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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40年前，LIGO
（引力波探测器）仅仅是韦斯
教授设计的一堂课堂练习。

按照年龄来说，韦斯是
LIGO项目当之无愧的老爷
爷，更是该项目的带头人。正
是他率先提出了使用激光探
测引力波这一想法。

韦斯1932年9月29日出生于
德国柏林，父亲是位医生。因出
生于动乱时代，刚出生后不久，
他便随父母奔波到异国他乡，在
捷克斯洛伐克居住数年后，于
1939年全家搬至美国纽约。

在纽约的私立学校哥伦比
亚文法学校毕业后，韦斯考上了
麻省理工学院。当时韦斯十分想
成为一名电子工程师，高中时代
的他甚至曾做过高保真音响领
域的生意。在一次接受采访时，
韦斯坦言，“如果我当时没有上
大学，而是继续做那门生意，那
我现在肯定很富有。”

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后，韦
斯很快意识到，自己其实对工
程师并非真正感兴趣，随后改
专业学习物理。谈及理由，韦
斯说，“那是因为相比其他系
而言，物理系的要求最少，而
我最不愿意受管制。”

然而没过多久，韦斯就犯
下错误。因为喜欢上一位女孩，
他甚至不惜退学，追随她至芝
加哥。女孩是位钢琴家，事情的
结果可想而知，女孩和别人远
走高飞。无处可去的韦斯又因
此折返回麻省理工学院。

但已然退学的他，无法再
做回该校学生，只能另谋出
路。韦斯想到了一个办法，他
走进物理系的众多实验室中
进行自我推销，终于在一位教
授 杰 若 德（Jerrold Zacharias）
的手下谋得了一份技术工的
工作，帮助他进行高精度原子
束实验，并最终研发出铯原子
钟。而后，凭借自己在Jerrold手
下的研究成果及努力，韦斯终
于顺利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
的研究生院学习，也在这一期
间结婚生子。

毕业后的韦斯先后到其
他两所院校担任教师，而后于
1964年重回麻省理工，担任物
理学教授。1967年，当时的物

理学教务主任要求韦斯设计
一门广义相对论课程。在那
时，广义相对论已被纳入数学
系的研究领域。虽然是引力理
论，但绝大多数人也认为它与
物理学没有什么关系。

对广义相对论的了解程
度屈指可数的韦斯，无奈只能
硬着头皮上阵。他自学该理
论，并将自己领先于学生一两
天或者一周的知识传授于学
生，就这样跌跌撞撞一步步成
长起来。韦斯事后回忆称，“当
时的学生们都很棒，他们看出
了我的笨拙，但并不在意。”而
且学生们还因此对广义相对
论也产生了希望更多了解的
兴趣。

在花费了一整个夏天研
究自己的想法后，韦斯提出了
使用激光来探测引力波的想
法。理论加实干，韦斯很快从
电子研究实验室（The Re-
search Laboratory of Elec-
tronics，RLE）获得了美国军方
资金制造1.5米长的原型探测
器。但不久后由于越南战争和

《曼斯菲尔的修正案》，他和团
队突然失去了所有科研经费。

然而韦斯并没有放弃，他
转而向其他政府和私营机构
申请资助，以继续研究。除了
在美国宇航局（Nasa）获得部
分资金外，韦斯向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会（NSF）的资助申请
迟迟未能获得批准。

机缘巧合的情况下，韦斯
认识了加州理工物理学家基
普·索恩（Kip Thorne），并很
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自此
之后，加州理工和麻省理工开
展合作，主导了两个激光干涉
引力波天文台的建设。

其实不仅仅是资金，韦斯还
遇到了其他令人头疼的困难，包
括引力波干涉探测器地址的选
择，以及组建整个科研团队。
1992年，LIGO项目最终获得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批准的第一
笔资金援助，该项目也成为该基
金会迄今为止资助力度最大的
一个项目。时隔40多年后，韦斯
的坚持终于获得回报。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参
考消息、中国日报等

麻省理工学院新闻办公
室对LIGO创始人韦斯教授进
行了专访，他讲述了LIGO的
历史，以及他们如何用了四十
年时间去证明爱因斯坦是正
确的。

问：LIGO从何而来？
答：当我们准备开始寻

找引力波时，人类已经在技术
和知识方面做好了准备。

一个夏天，我坐在被称为
“胶合板宫殿”、位于瓦萨大街
20号楼的一个小房间内，花了
一整个夏天研究我向学生们
提出的想法，我想到了激光，
我们是否真能用它来探测引
力波？答案是肯定的，激光绝
对是一种有力的验证手段！

问：您如何做到理论到实践？
答：当时，没有人认真从事

引力波干涉的研究，虽然后来
我也得知，某些人也有过此想
法。正当在考虑下一步该做些
什么的时候，就被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会邀请去审议我的提
案。看到我的提案后，他们决定
改变思路，并打电话给我！

1975年，我结识了基普·
索恩。因为他没订酒店，我便
让他住我的房间。我向他介绍
了自己的研究进展，基普当即
表示很有兴趣合作。这次谈话
后，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
学院正式联手，于是便有了后
来的LIGO。

问：这一发现对你有多重要？
答：对我而言，这是一个

有着复杂历史事件的收尾。广
义相对论的场方程及其历史
一直以来都是很复杂。突然
间，我们有了一些可以抓住的
东西，并可以说：“爱因斯坦是
对的，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洞察
力和直觉。”

美国东部时间2月11日上
午，华盛顿全国新闻中心，响起
了长久的欢呼。项目的主导者
基普·索恩告诉媒体，“就在（公
布）几天前，我还瞒着妻子”。

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
时，索恩曾总结自己的职业生
涯，“我之前有很多不好的流
言，所以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
是在努力工作证明自己足够优
秀。”他穿着黑色皮夹克和牛仔
裤，轻松随意地聊着工作了半
个世纪的加州理工学院，“那里
的环境有点轻浮，但是个很好
的讲述之地。”

1940年，基普·索恩出生于
美国犹他州洛根市，父亲是犹
他州州立大学的一名农学教
授，母亲则是知名的经济学家。
在学术环境下长大，他的四名
兄弟姐妹中的两名，都已经成
为大学教授。

小时候，索恩的梦想是成
为一名扫雪车司机。“在落基山
下长大，这是一份你能想到的
最荣耀的工作。”

8岁时，哥哥带他去参加一
场关于太阳系的讲座，从此，索
恩被物理学深深吸引。

索恩年轻时就在学术领域
表现非凡，成为加州理工学院
历史上最年轻的全职教授之
一。1962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
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并于1965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理学博
士学位。两年后，他回到加州理

工学院，成为一名教授物理学
的副教授。1970年，他晋升为理
论物理学教授。

与其他科学家不同的是，
索恩是一名很好的讲述者。他
更善于向他人展示在引力物理
和天体物理学领域的一些发
现，并强调这些发现令人兴奋
并且重要之处，不仅是面向学
术界，同时也面向大众。

美国的PBS和英国的BBC
都播放过索恩关于黑洞、引力
波、相对论、时间旅行以及虫洞
等主题的公众演讲节目。2009
年6月，他辞去费曼教授职务去
追求写作和电影事业，他的第
一部电影就是和诺兰合作的

《星际穿越》。“我很享受这个过
程，我正处在想做一些新事情
的人生阶段。”

2014年，因为热门电影《星
际穿越》，索恩曾成为公众舆论
关注的焦点。

作为电影的科学顾问，影
片中瑰丽炫目的黑洞、虫洞，正
是来源于他的设想。

影片中黑板上那一连串的
公式，是索恩亲自书写，导演要
求索恩能使他们的特效软件反
映出符合物理规律的真实世界。

那时，他预计人类会在10
年之内首次实现对引力波的观
测，因此他在电影《星际穿越》
的设定中，把发现虫洞的时间
安排在了2019年。然而，现实比
预测提早了4年。

100年前，你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
3天前，我们第一次宣布直接探测

到引力波的存在。而这，是你广义相对
论实验验证中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

在一片嘈杂的背景噪音中，一声
“噗”的清脆声响，如水滴落水，持续时
间短暂得不到1秒，这正是由引力波转
化成的宇宙之声。

按照你的理论，这个声音源自于13
亿年前一个双黑洞的碰撞，那时“多细
胞生物才开始在地球上扩散”。

经过13亿年的漫长旅行，这个时空涟
漪于2015年9月14日抵达地球，被我们的两
个探测器以7毫秒的时间差先后捕捉到。

首先，要感谢你的成就。因为我们
费尽周折找到的确凿证据，只是证实了
你的预言。

其次，则是我们的成就。这个成就始
于你，连接于我们——这是一种新的、广
阔的人类意识，即前人可以形成一个超
越当时实验能力的概念，后人执着于发
明工具，证明其有效性、且不计成败。

多年以后，面对浩瀚星海，远航的
星舰文明将会回想起2016年2月11日，人
类公开宣布首次探测到引力波信号的
那个遥远夜晚。

就像现在，我们回想起你100年前
的预言一样激动。

——100年后的人类

驻韩美军大动作：
急调反导部队
部署反导系统

数天前，美国紧急从本土调遣
一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部署
到韩国首尔附近，以“应对朝鲜近期
的挑衅行为”。驻韩美军13日正式对
外公布这一消息。

根据驻韩美军发表的声明，紧急
增派的反导部队来自得克萨斯州布
利斯堡，隶属美军第11防空炮兵旅第
43防空炮兵团第1营。增派士兵和装
备于2月8日抵达韩国，部署到首尔以
南约50公里的乌山空军基地，正与驻
扎在当地的美军第8集团军第35防空
炮兵旅一起进行导弹防御训练。

根据美韩两国媒体的报道，第
35防空炮兵旅拥有两个“爱国者”导
弹营，而每个导弹营据称拥有4套反
导系统，一共拥有96枚“爱国者-2”
型和“爱国者-3”型导弹。

第35防空炮兵旅所在的第8集
团军是驻韩美军陆军部队的指挥单
位。第8集团军司令托马斯·范达尔
表示，在增派反导部队方面，美军与
韩国政府密切配合。

“韩国-美国同盟是为了应对
来自朝鲜的真实威胁，”他说，“朝鲜
违背国际社会的意愿继续发展弹道
导弹，这要求韩美同盟保持有效和
迅捷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类似这
样的训练确保我们随时做好应对朝
鲜导弹袭击的准备。”

韩联社报道，“爱国者”导弹最大
飞行速度为5马赫，飞行高度可达40
公里。“爱国者”导弹可以用于拦截朝
鲜KN-01和KN-02短程导弹，以及

“飞毛腿”、“劳动”等射程更远的导
弹。此外，军方人士表示，增派“爱国
者”反导系统可以更好地整合韩国和
美国的导弹防御能力，从而“防范、威
慑和摧毁”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

除向韩国增派“爱国者”反导系
统外，美国正在和韩方商讨部署“萨
德”系统（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
可能性。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12日
说，韩国和美国官员最快将于下周开
始就在韩国部署“萨德”展开协商。

本月7日，朝鲜宣布成功发射卫
星。韩美同盟随后宣布，针对日益加
剧的朝鲜威胁，作为强化韩美同盟
导弹防御态势的措施之一，韩美两
国决定就驻韩美军部署“萨德”的可
能性开始“正式协商”。

本月10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
96 票赞成、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
过对朝鲜实施更严厉制裁的议案，
以回应朝鲜近期的核试验和利用弹
道导弹技术从事的发射活动。12
日，众议院以408票赞成、2票反对
的表决结果通过该法案。至此，法案
在参众两院都获得通过并被提交给
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

“萨德”系统可以在高空拦截大
气层内或大气层外的来袭导弹，更重
要的是，其X波段雷达能够迅速远距
离探测到刚发射升空的弹道导弹，如
果部署在韩国，可以成为美国东亚反
导体系的重要一环。 （新华社）

美军之剑
意指中俄？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日在谈及
美国有可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
系统时，引用了两句古话：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熟悉美国反导系统的专家认为，
虽然美韩两国对外宣称，考虑部署

“萨德”是针对朝鲜近期的“战略挑
衅”，但实际上，美国早在数年前就一
直向韩方“兜售”这一系统，作为其构
建亚太反导系统的重要一环。

专家指出，对于美国来说，推动
“萨德”系统“趁乱”入韩目标不仅是
朝鲜，而且是亚洲大陆腹地。一旦

“萨德”部署到韩国，中国、俄罗斯等
多个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都将受到
损害，而美国将成为最大受益者。

“萨德”系统全称为“末段高空区
域防御系统”，可在大气层内外拦截
来袭的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是美国
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韩联社10日报道，一套“萨德”
反 导 系 统 通 常 由 指 挥 车 、AN/
TPY-2型火控雷达、6部8联装发射
装置和48枚拦截弹组成。“萨德”系
统优势之一在于其识别弹道导弹弹
头的能力。

王毅指出，“萨德”反导系统覆
盖范围，特别是其X波段雷达监测
范围远远超出半岛防卫需求，深入
亚洲大陆腹地，不仅将直接损害中
国的战略安全利益，也将损害本地
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

除中国外，俄罗斯同样对美
国可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提
出抗议。 （新华社）

致爱因斯坦的一封信

雷纳·韦斯
麻省理工学院
物理学教授
LIGO联合创办者

探测引力波40年，
最难的是“搞钱” 专访

物理学
合伙人

基普·索恩
加州理工学院
物理学教授
LIGO主导者

没想到，
现实比剧情早4年

中国
2009年

清华大学成为合作组织正式成员。
十多个国家、千余名研究人员参与项目。

发现引力波开辟了新的人类意识
“大牛解决大问题，其他人去证明”

预言
1915年

爱因斯坦提出广
义相对论，预言强力场
事件可产生引力波。

构想
1967年

雷纳·韦斯在麻省理工学院设计出
一门广义相对论课程，为了向学生解释
引力波，他想到了用激光探测引力波。

上世纪70年代中期
位于德国加尔兴的马克斯·普

朗克研究所证实韦伯是错误的。随
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雷纳·韦
斯，用激光手段探测引力波。

上世纪70年代后期
麻省理工学院小组确定建设一个大型的、数

公里规模的引力波干涉探测器选址的可能性。

探测器
上世纪90年代

第一台探测器开始运
行，资金也开始不断涌入。

2015年9月14日
人类首次探测到引力波。

上世纪60年代初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约瑟夫·韦伯发明一种探

测方法，开始寻找引力波。

热点透视

合作
愉快

记者 12 日从广州中山大
学了解到，中国本土重大引力
波探测工程“天琴计划”已经于
2015 年 7 月份正式启动，部分
关键技术研究已有具体进展，
目前正在立项中。

据介绍，中山大学“天琴计
划”是以引力波研究为中心，开
展空间引力波探测计划任务的
预先研究，制定中国空间引力
波探测计划的实施方案和路线
图，并开展关键技术研究。

根据此前的设想，“天琴计
划”主要将分四阶段实施。完成
全部四个子计划，大约需要二
十年的时间，投资大约 150 亿
元人民币。

此外，LIGO成功探测到引
力波，背后有十多个国家、千余名
研究人员的艰辛付出。其中，中国
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以高精度
的数据分析能力帮助“净化”了
引力波探测中的干扰信号，加速
了迈向星辰大海的征程。

中国本土引力波探测工程

“天琴计划”正在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