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将“第二颗诺奖的种子”埋在了上海
连续两年参加论坛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夏普莱斯来中国实现点击化学研究心愿

对一名科学家而言， 有生之年能得到一次诺贝尔

奖，已是莫大的荣耀。可今年 78 岁的巴里·夏普莱斯却

被很多同行认为有希望再次被诺奖垂青。他在 2001 年

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之后， 几乎完全放弃了与之相关的

研究， 投身开拓一个将会给整个化学界带来颠覆性变

革的领域———点击化学。

而这一次，他把“第二颗诺奖的种子”埋在了上海。

2016 年，他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签约设

立实验室，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都会在上海工作。

每次来上海，夏普莱斯总是尽力避开一切应酬，享

受在办公室、实验室里与学生交流的时光。对于连续两

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邀约，他却从不拒绝，因为

没有什么比沉浸于学术更美妙的事了。 去年他携夫

人一起来沪参加首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今年

则带了合作者吴鹏博士，为的是全心参与、全情

投入。 论坛上的他十分活跃：“与不同领域的顶

尖头脑一起交流，令人非常愉悦。 ”毕竟，能跟

上他思维节奏的人太少了！

“巴里是个很纯真的人 ，他的眼里

只有化学。 ”与夏普莱斯打过交道的人

都会这么说。生活中，这位泰斗级科学

家率真得像一个孩子，吃饭时会用手

抓，每天想睡就睡，醒了就不停地工

作，一点不在意三餐时间。只要有人

和他聊化学， 尤其是点击化学，他

必定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他的思

维跳跃性极大， 很多学生跟不上

他的思路， 经常进办公室时兴高

采烈， 出来的时候一脸茫然，回

味起来又觉得受益匪浅。 ”负责

夏普莱斯有机所实验室管理与

运转的董佳家研究员如是说。

与上海有机所的合作 ，是

夏普莱斯主动提出的 。 早在

2015 年，夏普莱斯就给中国科

学院院士、 上海有机所研究员

戴立信发来邮件：“我需要真正

‘有机所式’ 的化学家们管理

此类合作……我喜欢有机所

的化学风格几十年了。 ”之所

以喜欢，是因为上海有机所有

着世界化学界数一数二的氟

化学研究力量，“上海氟”声名

远扬， 而发展点击化学正需要

含氟化合物。

本届论坛上， 夏普莱斯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他对上海

实验室的工作非常满意。 “这里

的学生非常优秀，工作也非常出

色”， 实验室产出重要成果的速

度超出他想象———成立仅一年

多，上海实验室与夏普莱斯美国实

验室合作完成的论文就登上了《自

然·化学》杂志。 今年国庆节，实验

室完成的另一篇重磅论文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这些

工作对点击化学相当重要！ ”他对此感到十分欣慰。

为了与夏普莱斯共同庆祝实验室取得的成绩，学

生们将论文中分子“魔术扣”所形成的“七龙珠”分子印

在了他的生日蛋糕上。

大师给科研带来的， 是哲学境界上
的提升

近四年来，夏普莱斯带来的影响力显而易见。点击

化学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比如它能使新药研发的投

入大幅降低。以他的实验室为支点，点击化学的思想与

方法开始向不同学科方向伸展。董佳家告诉记者，他们

已经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科技大学

开展了一系列合作， 对于一个成立不到五年的年轻实

验室而言，这样的发展速度难以想象。 同时，夏普莱斯

还将一些优秀学生推荐到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开

展相关课题合作研究。

不过，这只是大师所带来的影响中最可见的部分。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

看来，夏普莱斯给化学、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的研

究，带来了哲学境界上的提升。

夏普莱斯最喜欢那些与自己天性契合的学生———

心怀好奇， 且纯粹因为喜欢而从事科研。 他曾经在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带教研究生， 却发现有些学生 “太聪

明了， 我没法教”。 因为这部分学生功利心太强， 早

就设计好了自己人生的每一步台阶， 到他实验室只是

为了跨上这级台阶， 丝毫不去享受科学探索与发现的

快乐。

夏普莱斯很少用负面词汇评价他人，如果说“都一

样” 时， 就意味着他认为这并非一项具有原创性的工

作，而只是在重复他人的思想或方法。为了鼓励学生提

出自己的想法， 夏普莱斯常会从生活态度上去影响他

们。有一位从大山走出来的博士生，从小作为家中独子

而受到过分保护。 夏普莱斯就出钱给他报了一个游泳

班，“连我的狗都不怕水，你怎么可能学不会？！ ”其实，

他的真正意图是鼓励学生去尝试从没做过的事， 有勇

气走出习以为常的“舒适区”。

诺奖得主实验室也有招收博士后的烦恼

“上海是一座颇具魅力的城市， 尤其适合开展化

学研究。” 夏普莱斯觉得， 在上海几乎可以买到所有

需要的科研设备和试剂， 做起研究来得心应手， “美

国实验室需要的试剂还要来中国购买， 否则实验就要

停顿下来”。

然而，享受科研、随性生活的夏普莱斯也有烦恼。

按理说，夏普莱斯在中国设立实验室，前来应聘博士后

的申请应该如雪片般飞来。 可现实情况却让他皱起了

眉头：根据现有政策，本土博士后的待遇相当低，而且

如果没有海外留学经历， 今后从事科研所能得到的资

源也会与“海归”有较大差异。 他由衷希望相关政策加

以改进，让更多优秀博士生留在国内完成博士后深造，

这对于提高中国科技实力至关重要。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四

12

研究别只盯着一个方向，

它会让你看不到远方

80后上海科学家金贤敏在论坛海报上列出七个“标签”

量子记忆、 量子图像、 量子计算、 量子人工

智能……在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 ， 39

岁的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金贤敏，

在自己的展示海报上， 足足列出了七个 “标签”，

吸引了不少科学大咖的围观和交流。

2014 年， 金贤敏放弃英国牛津大学物理系

讲师的教职， 回到上海交大创建自己的实验室。

此后， 整整四年时间， 他没有发表一篇论文， 只

是沉下心来攻克光量子芯片关键技术 。 到了

2018 年， 他的论文 “井喷”： 全球首个海水量子

通信实验 、 世界最大规模的光量子计算集成芯

片、 基于三维集成芯片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

成果发布 “密度” 达到了一月一次。

因为热爱，所以奋斗。 论坛上，金贤敏收获了

许多灵感，黑洞模拟、量子人工智能、量子拓扑光

子学、生物医药及成像……他相信，这些闪着智慧

光芒的关键词中，藏着将要开拓的研究新方向。

又见偶像朱棣文，勾起一段尘封回忆

昨天的论坛上， 金贤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

影———199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 ， 这

勾起了他的一段回忆。

金贤敏师从中国量子通信领域著名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 博士毕业后， 潘建伟建

议他留下来做博士后， 主攻光量子存储实验。 这

个实验是用 6 束激光把各个方向的原子冷却下来

并定在一个点上， 这一用激光冷却方法捕捉原子

的技术， 正是由朱棣文发明的。

虽然一直久仰朱棣文的大名， 可直到 2014

年， 朱棣文因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而造访英国

时， 彼时正在牛津大学工作的金贤敏才第一次见

到朱棣文。 孰料， 短短五年后， 在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上， 两人将有机会再次见面。 “或许朱先

生已经不记得我了， 但我始终记得激光冷却技术

带给我的震撼。”

金贤敏的研究中， 有一项技术就和激光冷却

技术有关。 无论对于量子计算还是量子通信， 存

储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单光子级别的光存储器

大多要在超低温等特殊环境下运行， 金贤敏发明

了可在室温下运行的宽带光存储技术， 攻克了量

子计算的一项 “卡脖子” 问题。

“被迫”转行，他从不乐意到受益匪浅

尽管如今在各个领域玩得风生水起， 当年导

师潘建伟让金贤敏做光量子存储实验时， 他还有

些不乐意。 因为此前， 他已经花费两年多时间跟

随潘建伟做量子通信的可行性基础试验， 并以第

一作者完成了 “远距离量子隐形传态” 工作， 以

封面文章形式发表在 《自然·光子学》 上。 在一

个领域做出成绩， 被突然要求转到另一个完全陌

生的领域， 金贤敏有些接受不了。

为此， 潘建伟开导他说： “在熟悉的领域固

然可以做得很开心， 但对创新来说并不是什么好

事， 它会让你眼光狭窄， 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果然， 这一次转型让金贤敏受益匪浅。 在牛

津大学工作时 ， 同事们都觉得他视野相当开

阔———既懂量子存储 ， 又懂量子纠缠和量子通

信， 于是就让他和做理论研究的博士后合作， 共

同负责量子存储和光子芯片两个研究小组。 这也

为他回国组建实验室提供了选择更多研究方向的

可能性。

如果不回国，绝对做不到现在的成绩

闪烁的激光不断将光束投射在一张透明基片

上， 很快， 一个刻有 4800 个光子回路的波导阵

列， 以肉眼看不到的精度成型。 这是金贤敏团队

最新的研究成果———光量子芯片。

2014 年金贤敏回国时， 国内光量子芯片相

关研究刚起步。 他整整思考了一年多， 最终确定

基于飞秒激光直写的三维集成光量子芯片研发，

来解决量子系统的物理可扩展性瓶颈； 同时， 探

索由空到海的量子通信和量子探测， 发展可在室

温下运行的宽带量子存储技术。 如今， 当初他所

设立的目标正一个个走向现实。

“如果不回国， 我绝对做不到现在的成绩。”

金贤敏坚定地说， “国内的科研环境越来越好，

政府对基础科学的投入也越来越多， 这使得我有

条件组建起一支理想团队， 在实验室做最前沿的

尖端研究。”

参加青年科学家论

坛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金贤敏接受媒体专访。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在“第二故乡”作出“第一选择”
夏普莱斯主动要求来沪工作， 曾在上海科技界

引起不小轰动。 毕竟如此坚定地认准上海的科研合
作伙伴， 有志于将 “今后十年” 的科研生涯留给上
海的世界顶尖科学家， 即使不能说独一无二， 也还
算凤毛麟角。

然而 ， 就在这几年中 ， 有志于扎根上海创新
创业的科学大师越来越多 ， 申领中国永久居留证
的诺奖级科学家也在日益增多 。 这既是对上海科
学底蕴、 科研氛围的认可 ， 同时也给上海提出了
更多新课题： 如何使大师的精神与学识 ， 更深层
地滋养上海城市的创新精神、 浇灌丰沃创新土壤？

如何让大师的行为与风范 ， 提升青年一代的境界

与胸怀？

正在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为我们
走近大师、 了解大师， 提供了一个机会和窗口。 65

位科学大师不仅带来了各自研究的最新进展， 还在
探讨交流中发表着颇具价值的真知灼见。 尤其在今
年论坛上， 百位优秀青年科学家中， 有不少人的参
会资格就来自于诺奖得主的推荐。 他们之中， 未来
一定有人会将自己的科研生涯留在上海。

当上海成为越来越多世界顶尖科学家的 “第二
故乡”， 当更多 “最强大脑” 像夏普莱斯这样将上
海作为未来发展的 “第一选择”， 上海科技创新的
国际影响力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一路追着 “上海氟 ” 从美
国来到上海

记者手记

巴里·夏普莱斯在世界顶尖科学家青年论坛上记录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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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普莱斯 2016年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签约设立实验室， 每年至少有
一个月都会在上海工作。 每次来上海， 夏普莱斯总是尽力避开一切应酬， 享受在办公
室、 实验室里与学生交流的时光。 对于连续两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邀约， 他却从不
拒绝， 因为没有什么比沉浸于学术更美妙的事了。 论坛上的他十分活跃： “与不同领域
的顶尖头脑一起交流， 令人非常愉悦。”

■ “上海是一座颇具魅力的城市，尤其适合开展化学研究。”夏普莱斯觉得，在上海几
乎可以买到所有需要的科研设备和试剂， 做起研究来得心应手，“美国实验室需要的试剂
还要来中国购买，否则实验就要停顿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