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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何以可能
林

凡

摘要：科学发展至今，在为人类生活带来好处和便利的同时，也越发显示出一种令人担忧
的可能性———即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害。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一种对
策来控制其继续朝恶的方向发展。于是，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何以可能，成为了我们急需
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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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它为建立它的贯彻一致的体系所用到的概念是不表
什么感情的。对于科学家，只有‘存在 ’，而没有什么愿望，没有什么价值，没有
善，没有恶； 也没有什么目标。只要我们逗留在科学本身的领域里，我们就绝不
会碰到象‘你不可说谎’这样一类的句子（ 这里的‘它’指‘科学’） ”。① 由此可见，
科学强调实证分析，并不涉及价值问题，任何关于价值的判断都必须从科学研究
中去除，或者还原为事实问题。科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的确为人类开辟出了崭
新的生活时代，但是作为理性和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 ，科学也越发显示出一种令
人担忧的可能性———即变成一种超出人类控制的不道德的和无人性的工具 。这
种担忧使我们迫切渴望把一些人道主义的精神引入到科学研究之中 。而这种人
道主义的精神从何而来呢？ 不同于科学，人文所指向的是一个人化的世界 ，一个
人道主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愿望，有价值，有善，有恶，也有目标，并且无
时无刻不充满着意义和目的。因此，用人文的精神引导科学的发展，应该是一个
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如何才能实
现，希望能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应用方向 ，提供一些小小的参考和意见。

一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在全世界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日新月异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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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益处也是有目共睹的 。 比如科学为我们破
解迷思，它解释着周围世界发生的一切———那些看似平常的或是不平常的现象 。
由于科学在本质是怀疑的，并且在实践中始终贯彻怀疑主义———即科学不相信
任何未经证实的理论，因此我们可以说，科学的实践是发扬实事求是精神的典
范，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精确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还为我们提供了令人惊叹的
物质和精神条件，比如： 迈克尔． 法拉第为我们开启了电器时代，达尔文让我们更
加了解自己，马车变成了汽车飞机，而父辈们所憧憬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也
早已实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海角天涯变成为了咫尺之间。 总之从家用电器
到公共交通，从日常饮食到通讯方式，所有的一切都在迅猛地发生着变化，可以
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在推动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为我们带来最先进
的产品，提供最大的便利。 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科学 》杂志所评选出的 2010 年
十大科学突破及十年成就： 对宏观物体量子效应的首次观测、合成生物学、艾滋
病病毒预防、分子动力学模拟、下一代基因组学等等，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具有跨
时代的实践意义。正是因为科学技术如此迅猛地发展，我们的生存方式也已与
前 100 年甚至前 50 年大不相同，科学技术俨然已经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
力量。可以这么说，科学技术改变了历史，在科学技术所营造的温柔富贵乡中，
从未享受过如此现代化程度的人们沾沾自喜地认为 ： 我们现在是幸福舒适的，人
类的未来是美好光明的。这种想法就像一颗毒瘤，而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带来
的所谓“现代化”则像“温水煮青蛙 ”似的蒙蔽了人们的眼睛，人们看不到，亦或
是不愿看到现代化发展所伴随的那些负面效应 。是不是看不到，不愿意看到，那
些负面效应就不存在了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十全十美，
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生态、伦理以及非人道主义等问题在我们还来不及反思的清
秋大梦之中，在我们沉浸于现代化的美好生活之时日益凸显出来，我们无法回
避，我们也不应该回避。大气的污染、全球气候的变化、臭氧层的破坏、土地的沙
漠化、海洋资源的锐减、有机物的污染、地震、干旱、洪涝、火山喷发、海平面上升
等等环境灾难，不能说全是由于现代化所致，但科学技术的确难辞其咎。环境的
破坏必然导致资源枯竭，大片大片的森林和水域被城市建设的钢筋混凝土覆盖 ，
大片大片的石油和天然气被发现和强取 ，而这一切的城市建设和资源挖掘 ，竟然
都打着进一步发展科技的幌子，让人既心痛又无奈。 资源的枯竭势必会造成物
种减少，许多昔日数量庞大的生物，已经开始濒临灭绝，甚至已然消亡。 如果说
科技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那么用于战争的原子弹
呢？ 那瞬间爆发的威力便可摧毁整座城池 ，甚至整个地球，这是一种多么让人颤
栗的恐怖力量啊！ 还有那些平静的，看似无害的科研成果，如： 克隆技术、转基因
技术、互联网技术等等，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呢 ？ 克隆技术将多利羊
带到这个世界，却引发人们对于克隆人伦理上和道德上的担忧 ； 转基因技术为人
类研发出新的产品，却也给人类的健康带来潜在风险 ；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让
资讯遍布整个世界，却造成信息泄露，骇客横行。而一些看似对人类自身极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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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科技产品，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问题，比如美国《科学 》杂志曾经发表过
的一篇文章指出，在未来，有效的抗衰老药物将问世，人类的平均寿命有可能被
延长 40% ，而人类寿命的延长会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 如果一个社会中有
几千万年龄在 85 岁到 112 岁之间的老人，其结果将非常严重，由此引发的住房、
医疗及交通等问题将使社会压力急剧增大 ，这要比克隆人、转基因技术、互联网
技术等引发的问题更加可怕。以上种种问题的出现，使人类在享受科技成果的
同时，似乎感觉到了些许不安，人们开始发出疑问： 难道科学会是危险的？ 答案
是肯定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当代的科学技术已经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力量 ，这种
力量在不知不觉中将人类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如果我们再不对其进行反思，任
其自由发展下去，那么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 因此，我认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
了危害人类生存的定时炸弹，从这个角度看，对科学进行人文主义的反思，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
我们还要反思的另一方面是，科学变成了一种异化的力量。什么叫异化呢？
《现代汉语大词典》给出的解释是： 异化，哲学上指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
与自己对立，能够支配自己的东西。② 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在
这种社会现象中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转变成异己的力量 ，反过来统治人
类。在异化活动中，人类丧失能动性，那种异己的力量驾驭着人类，从而导致人
的畸形发展。把对异化的这种解释放到对科学的反思之中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
科学的异化就是指，科学从人类的创造物，变成了统治人类的工具。 的确如此，
科学本是人类为了探究自然而创造出来的东西 ，却反过来凌驾于人类之上，它已
经危害到人类的生存，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要建立在科学所创造出的技术平
台之上，如果没有了这个技术平台，那么人类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下去 。在
科学面前，人类感觉到了危险，感觉到了压力，变得越来越不自由，也越来越缺乏
自信。可以说，科学技术已经变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比如： 电。自从人类
发现了电，并开始了对电的探索和使用，人类的生存就开始与电息息相关，电让
我们的世界亮了起来，充满光明和动力。 到了现在，人类的一切几乎都离不开
电，照明、通讯、供热、制冷、娱乐、教学等等，电的使用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
角落，在此基础上，人类拥有了各种各样相关的产业，如： 工业、运输业、服务业、
金融业、信息业、食品业、医药卫生业等等，而这些产业承载了大部分人口的就
业。虽然不能说人类的生存就是依赖于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电，确实是人们
现代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电，世界将会变成怎样
的情景？ 如果没有电，机械将无法运转； 如果没有电，电脑、电话等一切交流工具
将无法使用； 如果没有电，我们的生活又将还原到无声的世界 ； 如果没有电，医院
的仪器将不能运行； 如果没有电，食品将不能供应，商店会关门； 如果没有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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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人将失业； 整个世界会陷入瘫痪。 可见电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地重
要。在电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计算机的应用。 计算机本是我们人类发明出来
解决大量数据计算难题，进行较复杂运算的，现在却也变成了反过来统治我们人
类的工具。从第一台计算机的诞生之日开始 ，我们人类就注定成为它的奴隶，从
计算机的更新换代，到对计算机的制造、维护，人类一直在为计算机的发展而辛
勤工作着。到了现代，能否熟练操作计算机已经成了我们就业、办公，甚至是获
取资讯、参与娱乐的一个指标，人们的工作离不开计算机，所有的文字、数据都要
在计算机里编辑、传递，不懂操作，或者无法熟练操作计算机的人将无法胜任大
部分的工作。另外资讯和知识不再完全通过报纸 、书本等传统媒介习得，而是通
过互联网技术，如果不知晓如何使用互联网，将无法享受到这部分的资源，对于
信息量要求巨大的现代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缺失。随着计算功能的逐步强大，
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娱乐，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完全逃脱计算机的控制。
当一个计算机系统，或者是程序更新换代的时候，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被迫去适
应它们新的使用方式。人们自以为是地认为是人类在推进计算机的发展，却很
少有人意识到，人类已经被计算机牢牢地玩弄在股掌之中了 ，计算机就是这样操
纵着人们的生活。以上所描述的，不管是电的应用，还是计算机的应用，都只是
科技发明中小小的一个部分，可它们竟然都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如此重要的影
响。所以说，科学技术亦正亦邪，它既能够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无与伦比的便利条
件，也会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恐怖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对科学进行人文主义
理解，把科学置于人文学的引导之下成为了必要 。 正如瓦托夫斯基所说，“从哲
学的最美好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科学的人文学理解，就是对 科 学 的 哲 学 理
解”。③

三
关于科学的价值，摩里兹·石里克有过一些科学价值中立的论述 ，但我并不
完全赞同。比如他曾经说过： “一个思想家在进行哲学研究时，只应怀有追求真
理的热忱，否则，他的思想就有被感情引入歧途的危险。 他的意欲、希望和顾虑
会把一切诚实的科学研究的首要前提 ———客观性给破坏了 ”。④ 我认为，要完全
克服意欲、希望、顾虑等因素是无法做到的。虽然现代科学具备了越来越多的手
段来克服个人情感因素，但是人类天然的个性和情感因素是不可能被完全克服
的。就像爱因斯坦说过的： “在科学的庙堂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
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各不相同 ”。⑤ 再看马克斯． 韦伯的价值
中立说，他认为科学要摆脱一切价值判断 ，他的这种观点是建立在西方哲学事实
和价值两分的认识基础之上的。但是在当代，科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了，而
是一种社会的实践活动，科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完全割裂事实和价值
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科学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 ，科学中掺杂着研究者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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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倾向。托马斯·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 》中曾经提出，科学在进步的过程
中，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他指出“方法论的指导法则不足以对许多类型的科学问
题提供唯一的实质性的结论 ”。⑥ 比如，一个对于物理学或其它别的学科不了解
的人，让他去考察一个物理学现象，他是有可能得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结论的 。而
得到这个结论并不是因为他的专业知识有多么的高深 ，而是取决于他先前在别
的领域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或者是研究过程中的偶然事件，又或者是他个人的
性格特征使然。科学研究的主体是人，人还会受到诸多社会需求的影响 ，追逐个
人的愿望自然不可避免。而经验、偶然事件、性格特征、社会需求等等恰恰是科
学发展的基本决定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科学是人的意志的体现 ，科学的发展
必定是带有一种主观性的，这种主观性对科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正是由
于科学具有主观性，这就使我们对科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人文主义的引导成为了
可能，就如同著名的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所倡导的科学人文主义那样 ，萨顿曾为
我们指出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四条指导思想 ，即统一性的思想、科学的人性、东
方思想的巨大价值，以及宽容和仁爱的极度需要。在这里，我想提出另一个实现
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的路径———即对科学研究进行人道主义精神的引导 。所
谓人道主义，在《现代汉语词典 》中是指“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
体系。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主张人格平等，互相尊重。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把它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 ’等口号 ”。⑦ 既然科
学是人的意志的体现，那么科学研究所带来的那些负面的作用便可以通过对研
究者意志的控制来消除。如何引导科学研究者的意志，使科学人文主义得以实
现？ 在此提出两点浅见： 第一点，对科学研究进行人道主义的引导 。科学研究本
身就具有自己特定的目的，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我认为不仅仅是改造
自然，创造自然，更是要为全人类造福。 如果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善的，那么科
学研究的成果，绝对是一个灾难。比如，我们可以从关于对核能和原子弹研究的
比较中看出什么是善的科学研究，什么是恶的科学研究。 我们都知道核能是人
类历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对核能的发现和研究，表明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又迈出
了一大步，这样的科学研究无疑是善的。 但是，将核能变成原子弹用于战争，就
会造成人类的大灾难，这绝对是恶的体现，我们应该杜绝。 还有一种情况，如利
用核能发电。核能发电的好处有很多，如不会造成空气污染、不会加重地球温室
效应等等； 但核能发电也同样存在缺陷，如排放出来的高低阶放射性废料具有放
射线； 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核能发电还会造成严重的热污
染等等。那么问题又出现了，面对这样亦善亦恶的科学研究，我们该怎么办呢？
如果说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研究是善的 ，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其它研究有可能
是善的，也有可能是恶的，那我们要如何把握呢？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我认
为科学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有义务对自己的科研成果所产生的社会后果负责 。
当科学研究的成果有可能带来亦善亦恶的结果时 ，科学研究者应该做出更加细
致的科学分析，分析在哪些程度上这个研究成果能造福人类 ，在哪些程度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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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会危害人类； 在用科学方法进行精确对比之后，做出判断，选择最优的
方案。

结

论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不仅非常必要 ，
而且完全有可能做到。在科学技术发展势头迅猛的今天，我们固然要通过基础
研究掌握更加丰富的基础科学知识 ，但更重要的是引导科学朝着善的方向前进 ，
这样才能使得科学技术真正造福于我们人类。 因此，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将
来，对科学进行人文主义的理解和人道主义的引导都是非常必要的 。
注释：
①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 《爱因斯坦文集（ 第三卷） 》，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2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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