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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1927：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合照

它不仅仅是一张照片

还是量子力学的剪影

▼

1927，无人忘记

前不见古人，甚至有可能“后不见来者”

世界上再没有第二张照片，能让人类感叹至今

即使跨越百年，仍然被疯狂点赞

1927年第五届索尔维会议的这张合照

几乎囊括当时世界上所有伟大科学人物

29人中有17人获得诺贝尔奖

留下了“史上最强朋友圈”合影

原创：德不罗意&方华 5天前量子学派

javascript:void(0);


2019/10/23 致敬1927：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合照

https://mp.weixin.qq.com/s/QGrWxt-aJ8vaOO9mkI9neA 2/24

“1927年第五届索尔维会议合照”
量子学派修复绝版高清彩照

它不仅仅是一张照片

它见证着科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它不仅仅只是一张合影

也是“量子力学”的微缩简史

群星璀璨，智慧巅峰

即使再过1000年，人类只怕仍然会感慨科学史上这个伟大的先贤时代……

表象：智商史上最伟大的交锋

这次会议证了科学史上最伟大的一次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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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伟大的两大理论的核心人物，相对论的创始人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的核心人物玻尔拉开

了相爱相杀的序幕。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爱因斯坦道出世纪名言“上帝不掷骰子”，玻尔则针锋相对“爱因斯坦，别

指挥上帝怎么做”。（往期回顾☞爱因斯坦与玻尔：孤胆英雄与社团大哥的相爱相杀）

29个世纪顶尖大脑，在这场空前绝后的“科学论剑”中分为四大派别：

❶哥本哈根派：以玻尔为首，认为世界是随机的、不确定的，如海森堡等人；

❷经典物理派：爱因斯坦打头阵，认为世界是绝对因果的，有薛定谔等人；

❸专注实验派：不在乎谁和谁打架，只关心实验结果，如布拉格、康普顿；

❹佛系吃瓜派：看热闹不嫌事大，如居里夫人、威尔逊等。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MzU5MDA1Mw==&mid=2247483757&idx=1&sn=97bd7d56a79f7890df80de55668a0224&chksm=e81aa2a7df6d2bb1afcb8b212ddefa31043998738286b46160e0520e72aa0b3810e12cb93d8d&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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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量子力学微缩史

这届会议是量子论的微缩史。

以爱因斯坦和玻尔两人为中心，以四大派系为主导，开启了100年的世纪争论。

❶最先亮相的是专注实验派，布拉格和康普顿。痴迷实验的这两人唾沫横飞地描述着自己这些年

的成果。

❷经典物理派的“德布罗意”骑着他的“导波”一马当先，为经典物理派的立威拉开了序幕。

❸很不幸被世界第一狙击手，哥本哈根派的少将军泡利盯上了，在猛烈炮轰下，他只好灰溜溜下

了场。

❹薛定谔驾驶波动方程想来助阵，却被量子力学第一门派“哥本哈根”学派围攻，泡利、海森

堡、波恩、玻尔等人车轮辗压薛定谔。

台下的佛系吃瓜派一脸吃惊，波动力学、矩阵理论、互补原理……一连串大招如特效般绚丽，让

很多人都傻了眼，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仅仅是开胃小菜。

眼观手下两名大将都吃了亏，反对派大BOSS爱因斯坦忍不住爆发了,开始了命运的单挑，6天的

会议逐渐演变成量子力学VS经典力学。

爱因斯坦手持电子单缝/双缝实验的利剑，玻尔扛着新量子力学的大刀。

每一次论证都是物理学界深邃的宝藏，每一段解释都是未来之门的钥匙。

在这次会议上，量子幽灵试图直接颠覆掉传统世界的因果律，原本小众的量子力学最终传播到了

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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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幽深，29人的“六度关系”

在这次会议上，爱因斯坦和玻尔毫无疑问是明星级人物。那其他人又在想什么呢？

例如，作为两人的好友埃伦费斯特急红了眼。他试图劝架，但面对两个各自不肯退让半步的固执

男人，他磨破了嘴皮子也还是没用，只好放弃。

最后沮丧的埃伦费斯特只好哀怨地站在了玻尔那一边，一脸心痛地看着这两个好友越吵越激烈。

其实，远远不止是埃伦费斯特。还有洛伦兹、普朗克、德拜等等，他们有的是爱因斯坦的老师，

有的是玻尔的好友，另外一些人还是绯闻对象，他们和经典物理派或者哥本哈根派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关于这张大合照里的29人，科学史上有无数传说，但这29人背后的恩怨情仇，并非如四大派别

般泾渭分明，相反，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也只有了解他们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张照片的

意义。

量子学派花了三个月时间搜集整理，梳理出一张人物之间的“六度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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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1927年索尔维会议人物详解

群贤毕至，济济一堂。

这张照片是物理学史上“黄金时代”的见证。

透过这张充满着怀旧气息的照片，我们看到了那个红叶飘零季节，一群迸发着智慧光芒的人相约

前来。

在这里详解1927年索尔维会议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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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伦兹：元老领袖

74岁高龄的洛伦兹通人文晓地理，精通多门外语，也是本次国际物理学界集会的主持人。

自1900年6月设立诺贝尔物理奖以来，洛伦兹早在1902年摘下了这一圣果。

他的“电子论”把古典物理推向最高峰、还有伟大的“洛伦兹变换”……

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打破了旧的经典体系，这位老人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界的统

帅，是这29人中真正的元老人物。

      点击空白处查看洛伦兹更多关系（5人）
                                     ▼

爱因斯坦：反派大魔王

01

1.1 洛伦兹 & 爱因斯坦

·莱顿大学同事。

·洛伦兹指导过爱因斯坦，算得上半个弟子。

1905年，爱因斯坦使用了洛伦兹讨论的许多概念，数学工具和结果来撰写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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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坐C位的爱因斯坦，在第一届索尔维会议之时还是一枚青年才俊，属于量子力学阵营里的正道

角色。

这个当年提出“光量子”、当之无愧的最强大脑。但此时，他却再也不肯承认量子，也不愿走出

那个客观实在的因果世界。

这一次的他，扮演着量子力学的反对者角色，也是场上关系“最复杂”的男人。

    点击空白处查看爱因斯坦更多关系（14人）
                                     ▼

玻尔：哥本哈根派掌门

1921年，继提出原子模型之后，玻尔创建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创立“哥本哈根学

派”。

别看外表温文尔雅，玻尔是最能辩论的一把手。从第一次见面起，他与爱因斯坦就在认识上发生

了分歧，只要一见面必掐架，两人论战终身，玻尔毫不逊色，甚至还占了上风。

这次的峰会，搅弄风云的他，同样也有着一张不输于爱因斯坦的复杂人际网。

2.1 爱因斯坦 & 玻尔

·相爱相杀的一对CP。

·1920年，年轻的玻尔第一次到柏林讲学，虽然观点不同，当时的爱因斯

坦对玻尔极为赏识，两人结下了长达35年的友谊。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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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空白处查看玻尔更多关系（10人）
                                     ▼

普朗克：量子力学之父

20世纪初，经典物理大厦已经竣工，这位性格偏传统的科学家，是神圣的经典物理殿堂虔诚的信

徒之一，哪怕被称为量子力学之父，他也恐惧于量子幽灵。

当时69岁的他，是29人中仅次于洛伦兹的老前辈。

3.1 玻尔 & 波恩 & 泡利 & 海森堡 & 狄拉克

·同阵营的伙伴，哥本哈根学派成员。

1921年，玻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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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一成立就吸引了一大批杰出的物理学家，海森堡、泡利、玻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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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空白处查看普朗克更多关系（3人）
                                     ▼

波恩：迟到的诺贝尔奖

德布罗意用了5年以一篇博士论文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波恩，却足足等待了28年！

波恩的波函数概率解释成为了量子力学的三大基石，但直到1954年72岁高龄才获得诺贝尔物理

学奖。

但作为哥本哈根派的二当家、哥廷根的灵魂人物，桃李满天下，与会人员中不少人都受过他的指

导。

         点击空白处查看波恩更多关系（8人）
                                     ▼

4.1 普朗克 & 波恩

·柏林大学同事。

1914年，玻恩受到了普朗克的邀请，担任柏林大学新设立的理论物理学的

临时教授。

05

5.1 波恩 & 海森堡

·海森堡是波恩的助手，接受过波恩的指导。

海森堡师从索末菲，索末菲导师海森堡的兴趣转向了量子物理后，便把海

森堡作为交流生推荐给了哥廷根大学，跟随波恩学习。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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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谔：跟猫一样神秘

第五届索尔维会议召开的这一年，薛定谔那只神秘的猫还没有出现，不过这个男人神秘得就跟他

的猫一样。

明明他的科学工作不是独创性的，但他却总有办法让人大吃一惊。

他总能敏锐地抓住一些人的创新性观念，加以系统的构建和发挥，从而构成第一流的理论：波动

力学来自德布罗意，《生命是什么》来自玻尔和德尔布吕克，“薛定谔的猫”则来自爱因斯坦。

1933年，那来自于德布罗意的薛定谔方程也让他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点击空白处查看薛定谔更多关系（6人）
                                     ▼

德拜：拿诺贝尔化学奖的物理学家

二战时期，纳粹当局要求拜加入德国国籍，被断然拒绝。这位曾因希特勒上台后还留在德国任

职、表现被人略有微词的科学家，在1940年移居美国，一直到去世。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通过偶极矩研究及X射线衍射研究对分子结构学科所作贡献而获1936年的诺贝

尔化学奖。

如上（玻尔 & 薛定谔）。

 

6.6 薛定谔 & 普朗克

·如上（普朗克 & 薛定谔）。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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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空白处查看德拜更多关系（7人）
                                     ▼

泡利：上帝之鞭

作为比上帝还挑剔的人，泡利是完全的极端完美主义，在物理学方面完全容不下一粒砂子的。他

以严谨博学而著称，也以尖刻和爱挑刺而闻名，简直就是现实版“谢耳朵”。

为此，埃伦费斯特还曾经取笑他为“上帝的鞭子”。

暴脾气、专爱怼人的他有一句口头禅，“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这句话简直是泡利“第二个不相

容定理”的代名词。在哥根廷当波恩助手的期间，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泡利大喊：“别说话，住口，别再犯傻。”

玻恩温和地说：“但是，泡利你听我说......”

泡利顶回去：“不，我一个字也不想听！”

这种不分人、照怼不顾的尖锐，让当时的物理学家经常胆战心惊，生怕被泡利揪出什么岔子。但

正是这种挑剔，才让他在那个群雄并起的时代，依旧是一颗耀眼的巨星之一。

7.1 德拜 & 泡利

·两人为同门。

德拜师从索末菲，泡利也是索末菲的学生。索末菲是目前为止教导过最多诺

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人。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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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空白处查看泡利更多关系（6人）
                                     ▼

狄拉克：年纪最小的量子怪杰

25岁的狄拉克是名副其实的“老幺”，连一向以少年天才著称的海森堡也比他尚大一岁。

他生性内敛不爱说话，最为常见的，就是像僧侣一样专注于科学的孤独之中。

在大多数人眼里，他是一个极其单调而且毫无吸引力的存在，可才华不允许他低调，最喜欢数学

的他，已经开始在量子力学的舞台上初绽锋芒。

8.1泡利 & 海森堡

·两人为同门。

泡利侍从索末菲门下，是海森堡的师兄。跳过本科直接读研究生的他，20

岁就在给一堆研究生博士生讲课，其中就包括19岁的海森堡。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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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空白处查看狄拉克更多关系（7人）
                                     ▼

海森堡：从一次散步开始的科学生涯

1922年初夏，玻尔应邀到德国哥廷根大学讲学。索末菲从慕尼黑大学赶来，还带来了两个学

生，一个是21岁的泡利，另一个是20岁的海森堡。

初出茅庐的海森堡，犀利地在讨论会上反驳了当时的大神玻尔。玻尔后来邀请海森堡去郊外散

步，进行了一场关于近代原子理论的全面讨论。

散步结束后，海森堡作出了毕业前往哥本哈根的决定。在那里提出了神秘莫测的“不确定性原

理”，建立了矩阵力学，开启了他惊艳的量子生涯。

       点击空白处查看海森堡更多关系（5人）
                                     ▼

9.1 狄拉克 & 海森堡

·两人都发现了矩阵。

1925年海森堡提出了着眼于可观察的物理量的理论，当中牵涉到矩阵相乘

的不可交换性，约莫两个星期之后，狄拉克同样意识到不可交换性带有重

10

10.1海森堡 & 玻尔

·如上（玻尔 & 海森堡）。

 

10.2海森堡 & 波恩

·如上（波恩 & 海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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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罗意：一篇博士论文获诺奖

1923年，德布罗意提交了他的博士论文，提出一切物质都是波。

这位在大家眼中是花花公子、研究生毫无建树、博士也是混日子的贵族小王子，论文也如其人般

大逆不道。

这篇令人头疼的论文，无意之中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科学发展的轨迹。

从不被人看好的“跨界”纨绔子弟，到获诺奖，德布罗意用实力狠狠打了一波人的脸。

      点击空白处查看德布罗意更多关系（3人）
                                     ▼

居里夫人：巾帼不让须眉

虽为女儿身，但她却不逊色于在场任何一位男性。

她选择“放射性”作为其一生要攻克的领地，成功地分离了纯镭，甚至还两次获得了诺贝尔奖，

分别是1903年的物理奖、1911年的化学奖。

29人的大会场，女性身份似乎注定了她的故事多了几分缱绻，特别是她与郎之万的绯闻。

11

11.1 德布罗意 & 郎之万

·两人为师生关系。

德布罗意师从郎之万攻读博士学位（德布罗意哥哥的导师也是郎之万），

在博士论文面临通不过、无法毕业的危机时，朗之万只好往好友爱因斯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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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空白处查看居里夫人更多关系（3人）
                                     ▼

布拉格：史上最年轻的诺奖获得者

25岁时和父亲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至今仍是历史上最年轻的物理诺奖获得者。

不同于父亲秉持的X射线是一种粒子运动，小布拉格认为X射线是一种电磁波。

取长补短、互相切磋的一对父子，就这样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证明了劳厄图样，还推出了著名的

布拉格方程，开创了父子同获诺奖的先例，迄今为止都只有这一对。

12.1 居里夫人 & 郎之万

·居里夫人是郎之万的师母。

郎之万师从比自己大13岁的皮埃尔·居里，在居里的指导下顺利获得博士

学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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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空白处查看布拉格更多关系（6人）
                                     ▼

威尔逊：喜欢云雾的男人

一次在海拔4000多米的尼维斯山顶的旅游，高山之巅极易形成奇丽的迷茫雾景，让威尔逊开启

了对云雾的兴趣。

这位眼光锐利、头脑敏捷的气象学家心心念念着那次云雾，试图通过实验复制出山顶上某些云雾

效应所造成的那样一幅美丽的自然图景。最终，他发明了威尔逊云雾室。

这一发明让他、以及他的“师侄”一起摘下了诺奖桂冠。

       点击空白处查看威尔逊更多关系（4人）
                                     ▼

13.1布拉格 & 福勒

·两人同为剑桥数学系校友。

福勒获得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奖学金，选择在此学习数学，1919年福勒

回到了三一学院，并于隔年被任命为数学科的学院讲师。

14

14.2 威尔逊 & 康普顿

·两人共同获诺奖。

康普顿利用威尔逊云雾室演示康普顿反冲电子的存在，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康

普顿效应的正确。因此1927年，康普顿与威尔逊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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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普顿：以自己命名的效应

1927年，第五届索尔维会议召开的同一年，康普顿凭借发现了以他自己命名的效应，与威尔逊

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在普林斯顿大学硕博连读的他，在1919～1920年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了英国在汤姆逊和卢

瑟福的指导下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就是在那，他发现了X射线的晶体散射的康普顿效应。

       点击空白处查看康普顿更多关系（3人）
                                     ▼

见证科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这是一群凑起来足以毁灭世界的超强大脑。

也是一群数个世代都将望而生畏的伟大人物。

量子力学也是因为这次与经典理论的大决战中，一步步成长到了谁也无法忽视的地步。

没有矛盾，就没有科学的进步，斑驳的火花往往闪现在无私的切磋之中。

15.1康普顿 & 理查森

·两人为师生关系。

 192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理查森是康普顿的博士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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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的29人，见证了历史的辉煌，他们迎来了量子时代的曙光，而那个曾经让人信服井然有序的

经典世界，在这些深不可测的思考中瑟瑟颤抖。

很有幸他们留下了一张合影，能够让我们有机会以此缅怀那个伟大的“黄金时代”，让我们更直

观明白什么是人类的“梦想和荣光”。

-THE END-

> > > 致 敬 1 9 2 7 < < <

量子学派推出绝版高清修复彩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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