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排档式演讲：理解了为什么有些党派团体喜欢街头运动

我的人生：读书、远行、奋斗
——普通人读成功者的心得体会

书香高能讲堂：科学家与书的故事，2018年4月23日

小柴昌俊：《我不是好学生》

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

Ivar Giaever：《I am the smartest man I know》

邢志忠



2第一本书

两次近距离接触作者

第一次是2006年5月，中科院授予小柴
爱因斯坦讲席教授，他顺访高能所并作
了学术报告。当晚陈和生所长在白家大
院宴请小柴夫妇，我是作陪之一。小柴
夫人开朗健谈。二人的媒人是诺贝尔奖
得主朝永振一郎，第一次约会是在东京
银座的中华第一楼。女方不仅迟到了，
而且一进餐馆就抄起筷子直取中华四喜
丸子。小柴当时晕倒，但是碍于介绍人
的威名，不敢推托，只好成婚，成为夫
人永久的打工仔。

父亲是战犯
自己有残疾

杨振宁3P原则

Perception
Persistence
Power

第二次是在2009年3月，小柴应杨振宁
的邀请访问清华大学，我也有幸成为作
陪之一吃烤鸭。这段故事已经写在了博
文《薛定谔老师的生活作风问题》中。



3善于和名师打交道
据说小柴教授上大学期

间经常给老师递烟、请

老师吃饭，虽然学习成

绩特差，却特招老师们

喜欢。后来成为大师的

南部阳一郎当年亲手赠

画：顽劣的黑猩猩——

好想当物理学家啊！

史海钩沉：

擅长与大师打交道的女物理学家：Maria 
Goeppert—Mayer。近朱者赤，这使得
她的学术品味和眼光高于同时代的大多数
青年学者，赢在了科研起跑线上。

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眼界和格局

P1: Perception



4全系倒数第一
1951年，小柴以东京大学理学部物理系
倒数第一的成绩毕业。2002年，他却成
为母校的荣耀。他在自传的前言写道：

我既不是神童，也不是天才，小时候还
非常淘气，家长通信簿的成绩栏上总是
写着丙。父亲后来又被解除公职，因此
我是半工半读完成学业的。就是放在今
天看，我也不过是个普通学生。

如果非说有什么不同，我想就是不服输
的性格吧。而且，我还有幸认识了以恩
师朝永振一郎先生为代表的许多优秀的
老师、朋友和学生们。

当然，并非谁都能够获得诺奖，但人生
中还有许多比获诺奖更重要的事情。就
我而言，我一生中遇到的许多优秀的朋
友，正是我获得诺奖的原因所在。

小柴研究室：

最得力助手须田英博1993年去世，享
年55岁

长子折户周治2000年去世，享年59岁

在我获奖以后，学生中谈起须田君和折户君，就有人感叹：好人短命呀！听到这
话，马上就有人半开玩笑地接着说：老师一定能坚持到最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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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冈探测器：

3000吨纯净水
1000个大号光电倍增管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了
在设计质子衰变的实验过程中，为了在探
测效率上胜过美国的竞争对手，小柴需要
1000 个直径 50cm 的光电倍增管。当时
世界上最大的光电倍增管只有20cm 的直
径，于是小柴求助于浜松光学公司的社长
昼马辉夫，以早出生一天就是大哥的方式
说服了对方，并强盗般地砍价：

每个30万日元  每个13万日元

致使浜松公司为此亏损3亿日元！

P3: Power

小柴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在得知我获得诺
贝尔奖后，昼马社长前来祝贺。他笑着说
道：开发时虽然出现了赤字，但如果看作
是广告费的话，还是相当合算的。

作为实验项目的领导人，小柴具备多方面
的、难以被取代的能力，得以应付和解决
各种难题。



6挡不住的dumb luck  
一旦观测到质子衰变，自然是诺贝尔奖
级的成果，但这无疑是在碰运气，因为
预言了质子衰变的大统一理论尚未得到
任何实验支持。

所以小柴在预算申请书的附件中添加了
几行字，提到该实验的次级科学目标：

神冈探测器不仅能够探索质子衰变，如
果银河系中有超新星爆发，这种仪器还
可以捕捉到200~300个超新星中微子。

1987年2月23日，银河系中距离地球约
16万8千光年 的大麦哲伦星云处发生的
超新星爆发所释放出来的中微子到达地
球，被神冈探测器记录下11个事例。

当时，神冈探测器做完水净化后运行仅
仅一周，超新星1987A中微子就来光顾
了。这真是天赐良机，传说中的dumb 
luck，活该让小柴功成名就。

1987年1月底以前
探测器灵敏度不够

1987年3月底
以后退休回家



7一个水池换两个诺奖？
日本的学派传承
令人敬佩和敬畏

神
冈
探
测
器



8第二本书
与别人（包括学生）合作很不容易，科研如此，生活也如此。因此一个课题组一
定要约法三章。我在多年前部分借鉴了作家刘震云与导演冯小刚的合作模式：

 任何事后证明是无用的努力，事前都是必须的。这一点体会最深！要不然呢？

 创作的过程不是把可能变成可能，而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当两种事情出现排异时，必须马上砍掉一个。

 当面前出现困难的时候，就是要上一
个新的台阶的时候。

 也是最重要的，上帝的召唤，具有无
穷的力量。……

Research = Re-search

搞笑诺奖创始人Marc Abrahams语录:

科学家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说是令人沮丧
的。他们试图理解一些其他人无法理解
的东西。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失败，但偶
尔也会成功，并因此改变世界。如果你
知道你的职业生涯不可避免地将在无数
失败中度过，拥有幽默感是很有帮助的

女：我好看吗？
男：咋一看不怎么样！
女：那细一看呢？
男：还不如咋一看呢！
女：你好讨厌啊！



9放弃经常比坚持更需要勇气
冯小刚在自传中提到创作剧本《好梦献给你》的过程：他们把投资方的钱花得差
不多了，剧组也建了，但是剧本却写不出来。这时王朔出来劝冯小刚：

Quitters never win, winners never 
quit, but those who never win and 
never quit are idiots。
半途而废的人决不会成功，成功的人决
不会半途而废。但是那些从未成功也从
未知难而退的人，才是傻瓜。

David Brent：

写不出来就放下吧，往最坏了想又能怎么样？大不了就慢慢给
人家还钱呗。重要的是，你不能因此丧失了创作能力。何必非
在一棵树上吊死，换个东西试试。

听了他的话，我如释重负，当即决定剧组下马。那种心情，想
起来比拍了一个大片还愉快。

从此我发现放弃并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这次虚假的利润，造成了“好梦”看上去很美的虚假繁荣，拉
下的窟窿，是从《一地鸡毛》、《永失我爱》、《情殇》三部
戏里抠出来的钱才堵上。

二零零五年夏，我跟着常哲老师一起去
学车，桩考通过后我突然对开车失去了
兴趣，恰巧这时候读了《我把青春献给
你》这一段，毅然决定放弃，然后顿觉
一身轻松，虽然为此损失了近四千元的
报名费，并成为圈中的笑柄（捂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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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在命运面前，人人都是孩子。有太多的时候，谁也看不清他老人家的深意

真正走掉的那次，关门声最小

2013年，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发现了被Leon Lederman称为上帝粒子的Higgs
粒子，当有记者采访Lederman 对此有何感想时，这位当年SSC项目的坚定推动
者用 mixed feeling 形容自己的感觉，并说道：it would be a little like your 
mother-in-law driving off a cliff in your BMW。

坚持还是放弃，局外人很难说清楚。很多时候，人们摔门离开，其实是想被挽留

举例：1993年Bill Clinton上台后，美国国会取消了超导超级对撞
机SSC项目，尽管该项目已经耗资20亿美元。当时身在SSC理论部
的吴丹迪老师也因此不得不另谋低就，后来不幸于2000 年因车祸
去世，令人深感痛惜。

1998年6月5日，即日本超级神冈实验宣布发现太阳和大气中微子
振荡的次日，Clinton总统在MIT毕业生典礼上发表演说：

Just yesterday in Japan, physicists announced a discovery 
that tiny neutrinos have mass… This discovery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decision made in Washington a couple of 
years ago to disband the super-conducting supercollider, 
and it reaffirms the importance of the work now being 
done at the Fermi National Acceleration Facility in Ill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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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r Giaever教授在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
Life is not fair, and I, for one, am 

happy about that. 生活是不公平的；而
我，作为芸芸众生之一，为此感到庆幸。

第三本书

他说：挪威被纳粹德国占领期间，10%的
挪威人选择了同流合污，另外10%的挪威
人参加了抵抗运动。

思考：中华民族在外敌入侵时，选择抵抗
和作汉奸的比例各是多少？

他说：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人们声称男
女平等。哈佛大学校长 Larry Summers
在二零零六年说，女性在科学界代表名额
的不足是由于男女之间先天的生物学差异
造成的，结果为此他不得不引咎辞职。

思考：政治上看似正确的表述，科学上正
确吗？我们一直在说着自己都不信的话？

小广告：本书的中译本将在今年夏天问世。



12最重要的是勇气还是运气？
他说：我记得自己去听化学课的第一节课时，那位教授说，“任何人，只要你对
化学不是特别感兴趣，都不必来听我的讲座。”礼堂内一时十分安静，但是他的
声明听起来就像是对我的某种挑战一样，于是我站起身来，离开了课堂。

思考：翘课并不难，难的是在众目睽睽下翘课，那需要多好的心理素质啊！

Giaever大学毕业几年后因为生计问题移民北美，后来在通用电气公司找到了职
位，利用业余时间在伦斯勒理工学院进修博士课程。讲授凝聚态物理学的教授在
课上提到了当时新兴的BCS超导理论的能隙问题，Giaever马上意识到自己可以
利用隧道实验来测量能隙。1960年夏天， 他完成了该测量并发表了单一作者的
PRL论文，这一工作导致他荣获197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John Bardeen
1956, 1972
Nobel Prize

Ivar Giaever

本科物理与数学成绩 = 4.0分，勉强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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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场顺序：获奖人被告知在领奖的时候该如何行事，其中有一条规则是：获
奖者的出场顺序要遵从诺贝尔的遗嘱所规定的顺序。最年长的物理学家最先领取
诺贝尔奖，紧接着是次年长的物理学家，以此类推。然后轮到颁发化学奖，之后
是生理学或医学奖，再之后是文学奖，最后是经济学奖。

诺贝尔奖花絮

关于经济学奖：严格说来，经济学奖并不是诺贝尔奖，而是在诺贝尔基金会的管
理下，由瑞典银行颁发的奖。

关于诺奖征税：美国现在是唯一向诺贝尔奖征税的国家。

1975年的中国之行：

我们与那些在美国受过教育并讲
英语的老一辈中国科学家进行过多次
讨论，但这些讨论总是通过翻译来进
行。每次讨论都很正式，讨论的场所
也是那种非常老式的房间，地板上总
是备好了几个痰桶。当年的中国人很
喜欢随地吐痰；当你听见身后骑自行
车的人在清理喉咙时，你总会提心吊
胆，担心遭遇浓痰的袭击。

你瞅啥 瞅你咋的
再瞅一试试 试试就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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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韩国期间，我接受了记者采访。他问我为什么韩国至今没有任何人获得诺贝
尔奖。我起初犹豫了一下，但却依然决定告诉他我的想法，便直率地说：因为你
们韩国人太有礼貌了！他困惑不已。我继续说道：想一想犹太人吧，他们占世界
人口的千分之二，但却将百分之二十的诺贝尔奖卷入囊中。我所认识的犹太人都
热衷于相互辩论和质疑，我认为这是他们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我很喜欢韩国学
生对我有礼貌，但我真的希望学生们能给我一些惊喜，不要相信我所说的一切。

其他言论举例
 在印度，大量的垃圾一般都是随处可见；但不知何故，居民们却没有注意到这
一点。在阿拉哈巴德会议上，他们在校园里立起了一个巨大的帐篷，诺贝尔奖得
主们在那里讲课。可是学生们坐的位置离演讲人很远。这很奇怪：因为讲座其实
是为他们而举办的。我确信，学生们不论是看到屏幕上的内容还是听到演讲者的
声音都很困难。诸如教授和访客这样的重要人物，都坐在靠前的座位上。

 当我回忆起往事是怎样在我身上或身边发生时，我感到吃惊的是生活的走向何
以取决于无数的琐事和微小的决定。在混沌理论中，初始条件的细微变化有时会
对最终结果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对于生活而言亦是真理，至少在我的生活中，
这是千真万确的。在我的一生的不同阶段，我做出了种种不足称道的抉择，结果
却对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之为运气。我对生
活的随机性安然处之。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虽然，也许是因为，我的运气
比我应有的运气还要好。



作家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中说过：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
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

写书人展示给读者看的春夏秋冬，不一定都是真的，但至少让我们领略了他们如
何与众不同。这世间的事情，有的可求，有的可遇，得与失也许都是命中注定。

结束语 谢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