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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罗斯说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方程的核心发展是度规里奇张量。我们知道，里奇张量的核心是

向心加速度，杨振宁教授说圆周运动的向心加速度，与平移运动有根本区别。这也是里奇张量和韦尔张量

正是区别。而且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建立了广义相对论方程“协变”或“缩并”的基础。联系牛顿力学的惯性

定律和反作用力定律，可成为“光速”和“超光速”推导的基础。万有理论即所谓终极理论，在温伯格的《终极

理论之梦》一书看来，就是指一组简单的最具必然性的物理原理，原则上我们所知的关于物理学的一切都

可以从这些原理推导出来。温伯格说，“哲学并不能对科学研究提供什么正确的概念科学哲学也不能指导科

学家如何工作……我只能认为它的目的是去感动那些混淆晦涩与深刻的人。”终极还原，不是研究纲领的指

南，而是对自然本身的态度。我们似乎只能由“简单”来理解“复杂”而无法反其道而行之。不论我们从基本粒

子那里学会什么，化学、热力学、浑沌和生物学仍将继续说自己的语言，但这些不同层次的科学原理之所

以如此，是因为在它们背后都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理（以及某种历史事件），而所有那些原理的解释箭头

都能追溯或汇聚到一组简单的定律上来，这就是所谓的终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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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学李子丰教授，要与吴岳良等竞聘中科

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一职，完成反相大业。

弦论本是连接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及量子力学的一

门学问，李子丰教授的优势是在石油工程技术方

面，对牛顿力学仅是一知半解，也要“造反有理”。

是什么机制在拉这些“公科”下水造反？ 

彭罗斯说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方程的核心发展

是度规里奇张量。我们知道，里奇张量的核心是

向心加速度，杨振宁教授说圆周运动的向心加速

度，与平移运动有根本区别。这也是里奇张量和

韦尔张量正是区别。而且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

建立了广义相对论方程“协变”或“缩并”的基础。联

系牛顿力学的惯性定律和反作用力定律，可成为

“光速”和“超光速”推导的基础。 

那么看王令隽教授反驳彭罗斯，说彭罗斯犯的

低级错误是“里奇=能量”。王令隽说，里奇张量不

能等于能动量张量，因为能动量张量的散度为零，

而里奇张量的散度不为零，而是等于黎曼曲率的

一半。爱因斯坦方程应该是：爱因斯坦张量=能动

量张量乘与一个常数。所谓“缩并”，通常叫做张量

的指标收缩，是一种最简单的张量运算，指标收

缩的结果使得张量的阶数降了二阶。一个四阶张

量收缩一次就变成二阶张量，再收缩一次就变成

零阶张量（常数）。爱因斯坦在试图建立他的引

力场方程时，将空间的曲率和能动量张量直接联

系到一起，认为能动量张量造成了空间的弯曲。

描述空间弯曲的几何量是黎曼张量。可是黎曼张

量是四阶张量，有 256 个原素；而能动量张量是

二阶张量，只有 16 个元素。这两个张量不可能相

等。如果将黎曼张量收缩，就成了一个二阶的里

奇张量，至少在原素的个数上和能动量张量相同，

有可能放在方程式的两边。这就是爱因斯坦为什

么要将黎曼张量收缩成里奇张量的原因。由此可

见，张量的收缩，仅仅是一种缩小张量阶数的代

数运算，和“力”扯不上任何关系。这种代数运算是

离散的操作，不是连续的操作，因为张量的阶数

是整数，不可能是分数。比如说，没有 1.2 阶的张

量。可是，力是一个连续量，可以取整数之间的

任何小数，也可以是负数。力是一个矢量，而里

奇张量是一个二阶张量。一个二阶张量能够等于

一个矢量吗？力的量纲是牛顿，里奇张量的量纲

是曲率，量纲就不对。力是变化的，能动的。指

标收缩是固定的，不变的。一旦从四阶的黎曼张

量收缩成二阶的里奇张量就不动了，如何产生“缩

并力”？是黎曼张量从四阶收缩到二阶的里奇张量

产生了“缩并力”呢，还是从里奇张量收缩到曲率常

数产生了“缩并力”？还是两者都产生“缩并力”？哪

一种“缩并”的力量更大？我们现在知道的有四种自

然作用力。每一种作用力都是一种物理过程。而

彭罗斯的“缩并力”是一种纯数学操作，没有任何物

理过程与之对应。 

圆周运动的向心加速度，王令隽说仅是一种最

简单的数学计算原因；是一种纯数学操作，没有

任何物理过程与之对应。是一种缩小张量阶数的

代数运算，和“力”扯不上任何关系。王令隽真理直

气壮？彭罗斯和杨振宁教授都错了？王令隽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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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不当面与彭罗斯和杨振宁辩论？为

什么在美国不用英文发表论文，与彭罗斯和杨振

宁辩论，而要用中文送回国内来忽悠？ 

美国社会与我国香港社会制度相同，王令隽当

然明白科学框架是“专政”与“自由”并存的。 

从天津一所大学迁居香港的张亚鹏先生现身说

法讲：他在香港主编的《新科技》杂志，旨在建

立新科学基础理论新体系和发现的新定律，指出

类似西方科学大师牛顿错了、爱因斯坦错了、霍

金错了、威滕错了。有一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看了，称赞很好。于是张亚鹏请他作《新科技》

杂志的编委，他也答应了。但香港中文大学的校

方知道这件事后，对这位教授说，如果他做了

《新科技》杂志的编委，就请他自动离开香港中

文大学。教授很害怕，给张亚鹏打电话，请不要

把他的名字印在《新科技》杂志的编委中，也请

不要把《新科技》杂志送给香港中文大学。所以

王令隽在美国如果用英文大肆发表类似牛顿错了、

爱因斯坦错了、霍金错了、威滕错了的论文，他

不可能在大学里捞到“终身资深教授”的头衔。张亚

鹏说他的杂志是在法国注册，在香港出版，在中

国大陆发行的。而且在大陆能招募到很多发行员。 

可见有人也在利用我国的科学框架漏洞，拉

“公科”下水。因为像李子丰这种专家，在张亚鹏说

的情况里，不应该在燕山大学里教书，应该调到

指挥石油工程技术企业作战，同时他也有自由，

但他不是代表我国的“公科”而是企业自由业余从事

类似牛顿错了、爱因斯坦错了、霍金错了、威滕

错了的宣传活动。这是一个有争论的科学事件。

李子丰不在大学，大家一起作为“家科”， 平等竞争

这些问题的对与错，不是更好吗？但我国还要走

漫长的路。因为李子丰先生理直气壮认为他是在

宣传唯物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受我国的宪

法、党章的保护。但我国的宪法、党章明确具体

说了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霍金宇宙大爆

炸论、威滕弦论就是反唯物主义，就是资产阶级

思想了吗？而王令隽教授又说让霍金到北京宣传

弦论，是我国制度没有“专政”，只有“自由”。但为

什么会出现文革在北京，陈伯达１９７０年４月

亲自到北京大学召集会议，鼓动批判爱因斯坦和

相对论；在上海张春桥和姚文元指使亲信在复旦

大学，组织动员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运动

呢？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曾是当时一些重要

的国家领导人，也主动拉“公科”造反科学框架。也

造成今天“公科”在职或退休，或到国外的一些人，

引导我国“家科”造反科学框架。 

温家宝总理有一段话类似能揭开此之谜。他说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

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

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

对未来抱有信心。”温家宝还说，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

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

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可见一切都事

出有因。 

3）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独立自主研究弦论，中国同样也走过漫长的“家科”

阶段的考验。南京大学教授沈骊天先生说：“读罢

美国弦理论家 B•格林的《宇宙的琴弦》，尚在赞

叹感慨之时，又有幸浏览一部中国作者的奇书

《三旋理论初探》，让我知道了：在中国本土，

有一位不屈不挠的探索者，经过几十年执着的追

求，按自己的方式独立构建了一种不仅不同于经

典物理学，不同于量子力学、相对论，而且不同

于超弦理论的崭新物理学体系。它所引起的惊喜，

犹如在遥望世界科学最高峰的攀登壮举之时，惊

奇地发现另一面山坡上竟闪现出中国攀登者的身

影”。沈骊天教授对此书的不满意是：“该书把物理

学上的讨论随意推广到其他领域、乃至社会领域，

是我不太赞成的；该书作者同样有太多的‘万有理

论’情结，而追求包罗万象、无所不适用的所谓万

有理论往往都是吃力不讨好的”。 

万有理论即所谓终极理论，在温伯格的《终极

理论之梦》一书看来，就是指一组简单的最具必

然性的物理原理，原则上我们所知的关于物理学

的一切都可以从这些原理推导出来。温伯格说，

“哲学并不能对科学研究提供什么正确的概念科学

哲学也不能指导科学家如何工作……我只能认为

它的目的是去感动那些混淆晦涩与深刻的人。”终

极还原，不是研究纲领的指南，而是对自然本身

的态度。我们似乎只能由“简单”来理解“复杂”而无

法反其道而行之。不论我们从基本粒子那里学会

什么，化学、热力学、浑沌和生物学仍将继续说

自己的语言，但这些不同层次的科学原理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在它们背后都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

理（以及某种历史事件），而所有那些原理的解

释箭头都能追溯或汇聚到一组简单的定律上来，

这就是所谓的终极理论。 

《三旋理论初探》可以与李淼教授的《超弦史

话》比较。《三旋理论初探》的核心是类圈体的

拓扑与自旋研究，国内起源于 1959 年，该书是直

到 2002 年以来对此的探索和应用。李淼是我国最

先投入超弦理论研究这一领域的年青人之一，

1962 年才出生于江苏。1982 年他从北大毕业，考

取中科大研究生。1985 年第一次出国，至此开始

长达 15 年的留学之旅。1999 年作为中科院“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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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入选者回国，成为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科大客座教授。 

李淼回国前主要做超弦理论，回国后从 2001

年开始写出一系列“弦论小史”，在同事办的《超弦

论坛》网站上每隔几天更新发表。2005 年，《弦

论小史》结集成《超弦史话》出版。该书主要是

细致介绍西方弦论的缘起、发展、高峰和未来前

景，以及此领域的一个个“牛人”们的历史。李淼教

授说，在美国，可能只有很大牌的教授才有机会

在《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上写科普专栏，而不

是谁想写就可以写的。例如超弦理论的某项研究，

最起码要给全部物理系的人讲明白。相反，出于

职称、报酬等功利性因素的考虑，国内科学家会

认为科普“得不到好处”。李淼认为，“理论物理研

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在短期之内就看到效

益。提出一个理论，可能要在几十年后才被人验

证。”至于他以前的研究，成果能否有历史性的贡

献，则似乎还要看看运气。李淼在超弦理论中的

研究有一定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在两维刘维尔理

论、D 膜以及黑洞的量子物理等方面。近年致力于

研究超弦中的黑洞物理、超弦宇宙学以及暗能量

等。 

弦论是科学，不在于王令隽、沈致远、李子丰

等教授的反对，最有说服力是目前关于跨世纪预

言或将应验“拓扑量子”的新闻，显示出弦论的拓扑

应用确实多有成效，并影响着我国。因为拓扑方

案，有望比其他类型的量子计算机的容错能力更

强。而目前国际上已有多个研究组能生长出高质

量拓扑绝缘体薄膜，但由于界面反应和晶格匹配

等问题，拓扑绝缘体与超导体之间的高质量的薄

膜非常难以制备。 

a）拓扑量子的纠错研究。中国科技大学微尺

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潘建伟及陈宇翱、刘乃乐

等教授，成功制造出并观测到了具有拓扑性质的

八光子簇态，并将此簇态作为量子计算的核心资

源，实现了拓扑量子纠错。这也许能解决长期困

扰量子计算机物理实现的最大问题即量子计算机

不可避免地与环境耦合而产生的各种噪声使计算

过程产生各种错误的“消相干效应”。 

b）拓扑量子的薄膜研究。上海交大低维物理

和界面工程实验室贾金锋、钱冬、刘灿华、高春

雷等教授，已经制备出最适合探测和操纵

Majorana 费米子的人工薄膜系统。“Majorana 费

米子”是意大利科学家学马约拉纳（Majorana）的

预测，而被冠名的一类特殊的费米子。上海交大

是在拓扑绝缘体与超导体之间，插入一种超薄的

过渡层，而形成的一种由拓扑绝缘体材料和超导

材料复合而成的特殊人工薄膜，超导的特性能够

传递到拓扑绝缘体上，拓扑绝缘体也具有了超导

体的“本领”，首次成功实现了超导体和拓扑绝缘体

的“珠联璧合”。厚度只有发丝的万分之一的这种薄

膜，通过精确控制，将所需材料的原子一层一层

垒起来可达到产生 Majorana 费米子的要求。 

C）量子自旋霍尔拓扑绝缘体的研究。美国莱

斯大学科学家杜瑞瑞、克尼兹等教授研制出的“量

子自旋霍尔拓扑绝缘体”的微型设备，也是与超导

体结合研制而成。因为在“拓扑量子计算”机的研制

竞赛中，各国研究人员采用了许多种制造量子比

特的方法，但不管什么方法，一个普遍的问题就

是如何确保将信息编码为量子比特而又不会因为

量子波动而随时间变化，这就是一个容错问题。

量子自旋霍尔拓扑绝缘体被用作“电子高速公路”，

是量子计算机中产生量子粒子用来存储和处理数

据的关键构件之一。拓扑量子计算在美国得到极

大的重视，微软公司在其加州的研究所中网罗了

大量理论人才，从事拓扑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

研究，并每年投入数百万美元直接支持加州理工

学院、芝加哥、哥伦比亚、哈佛等大学相关的分

数量子霍耳效应的实验研究。 

d）我国拓扑量子计算研讨会活跃。如 2011

年 5 月 21 至 22 日，由上海微系统所蒋寻涯研究

员、上海交大刘荧教授和浙大万歆教授联合牵头

的“普陀论拓扑”专题研讨会，在浙江舟山举行，全

国近 50 名研究人员参加。2011 年 11 月 25 日至

27 日，由理论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资助的“理论物

理前沿研讨会—凝聚态物理中的拓扑物态和量子

计算研究专题研讨”，在北京郁金香温泉花园度假

村召开，来自于北大、北师大、人民大学、北京

科技大学、中科院研究生院、北京计算科学研究

中心、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

数学研究所和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等国内知名

单位 20 余位专家参与。而早在 2006 年的拓扑量

子计算研讨会，就汇集了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北

大、清华大学、北师大、人民大学、 南开大学、

南京大学和浙大的学者。其目的就是要推进我国

在拓扑量子物态与拓扑量子计算、拓扑绝缘体与

相关系统、拓扑超导体方面的研究，交流思考从

传统物相理论到今天泛拓扑图像的物理背景、实

验、和分类方式，对拓扑量子计算的背景、理论

和实验的基础、现状以及前景等作专题讨论。 

e）拓扑量子在交叉科学中的应用。如《有机

化学中的拓扑量子方法》一书，是湖南科技大学

副校长曹晨忠教授 2010 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专

著。内容主要包括基团极化效应参数和拓扑立体

效应指数的计算；有机分子拓扑量子键连接矩阵

的构造以及分子结构特征参数的提取，矩阵特征

根、拓扑量子轨道能级、原子电荷、化学键的键

级等参数的计算；应用上述分子结构参数，对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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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单取代烷烃、链状烯烃、含 C=0 键和 N＝0

键有机化合物、芳香烃和极性芳香化合物等各类

有机物的热力学性能、化学反应性能、光学性能、

色谱性能、价电子能量、酸性和生物活性等进行

定量的相关研究。又如《非相对论物理学中的拓

扑量子数》，是 2000 年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论述拓扑量子数在非相对论物理系统中作用的专

著。与普通由对称性定义的量子数相比，拓扑量

子数的特点是对系统中的缺陷不敏感。近年来，

拓扑量子数在物理量的精确测量中变得非常重要，

并提供了最好的电压和电阻的标准。 

4）由上可见弦论已进入交叉科学领域。这不

是沈骊天教授式担忧的把弦论从高能物理随意推

广到其他领域。但不知李子丰教授对中科院理论

物理所、北大、清华大学、北师大、人民大学、 

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和浙大等上述学者，在拓扑

量子这种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科学的交叉领域内

的研究了解否？ 

 

Author: 

单炜滕 

Recommended by王德奎. 
y-tx@163.com 
 

 
5/10/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