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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是17世纪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在数学、力学、光学等领域
均有过创造性的成就，对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曾经作出杰出的
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人类文明史上，牛顿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举
足轻重的人物。牛顿逝后，后人在对其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深刻有
用的启示，人们也从中发现了牛顿的另一面如：造假、盗版、侵
权、迷信、拜金、精神病患者、炼金术士（武际可语）。在这些触
目惊心的词语后，是许多人的疑惑和不解。因此，完整、全面地看
待牛顿对现代科学工作者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只有做到完整全
面，我们才能还历史一个公道，还牛顿一个真实，才能使研究牛顿
的工作不致浮浅，给后人一些真正有用的借鉴和启示。

1642年，牛顿生于英国林肯郡一个普通农民家中，在出生前两
个月，父亲就去世了，家中十分艰难。三年后，母亲改嫁，牛顿就
交给外祖母和舅舅抚养。牛顿先天不足，幼年体弱，从小养成了沉
默寡言、倔强孤僻的性格。少年时牛顿并未表现得十分聪明，母亲
有好几次想让他退学，幸亏外祖母的反对才得以继续学业。牛顿在
大学时学业也不十分杰出，然而他十分刻苦，受到了老师巴罗的赞
赏，毕业后才得以留校任教。在剑桥执教30年，牛顿作为一个教
员，他并未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而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创造性
成果却无与伦比。1671年，他制成了反射望远镜，1672年被选为皇
家学会会员。1687年，他的代表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
1696年被任命为造币厂监理，三年后升任厂长。1703年任皇家学会
会长，两年后被封贵族。晚年他从新教的观点出发钻研神学，写作
和出版了研究《圣经》的著作 。

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牛顿在数学、力学、光学等领域成就
斐然，取得了许多划时代的成果。恩格斯曾总结如下：“牛顿由于
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而创立了科学的天文学，由于进行了光的分解
而创立了科学的光学，由于创立了二项式定理和无限理论而创立了
科学的数学，由于认识了力的本性而创立了科学的力学”。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牛顿的主要贡献如下：

在牛顿之前，开普勒提出了行星运动三定律；伽利略发现了惯
性定律、自由落体定律；惠更斯得到向心加速度公式；胡克等发现
了引力与距离平方的反比关系等等。但这些物理概念和定律均为孤
立的认识。牛顿第一个认识到地面和天体运动都受相同规律的制
约，在天体和地面建立起普遍适用的法则，使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从
零乱达到了科学。

在牛顿之前，许多科学家虽然都做出了很大的成就，但均未找
到物体运动的根本原 因，牛顿运用娴熟的数学基础发明了微积分，
为以后的科学家运用数学方法定量描述自然规律打下了很好的基
础。同时，他引入质量概念，在力与加速度之间架起了桥梁。另
外，他提出作用在一个物体上的力由周围物体的位置决定。基于这
三种认识，他最终揭示了物体运动和力的内在关系，迈出了将运动
学发展为动力学的关键性一步，建立了物体运动的完整因果概念。

牛顿之前，科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分散的、孤立的、彼此无内在

因果关系的概念，既没有严格的定义也没有形成体系。牛顿对此进
行了改革，他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对质量、力、空间、时
间、运动、运动量等概念都一一作了严格的定义和说明，这些概念
包含了牛顿的科学逻辑思想和主要哲学倾向。他把基本力学概念看
作互相联系的整体，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严格的逻辑关系，为后人提
供了建立科学概念的典范 。

牛顿把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都献给了科学事业，其科学成就使
英国赢得了许多荣誉，本人也成了开拓一代科学的巨匠。然而，考
证其为人处世，在众多的光环下凸现的却是一个并不幸福的比较阴
暗的人生。牛顿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遗憾，主要集中在与胡克、费拉
姆斯蒂得、莱布尼兹三个人的交往中。

牛顿与胡克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对万有引力的发明权的争议上。
众所周知，牛顿由于看到了苹果落地而引起了对万有引力的思考从
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理，然而，这个美丽的故事却不是事实。力学
史实告诉我们万有引力不是牛顿的独立发现，开普勒、布里阿得、
胡克、雷恩、哈雷在引力问题的研究上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
是胡克，在1679年曾与牛顿通信交流引力问题的看法，后人清理这
些信件时，清楚地看到当时的牛顿对天体运动还是不得要领的。
1686年，牛顿解决了万有引力的最后一个问题，并将其写入《自然
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胡克看到这本书稿时，向牛顿提出把自己
的研究成果提一下，却得到牛顿的断然拒绝，居然声称多年前就已
经揭示了平方反比定律，一下子就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前了20年。
牛顿与胡克的矛盾不仅仅表现在对万有引力的发明权的争议上，在
光学上也有很大的不和，还被指责有些观点是抄袭胡克的。牛顿对
胡克十分蔑视，独占了万有引力的成果后，还不足解除对胡克的
恨，在成为皇家学会主席后，就下令在皇家学会除去胡克所有的肖
像，导致当时的著名科学家中只有胡克一人的肖像未能留传。

在与英国首任皇家天文学家费拉姆斯蒂得的交往中，牛顿同样
表现不佳。从1694年，牛顿访问了费拉姆斯蒂得并且向他索要关于
月球运动的观测资料，此后，牛顿为了验证万有引力理论还多次写
信向费拉姆斯蒂得索要资料，均得到满足。然而，牛顿利用自己的
高位，在索取资料时常对这位可敬的天文学家的工作指指点点，甚
至羞辱他，引起了极大的反感。1700年，他们就不再通信。1712
年，牛顿和哈雷作了一件不道德的事，未经同意就私自出版了费拉
姆斯蒂得以毕生精力得到的观测星图。费拉姆斯蒂得十分生气，将
牛顿回送的三百本全部焚毁。由于这种矛盾，在1713年，在《原
理》的第二版出版时，牛顿将费拉姆斯蒂得的名字删去了。

在与莱布尼兹有关微积分首创权的争论中，牛顿表现得更令人
气愤。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在《时间简史》中指出“虽然我们现在知
道，牛顿发现微积分比莱布尼兹要早若干年，但他很晚才出版其著
作。随着关于谁是第一个发现者的争吵的发生，科学家激烈地为双
方作辩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为牛顿作辩护的文章均出
自牛顿本人之手，只不过仅仅用朋友的名义出版而已！”。 莱布
尼兹在生命的最后7年，是在微积分首创权争论的阴影下痛苦地度
过的。据报道，莱布尼兹去世后，牛顿为能使莱布尼兹心碎而幸灾
乐祸（Following Leibniz'sdeath， Newton reportedthathe had taken
greatsatisfactionin “breakingLeibniz's heart” ），从此，我们更能
看到牛顿的阴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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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牛顿完成了科学史上第一次理论大综合

2.2 牛顿力学在宏观领域建立起统一的因果关系链，形成了
一种成熟的科学形式

2.3 牛顿力学为近代哲学和机械论哲学提供了完整的范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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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绩。然而，后人在对其广泛深入的研究中却发现了牛顿令人遗憾的另一面。本文从牛顿生平、功绩、留下的遗憾三个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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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与三位科学家的交往中牛顿留下了许多遗憾外，在牛顿
的生活中，我们也能感知其荣耀后的难言的悲哀。众所周知，牛顿
终生未娶，由他的外甥女管理家务，一直保持一个不完整的家庭。
牛顿身边的一位学者曾写到他很少见到牛顿笑，只有一次当他问到
欧氏几何到底有何用处时牛顿哈哈大笑。从此我们也可感受到一位
科学精英的落寞寡欢。

在牛顿的一生中，晚年的表现尤为另人叹惋。面对众多的荣誉
与赞叹，他似乎还不满足，为了一个造币厂的位置放弃了伦敦一贵
族学校校长的职务，失去了教育与发现人才的大好机会，也失去了
继续研究科学的机会。

1942年，在牛顿诞辰300周年纪念会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
斯宣读了其对牛顿的研究结论：“⋯⋯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
人，他是魔术师中的最后一个⋯⋯用通俗的现代语言来说，牛顿是
常见的深度精神病患者⋯⋯继承他卢卡斯讲座职位的惠更斯说，
‘我所知道的最害怕、最小心、最多疑的性情’⋯⋯”面对这些
评价，我们不得不对牛顿的一生感到深深的惋惜 。

纵观一生，牛顿确实在科学事业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然而，
他的成功却是很偶然的，在险象环生的生命历程中，也许只有牛顿
自己才真正明白其成功的不易。

首先看家庭背景，牛顿未生丧父，三岁 离母，在漫长的童年
中，只有年迈的外祖母给予其关爱和呵护，只有思考和许多自制的
玩具给予其欢乐，牛顿确实生而不幸。然而，在牛顿的不幸中，他
深深的感受着另一种幸运，在未受关注的同时他也未受到太大的打
击，他始终拥有自由思索的幸福，正是这自由导致了牛顿后来的辉
煌成功。因此，牛顿能有以后的成功，源于他不幸中的万幸，这是
一险。其次在牛顿的成长过程中，他一直“碌碌无谓”。少年、青
年均成绩不佳，然而在母亲要放弃时，有外祖母的信任；在自己要
放弃时有老师的赏识；在教学成绩一般时未受到太多的责难。这一
系列的事件一直让牛顿未对自己失去信心，正是这信心让牛顿能够
坚持下来，直到他取得成功。再次，在学术上，牛顿也是十分幸运
的，比如在万有引力的成就上，有众多先贤可以学习，有众多的朋
友可以交流，使得牛顿有机会去总结和创造。当得出结果后，又有
好心的天文学家提供数据检验，使得他能不断地修正结论，为万有
引力的最终揭密奠定了基础。牛顿确实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才看得更
远的伟人，尽管他本人并不认可。最后，虽然牛顿一生未娶，但外
甥女的悉心照料在一定程度上宽慰了这位巨人的心，残缺的家因为
亲人的关照而未显得过分悲惨。

综上，牛顿的成功在其优秀的天赋之外，主要源于他的自由思
索、被坚定地信任、宽松的学术氛围和亲人无私的照料，如果少了
其中一项，也许力学史就会被重新改写。

牛顿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
的遗憾。现在提出和研究并非要去否定牛顿的成绩，而是想引起后
人的重视，告知贤哲身上可能的缺陷，使得我们有幸为后人者能够
真正的有幸从而自觉地避免，更好地设计自己的人生。

牛顿留下的遗憾首先也是根本存在于不幸的家庭经历，从小缺
乏家庭温暖的他似乎已经习惯了冷漠的环境，也习惯给别人带去伤

痛并以此为乐，从而导致了他晚年的精神病倾向，给别人也给自己
带来了许多麻烦。牛顿的冷漠虽是习惯，却也是自己不在意所致，
如果他能预见自己给别人的伤害并为他人设身处地地思考，肯定也
不愿发生那么多不好的事件。现在，我们早没有必要对前人指点
了，但如果我们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能以此为戒，明白仅有一个成
功事业的人生也是不完美的，能够自觉地调整自己，在事业与人生
中均能获得丰收，这将是牛顿给我们留下的意外的精神财富。

牛顿从27岁起就沉湎于炼金术和神学，留下的有关炼金术的手
稿约有65万字之多，而神学的达150万字之多，即使在他写作《原
理》与《光学》的时候，他的主要精力仍在炼金术和神学上。牛顿
晚年则迷恋于赚钱，在如愿出任厂长之后，在学术上就无所作为
了。笔者看来，牛顿的迷恋神学源于其精神的空虚，在除了兴趣之
外，缺乏必要的责任感，作为一个能做出划时代贡献的伟大的科学
家，应该具有博大的胸怀和虚怀若谷的胸襟，然而牛顿回避了其责
任，把有巨大能量的自己视为一普通人，因此失去了作出更大贡献
的机会。在晚年，牛顿盲目拜金，把物欲和享受视为第一需要，反
映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牛顿的遗憾反映了自古至今在为人教育上的缺失，这个问题在
当今社会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大问题，虽然有许多仁人志士的名
言佳句，但人们普遍知而不行，选择实惠的享乐。现今，我们将牛
顿的故事再次提出，在300多年后，我们感谢牛顿的是知识，我们
称赞他是因为他带我们走出了愚昧的黑暗，而不是他的仗势欺人、
冷嘲热讽、无情的打击。其实，任何人生都是人类历史中很小的一
个片段，我们有幸光顾世界首先应该明白自身和周围环境的问题。
如今，在无数人的努力下，我们明白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还有
更多的谜有待我们的解答。现在，人类也许正用自身的聪明才智迷
惑着自己，让自己在享受中消失斗志，这样的状况如果一直延续，
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付 出惨痛的代价。

如今，仍然有许多人在称赞着或批判着牛顿，这些都是次要
的，重要的是我们将如何做。在牛顿的时代，牛顿从恶劣的环境中
脱颖而出，带着许多的缺点仍然为人类做出了不朽的功绩。现在，
各种条件均优于牛顿的数百年后，“牛顿们”却越来越少，牛顿的
缺点却随处可见，真不知牛顿的“在天之灵”如何评价我们！再一
次审视多年前的牛顿的生活，想起了古圣贤的诸多箴言：诸如“见
贤思齐，见不贤而心自内省焉”，“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此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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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牛顿带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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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56页） 级的操作时间，
设计最为简单，前级的输出
直接汇入后级的输入即可；
如果前级操作时间大于后级
的操作时间，则需要对前级
的输出数据适当缓存才能汇
入到后级输入端；如果前级

操作时间恰好小于后级的操作时间，则必须通过复制逻辑，将数据
流分流，或者在前级对数据采用存储、后处理方式，否则会造成后
级数据溢出。

在WCDMA设计中经常使用到流水线处理的方法，如RAKE接
收机、搜索器、前导捕获等。流水线处理方式之所以频率较高，是
因为复制了处理模块，它是面积换取速度思想的又一种具体体现。

（收稿日期：2007·01·17）图4 流水线设计时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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