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桌布风暴：笔尖上的科学未来熠熠生辉
一张张桌布背后所表达的创新、开放、平等、自由的对话氛围，正是“世界会客厅”所倡导的文化

十五张方桌，十五袭白布，再加上每人一

支笔、一瓶水———恐怕没有任何一场世界级科

学对话现场，可以布置得比这更简约、更纯粹。

昨天下午，受邀出席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的“最强大脑”们，与来自全球各地的上

百位青年科技英才围桌而坐，平等对话，希望

能在滴水湖畔，就“科学与人类未来”话题，留

下一些值得铭记的闪光点。

主办方鼓励所有与会者把自己在讨论中

的所思、所感、所得，信手用笔写在面前的白色

桌布上，这场对话也被称为“桌布论坛”。 某种

意义上看， 这一张张桌布背后所表达的创新、

开放、平等、自由的对话氛围，事实上也是上海

正致力于打造的“世界会客厅”所倡导的文化。

开放而灵性的表达，留下富有
深意的跨界遐想

科学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

革。 一方面，超级粒子对撞机、

引力波探测 ， 奔向 “量子霸

权” 拐点的量子

计算机……新工具正在拓展探索的疆域； 但

更重要的是， 越来越多跨国、 跨界的学科交

流， 将为人类开辟新的视野和思路。 而打破

学科界限， 让不同背景、 年龄、 国籍的科学

家在同一袭桌布上挥洒创意 ， “桌布论坛 ”

就此留下了一幅幅有意味的 “跨界作品”。

未来的计算机会怎样改变物理学、 生命

科学 ？ 这是 200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弗

兰克·维尔泽克在桌布上留下的开放式问题。

对于量子计算机与宇宙研究的前景， 他本人

非常乐观； “太空的低温虽然使星际飞行非

常艰难， 却是量子计算机所必需的。” 此外，

对于计算与生命科学的携手， 他还有一个非

常浪漫的遐想： 未来， 通过计算机， 可以像

下载电影那样下载人的记忆和想法 ， 那样 ，

全世界的科学交流将变得异常高效。

AI （人工智能） 是当下全社会的热点谈

资， 科学大师们也不例外。 但他们的思考有

更多的哲学意味。 201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得主爱德华·莫索尔和 2012 年拉斯克基

础医学奖得主迈克尔·希茨在与青年们交流

后忽然提到： 机器学习正在帮助研究， 但作

为人的创造物 ， 它们能不能超越自己的定

义， “生成” 其创造者都不掌握的生命科学

新理论？

类似的灵感 ， 也出现在 2013 年诺贝尔

化学奖得主亚利耶·瓦谢尔面前的桌布上 ：

AI 正在全方位赋能基础研究 ， 帮助人们分

析一些非线性的超大系统 ， 但 AI 实际上不

懂科学 ， 它的 “分析 ” 很可能缺乏逻辑 ，

由此 ， 被科学主导了几千年的技术 ， 未来

会不会反过来主导科学 ？ 这会不会是一个

威胁 ？

彼此尊重又相互激发，对科学
的激情让他们心灵相通

除了开放而充满灵性的表达， “桌布论

坛” 的另一特点就是平等。 这不是单通道的

“布道” 或是求教， “大咖” 与年轻人之间彼

此尊重， 又互相激发， 在这样的气氛中， 科

学精神得以代代传承。

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

特说， “科学有一点点奇怪”。 他的意思是，

年长的科学家不应该坐着给年轻人指导； 相

反， 年轻人的视野更开阔， 所做的事情更酷，

更值得学习。

199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在总

结自己的 “桌布论坛” 感想时说， 年轻一辈

和老一辈可以互相学习， 教学相长， 而无论

什么年龄， 对于科学的激情是不变的， 这才

使得做科学变得 “非常酷”。

2015 年图灵奖得主马丁·赫尔曼与年轻

人分享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一次 “失败 ” 经

历———他的一篇论文， 第一次投稿时， 被某

学术杂志拒绝了， 而到了第二年， 这篇论文

不仅被发表， 而且成了当年的 “最佳文章”。

赫尔曼的 “同桌”、 北京四中学生王砚弈说，

她从这个故事里得到的启发是： “永远不要

害怕犯错、 不要害怕被拒绝， 而要把它作为

一种收获。”

回忆起自己与 201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得主迈克尔·科斯特利茨的交流 ， 上海交大

青年教授熊红凯说， 科斯特利茨引用了一句

名言———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 然后

表示， 这句话是错的： “因为没有人可以清

楚地估算出正确的时间是哪个时间 。” 事实

上， 科学不正是因为未知和意外， 才如此有

魅力吗？

无保留地支持年轻人意味着
承担风险，但这一定是值得的

科学发现既是研究者的一次个人冒险 ，

同时也离不开社会的广泛支持。 昨天的桌布

上， 也留下了不同年龄科学家对于科研环境

的期待与愿景。 对于正在加速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上海而言， 这无疑是一

份值得珍视的馈赠。

201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

迪·谢克曼面前的桌布上 ， 整齐地写着

“1、 2、 3……” 那是他对于上海

该如何建设一流基础研

究机构的建言要点 。 在谢克曼看来 ， 对好

奇心的保护 、 自由探索的氛围 、 稳定的政

府与企业支持 、 开放的国际协作与交流 ，

全都必不可少 。

“有了好的人才， 只要给他们足够的资

源， 就一定会有好的事情发生 。” 这是 201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亚当·里斯与 2017 年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约阿希姆·弗兰克所在方桌

的讨论结果之一 。 但从科学家的角度出发 ，

这绝非一个轻松的结论 ， 因为对社会来说 ，

无保留地支持年轻人就意味着要承担风险 ，

但这一定是值得的。

“作为社会， 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找到

20 多岁的天才， 并让他们能够伸展翅

膀。” 诺奖得主朱棣文的话， 可以作

为 “桌布论坛” 上大师与年轻人

对话的总结。 许多伟大科学家

在 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在

做诺奖级别的研究， 朱

棣文相信， 今天的年

轻人也有这样的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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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纸，观点写在
桌布上———在昨天举
行的世界顶尖科学家
青年论坛上，参与讨论
的诺贝尔奖得主、中国
两院院士和有志于科
研的中学生被告知，在
交流中有任何想法，你
都能写在面前的桌布
上。于是，诺贝尔奖、老
科学家、无人机、云朵、

量子通信……一个个
关键词或句子、甚至图
画，就这样被保留了下
来。

严格地说 ，“桌布
论坛 ” 并非今年的首
创。自去年首届世界顶
尖科学家论坛起，主办
方就突发奇想地用桌
布代替纸张。 “桌布象
征着自由的想象。 ”世
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秘
书长王侯说 ，“只要有
灵感，随时随地就能记
录下来，就会有发现。”

手边有什么，就用
什么记录灵感是公众
识别科学家的一个标
识。 看过电影《美丽心
灵 》的观众 ，一定对影
片中数学家约翰·纳什
在没有纸的情况下，在

小卖部橱窗上写下博弈论推导公式的一幕
记忆尤深， 这让他吸引到了一位漂亮的女
孩，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去年的论坛现场， 一方桌布让不少大
咖 “玩嗨” 了： 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的
乔丹·科特勒不停地用黑色马克笔将大家的
观点转化为关键词， 几分钟就写满了小半
块桌布 ； 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
尔·莱维特更是在桌布上画了一个地球， 然
后在 “地球” 上写下 “环境污染” “气候
变暖” 等词语……于是， 主办方干脆把今
年的论坛命名为世界顶尖科学家青年论坛
之 “桌布论坛” ———既特别又好记。

和纸张相比， 桌布的好处还在于易于
保存。 两届论坛留下的桌布， 被主办方视
作珍宝， 放在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妥善保
存。 据王侯透露， 中国国家博物馆曾与协
会联系， 想收藏桌布。 为了满足公众的好
奇心， 今年论坛结束后， 两届论坛留下的
桌布将在全国做一次巡展 。 自由的想象 ，

还将继续延续下去。

“名气算什么？什么都不是！”
科学大咖激励年轻后辈拿出挑战权威的勇气一往无前

站在世界顶尖科学家青年论坛的讨论桌

前俯身聆听，第九桌的“你言我语”逐渐演变成

桌布上的写写画画，青年科学家与科学大咖之

间就这样“无所顾忌”地聊开了。从学术问题到

科研生涯中的困惑， 再到科研体制的障碍，跨

越国界和年龄的交流，显得有些相见恨晚。

“你们在科研中是否有灵光闪现、感觉重大

成就出现的时刻？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卓越创

新中心研究员惠利健向“同桌”的诺奖得主抛出

了这个问题。这源于他自己对科研的感受：尽管

取得成果很兴奋， 但更多时日还是沉浸在艰难

的跋涉中。对于惠利健的“苦恼”，几乎所有的诺

奖得主都作出了相似的回答：“这也是我们所经

历的。 年轻人一定要勇于挑战，敢于坚持。 ”

“我们不过是将死之人，你们理应超越我

们，而且应有超越爱因斯坦的魄力！ ”2001 年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激动地一拍桌子，

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他对围坐在一旁的年轻

学者说， 所有的科研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展开

的，不超越就没必要做科研了。说着，他以论坛

上发言的十位青年学者的演讲为例表示；“对

我来说，这些年轻人讲的都是全新的东西。 他

们思维活跃、涉猎宽广，令我耳目一新。 ”

2019 年沃尔夫化学奖得主斯蒂芬·布赫

瓦尔德也认为年轻科学家不能亦步亦趋，需要

拿出挑战权威的勇气：“他们只是比你有名气

罢了。 而名气又算什么？ 什么都不是！ ”

“我儿子也已经 56 岁了。 ”2013 年诺贝尔

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接过话茬， 语重心

长地对身边的年轻学者说，“你们需要做出自

己的代表性工作。 ”

野依良治觉得，应该给年轻人更多自由与

空间，让他们扎实奠定自己的科研基础，不应

在压力的“逼迫”下，去做一些短期、浮躁的研

究。 莱维特也十分认同野依良治的观点，认为

这会让年轻人丧失对科研的正确态度。

科学大师们的提醒与忠告，让年轻学者体

会到了温暖与鼓励。 惠利健说，他觉得自己的

内心更加安宁和坚定，会向着理想的道路自信

而踏实地走下去。

“与他们交流，就像是在时空中穿梭”

80 后上海科学家与 30 后、40 后诺奖得主在桌布上聊出“化学反应”

“我和三位诺奖得主同坐一张会议桌，而

且三位化学大家恰好都是我的同行！”昨天，世

界顶尖科学家青年论坛结束后，记者找到姜雪

峰，他依旧沉浸在难以言说的喜悦之中。

“科学精神和对科学本源的追求，是可以

跨越时空的。 这种感觉太神奇了！ ”姜雪峰说，

三位前辈都是 30 后、40 后， 他们自身就是一

部化学的“活历史”，“与他们交流，就像是在时

空中穿梭。 ”

身为 80 后上海科学家， 姜雪峰这几年在

化学领域取得的成绩颇为引人瞩目，不仅获得

国内外诸多化学奖项，还因对硫化学的突出贡

献，被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选为化学元

素周期表中硫元素的代言人。

“生活是美好又艰难的。 ”临近讨论结束，

坐在姜雪峰身旁的 1988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罗伯特·胡贝尔总结式地感慨。听到这句，姜雪

峰不自觉地拿起记号笔 ， 在桌布上写下

“Wonderful（美好 ）&difficult（艰难 ）”。 在他心

中，科研是美好的，同时又是艰难的。

几年来，他在“硫的小世界”里不断攀高，

可也时常会有烦恼。“科学故事虽然精彩，但科

研本身总是清寂的。 ”胡贝尔的总结让姜雪峰

想起了许多化学界广为流传的科研轶事。 在

他看来， 相比科研成就所带来的荣誉， 科研

背后的执着探索更应让公众知道。 当年， 他

选择硫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时， 也曾不被看

好。 “文章、 奖项、 荣誉是解决科学问题的

‘副产品’， 关键要看研究本身有没有价值。”

姜雪峰说， 不忘科学初心， 是他内

心日复一日的自省。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根本

想不到自己会获得诺贝尔奖，甚至觉

得我的课题很难做成呢！ ” 讨论时，

2011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达

尼埃尔·谢赫特曼的一句话 ，

让姜雪峰有些意外。 “为什么

最终又做成了呢？”姜雪峰追问道。“不停地做。

而且这得感谢其他科技领域的发展。 ”谢赫特

曼说，当年受研究硬件所限 ，他提出的 “准晶

体”屡受质疑，甚至还被赶出了研究团队。不过

随着核磁、 单晶体检测等物理技术的发展，最

终证实了他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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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顶尖科学家

青年论坛上 ， 大师与

青年科技英才展开热

烈讨论， 信手在面前的白色桌

布上记下所思、所感、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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