掘和培养科普创作人才，
促进科普资源的创作和开发，增强北京市中小
学生的科技文化创造活力，从而实现科技与艺
术的跨界融合。

此次大赛以科学故事作为参赛作品，共分
为小学和中学两个参赛组别，主题涉及袁隆
平、邓稼先、屠呦呦等多位科学家，以及高铁
发展、物流发展、航天技术发展等多个领域。
演讲者通过精彩讲述科学故事，传播科学精
神，激发青少年对于科学的兴趣与探究。丰富
充沛的情绪、能言善辩的口才、全情投入的讲
演，为本次科学传播大赛营造出了浓厚的科学
氛围，同时增添了科学的趣味性。

大赛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对
参评的作品进行分组、分类评审。根据参赛作品
内容的完整度、科学主题的明确性、科学与演讲
表现的融合性、选手的情感表现力等标准进行多
维度的综合打分。

大赛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小学生的青春活力
与精神风采，促进了北京市青少年对于科技创
新的认识和理解，呈现出了科学故事与演讲艺
术的巧妙融合，同时展现出了艺术与科学相互
碰撞的无限魅力。 （杨韬）

北京市中小学生科学传播大赛落幕

科普时报讯 7月12日，第十四届国际数学
教育大会在上海召开。本届大会为期7天，吸引
了来自全球数千名数学教育学者参会。大会设
置约500场学术会议和活动，分享数学领域最新
研究成果，交流数学教育理论成果和实践经
验，展望数学教育未来。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数
学已广泛应用于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成为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性、驱动性力量。
要以数学等基础学科的“深蹲助跑”更好实现科
技创新的“起跳跨越”，以数学教育的改革创新
更好强化创新人才的供给。希望各方共同构建宽
松包容的环境，鼓励数学家放飞思想、想象力，
勇攀数学基础研究领域的高峰，为拓展人类知识
边界贡献数学家们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怀进鹏在致辞
中指出，数学作为一门古老而迷人的学科，是
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乃至社会科学发展的基
础，对人类文明进步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
用。数学教育不仅在于传授理论知识，更重在
涵养严谨科学思维，激发求真探源精神，培育
创新创造能力，为国民素质奠定基础。期待本
次大会能够成为凝聚战略共识的平台、推动普
及教育的平台和深化全球合作的平台，增进开
放、信任、合作，塑造数学求真、向善、臻美
的文化理念，更好推动世界学术共同体建设。

国际数学教育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
数学教育委员会指导下举办的全球数学教育界
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被誉为国际
数学教育界的“奥林匹克”。本届大会首次在中
国举办，吸引大批优秀数学教育家参会，其中
包括中国数学教育家顾泠沅、曹一鸣、范良
火、熊斌和丁小平等。此次大会由中国数学会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承办。 （魏峰）

国内外学者齐聚上海交流数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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