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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爱国
—严复的科学思想概览
——
[摘 要] 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其科学思想尤为丰富。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其进化论的自然
观、
功用主义的科学价值观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等方面。严复接受过正统的西方教育，
拥有系统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背景，
这
使得他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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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所处的时代，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中国已逐步沦为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改革了落后的封
建制度，迅速崛起并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在中
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
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覆亡。这一切
使得近代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有识之士对旧中国的改良与富
强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科学与爱国成为了时代的主
题，而较之早期的经世派学究、后来的洋务派实业家以及同
时代的维新派学者，严复的科学思想有着它独特的地方，这
一独特性与他的求学背景相联系，
体现在其科学思想的方方
面面，
聚焦于他的中西比较思想。2011 年适逢严复逝世九十
周年，
借此机会重温历史，
以启今效。

一、
求学背景
严复对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了解较之其同时代学人
则显得更加系统和正统。少年时期的严复就接受了近代自然
科学的初步教育。14 岁的他以入学考试成绩第一名考取了洋
务运动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的驾驶专业。该专业于 1867 年 8
月创办，
除了英语课外，
还教授算术、
几何、
代数、直线和球面
航海天文气象、
航海算术和地理等学科。求学期满后严
三角、
复以最优成绩毕业。1877 年，
严复被选派前往英国格林尼次
海军大学深造。这是他直接接触与进一步学习自然科学的重
要阶段。在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度，
严复接受了更为全面
严复当时在英国的
的自然科学教育。据《郭嵩焘日记》记载，
学习生活是这样的：
“每日六点钟分赴各馆听讲，
礼拜一上午
九点钟重学、
十一点钟化学、
下午三点钟画炮台图。礼拜二上
午算学、
格政学（电学包括其中）。下午画海道图。礼拜三上午
[1](P13- 14)
重学……下午无事。”
这是严复在留学期间得到的一种
正规的自然科学学习，这使他不同于当时国内的学人，而对
欧洲最新的自然科学知识有着更为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严复精湛的英语水平和欧洲求学经历使得他可以广泛
地阅读近代自然科学经典，
获得最为正统的科学知识。并通
过大量的翻译工作，
将这些先进的知识呈现在国人面前。早
在福州船政学堂时期，
严复就接触到了外文原版教材。
“算术
用巴纳德编的教材；
代数，
托德亨特编；
地理，安逊德编；三角
[1](P11)
几何，
托德亨特编；
航海学，
雷泊编。”
后来的英国留学经
历更是让严复接触到了正统的自然科学教育。

二、
科学思想
严复不是自然科学家，他出身于驾驶专业，在其思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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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很难找出他对某个门类特别的兴趣和研究。他的自然科
学思想主要是体现在其自然观、
科学价值观以及科学方法论
等方面。
（一）进化论自然观
严复的自然观建立在其对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认识的
基础之上，他主张“有生之物，始于同，终于异”[2](P8)的进化自
然观。他用近代物理学的“力”
与化学的“质”
两者之间的矛盾
解释万物的进化。
“大宇之内，
质力相推，
非质无以见力，
非力
—
无以呈质。”[2](P6)而进化的动力就是“质力”矛盾的结果——
“质力杂糅，相剂为变者，亦天演最要之义，不可忽而漏之
也”
。[2](P10- 11)
“质力”
矛盾被进一步规定万物得以进化的基本前
提——
—“力不可尽散，
散尽则物死，
而天演不可见矣”
。[2](P11)严
复主张自然进化论，将进化的动力诉诸于“质、力”的矛盾运
动。进化论与机械唯物论的结合构成了严复的机械自然观。
严复在这种自然观的指导下，
给科学所能认识的自然划
定了界限，
他区分了“不可思议”
与“不可名言”
“不可言喻”以
及“不能思议”
等概念。这一区分体现着对于不同的自然对象
人的认识所能及之处。当人见到灵异怪物的时候，这时候可
，
因为这里的“名”
并没有其真正的所指之
以说是“不可名言”
物。根据经验主义的名实关系论，
这里因为不存在“实”故而
“不可名言”
。对于人自身的切身感受，
比如喜怒哀乐等情绪
而言，是“不可言喻”的，严复在这里指出了语言表达的局限
性。而对于
“不能思议”
，
严复的解释是，
向一个出生在炎热地
，
向一个不懂得引力理论
区而没有见过冰的人说“水上可行”
的人描述地球对人的吸引，
这对他们来说都是
“不能思议”
的。
严复认为对事物的认识是以一定的背景知识为基础的。这一
点又使他与经验主义所谓“科学犹如一只酒桶，人们只要辛
勤地采集经验，理论的纯酒就会自然而然地流满”[3](P103)所主
张的纯粹经验相区别，
而具有历史主义的色彩。最后是对“不
可思议”的分析，首先严复举出逻辑矛盾的事物，比如“圆形
之方”
“无生而死”
“一物同时能在两地”等，从形式逻辑的矛
盾律来看这些都是谬误。但是，他马上强调“然而谈理见极
时，
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
既不可谓谬，
而理又难知”
。[2](P53)
严复认为万物的本体、
时间、
空间等问题是“不可思议”
的。这
“不可名言”
“不可言喻”以及“不能思议”的东
些“不可思议”
西都是在其认识的对象之外的，
关于它们的知识不属于自然
科学知识。
严复利用“负的方法”
为自然科学知识划界。在其思想体
系中为可为人所认知的自然划定了界线。他的科学观正是建
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二）功用主义价值观
与革命派不同，
严复认为中国的富强之道不在于激进的
暴力革命，
而在于封建主义的内部改良。
“富强之基，本诸格
致”的观点便成了其改良的一项主要举措，他直接将科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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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富强之基，
救国之本。在《救亡决论》中，
严复写道：
“求才
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
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沙千
载，成饭无期’者矣。”[4](P266)这里强调的是人才与科学对一国
富强的重要性。他所主张的改良，
首先是引进欧洲先进的自然
科学知识，
对旧中国落后的教育进行革新。他还立足于他所学
的专业，
举例说明了科学知识在军事活动中的运用。行军与几
“行军必先知地，
知地必资图绘，
图绘必审测量，
如是，
则
何学：
所谓三角、
几何、
推步诸学，
不从事焉不可矣。”
战略与气象学：
“且为将不知天时之大律，
则暑寒风雨，
将皆足以破军；
未闻遵
生之要言，
则疾疫伤亡，将足以损众。”射击与力学：
“乃至不
知曲线力学之理，则无以尽炮准来复之用。”[4](P269- 270)由此观
之，严复并不是一个大而化之的“理论家”
（孙中山语），他所
强调的是理论在当时救亡图存大背景下的具体运用。严复还
强调要正当运用科学，
使其为人类造福，
而不是带来灾难。严
复指出欧洲科学的发展不仅未被用于增进人道幸福，反而成
为杀人的利器，造成了三千万人的伤亡，人类应该从中吸取
“大息春秋无义战，
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
教训。
[5](P403)
尽作驱禽食肉看。汰弱存强亦不能，
可怜横草尽飞腾。”
严复的远见卓识在当下仍旧有着积极的意义。
李泽厚把中国文化概括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6](P307)这
一文化特色在西学东渐过程和向西方学习的一派人物那里
得到了集中体现。由于清末民初民族救亡的需要，功用主义
成了当时正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的共同特征。但需要指出的
是，以中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之前的洋务派仅仅关注实用
性，
而忽略了对自然知识的了解。谭嗣同指出洋务派购买枪
械而为日本人所讥笑：
“纵得精者，
其如无人解用何！”
而日本
则“炮兵无不精测算，枪兵亦通晓大略，胜负之数，早辩于此
矣”
。 [7](P203)于是，谭嗣同认为洋务运动“况枝叶尚无有能讲
。甲午战争之后的维新派、
严复等人则是在对西方自然科
者”
学知识掌握和传播的同时，
强调其功用的。
（三）经验主义方法论
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归纳逻辑和
经验方法的基础之上的。严复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正是体现在
他对逻辑方法的介绍和对经验主义科学研究步骤的梳理。
1.逻辑方法
严复在其《穆勒名学》与《名学浅说》中向国人介绍了“内
籀之术”
与“外籀之术”
，
即归纳法与演绎法。
“及观西人名学，
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
又内籀之术焉，
有外籀之术焉。内籀
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
[2](P5)
者，
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
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
他又将
与“外导”
，
并与相关学科联系。
“而于
这两种方法称作“内导”
格物穷理之用，
其涂术不过二端：
一曰内导；
一曰外导……内
导者，
合异事而观其同，
而得其公例……其所以举火伤物者，
即是外导术……如化学、力学、如天、地、人、动、植诸学多内
[8](P281)
导。至于名、
数诸学者，
则多外导。”
逻辑学与数学均依靠
的是演绎逻辑，
而物理学、
化学等学科则依靠的是归纳逻辑。
严复对这一点的把握是很准确的。
2.研究步骤
弗朗西斯·培根有著名的归纳方法以及作为第二步骤整
理材料的三表法，而严复在其《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也提
出了可以与之比照的科学研究步骤。严复的方法与以培根为
代表的经验主义归纳方法相似，都是从经验收集材料出发，
对材料进行分析研究，
最终“酿出科学的美酒”
。值得肯定的

是严复对这一方法的引进，但是归纳法本身存在着“归纳问
题”
（卡尔·波普尔语）。严复的第一步是“聚列同类事物而各
，
但是何谓“同类事物”
或“同类”
的标准在哪里？这当
著其实”
然要依赖于一定的“前结构”
（海德格尔语）。但是归纳法本身
回答不了这一前结构的由来。严复的第三步指出知识的验
证，
在这里他并未采取知识的实证主义立场，
而是提到“试验
愈周，
理愈靠实矣”
。这一提法很像波普尔的“逼真度”
，较之
培根的验证方法更具合理性。

三、
中西比较
在严复的思想体系中，
具有其独特的
“中西文化比较观”
。
这是维新派学者所无法比拟的，因为维新派学者大多不懂西
文，
也没有过欧洲留学经历，
更不像严复那样接受过正统的西
式教育，
当然也缺乏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了解。
（一）四大学科古已有之
严复认为西方自然科学四大学科，在中国古代，尤其是
在典籍《周易》中就早有所提及。
“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
例可以御藩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
名、
数以为经，
质、
力以为纬，
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
质力相推，
非质无以见力，
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
皆坤也。”[2](P6)这种“西学中源说”是那一代学人的共同特征，
看着欧洲，甚至日本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而泱泱中华却备受列强蚕食。在急于引进西方科学知识的同
时，又难免顾及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于是便有了这一论
证。有些联系确实牵强，
但是从中西文化的融通与知识的传
播方面来讲，
又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中西文化各自对科学的影响
严复从治学路向、
学术氛围和社会舆论三个方面对中西
文化进行了比较，认为正是“好古而忽今”
“不自由”和“群目
等因素遏止了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
之曰呆子”
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人
“尝谓中西事理，
[9](P247)
好古而忽今，
西人力今以胜古。”
严复认为中西文化的最
大差距在于西人“力今以胜古”
而中国人“好古而忽今”
。[9](P248)
先秦诸子除了法家以外都有“法先王”
的传统，而科学的一个
重要特性在于其批判性，批判性要求对旧理论否定，提出新
的假说。如此看来，
严复的这一总结是准确的。
“好古而忽今”
的文化传统遏制了科学发展。
“苟扼要而谈，
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
于刑政则屈私
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
[9](P248)
吾行之而常病者，
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自由的学术氛围
是科学发展的外部条件。严复指出从思想的起源上，
中西本无
二异，
但是因为不自由的氛围，
于是在发展中的拉开了距离。
“当其声光电化动植物之学之初发端时，不过一二人以
其馀闲相讨论耳……其始一童子之劳，
锲而不舍，积渐扩充，
遂以贯天人之奥，
究造化之原焉。以若所为若行之中国，
必群
[10](P327)
目之曰呆子。”
这里是说社会舆论对学术的影响。科学天
才怪异的行为方式总是为世人所不解。西方原子的个人出于
自己的兴趣爱好从事科学研究而不受社会舆论的影响；但是
在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中，个人的活动总是受到外界的影
便压抑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
响，
于是“群目之曰呆子”
严复从传统观、
思想氛围和社会结构三个角度对中西文
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近代自然科学没能在中国产生和发展
（下转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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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严重的损失，直到辛亥革命后才结束 2000 多年的封建
统治。早期邓小平就说：
“经验证明，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
[2](P90)
成功的，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
体现在善于借鉴和继承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
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东西。当然，
邓
小平提出对外开放这一观点也与当时的和平与发展的国际
环境有关，
在一个军阀混乱的年代是不适合也很难有机会开
放的。毛泽东时代虽然没有实现对外开放的条件，但是他也
说过，
大致意思是凡是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东西我们都要用都
要学，至于要向资本家们交学费是理所当然的，可见当时毛
泽东还是有对外开放的意识的。
通过开放，可以在外投资发展经济，也可以利用外资来
满足本国人民的消费，
还可以通过一些税收来加大自己的财
政收入。
（六）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认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好比计划经
济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一样，
只要能发展生产力就能用。所
以，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存在商品和交换是正常
的，主要依据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从经济落后的国家开始的，
并非马恩所设想的那样。这个市场经济理论促进了传统的计
划集中型向市场导向型的转换，
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当
然，很早之前毛泽东就认为商品生产不会带来资本主义，也
提倡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他的依据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没
有资本主义产生的基础私有制了，
再者就是人民公社化和大
跃进的教训。但毛泽东的认识还是有局限的，
否则也不会在
“文化大革命”时期，强烈要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不如邓
小平认识的深刻。
（七）强调科学技术在现代化的地位，
首次提出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
在马恩时期就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但把科学技术
作为现代第一生产力的唯有邓小平，
他的依据是科学在人类
社会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和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
国与国的竞
争已经扩展到技术和人才的竞争。再者，
就是科学技术在现
代经济的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生产力经历着自然力
为主导、
大机器取代自然力为主导、
科学技术成为主导，如在

当代，
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最
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
技术的力量”
。[1](P87)根据历史资料统
计，
在刚刚进入现代科技发展阶段的 20 世纪初期，科学技术
在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仅占 5％至 20％，到
而到 80 年代则高达
五六十年代，
其比重已上升到 50％左右，
60％至 80％。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
现代科学技术是当之无
愧的第一生产力。[3](P80)邓小平的科学技术观是科学技术要服务
于生产，
要为人民谋利益，
注重它的长远发展，
富有远见。
（八）重视教育，重视人才，恢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停
止六年之久的高考制度，重新重视了知识分子的地位，积极
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人才，
而人才培养的基
础是教育。如“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要有一支浩浩荡
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
要有一大批世界
第一流的科学家、
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
们面前的一个严重的任务”
。[1](P106)他认为“教育要面向现代
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依据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
抓，以及“四有”人才对我国的需求，还有改革开放后带来的
效应，
所以他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从毛泽东、
邓小平以及后来胡锦涛的现代化思想都证实
了中国的现代化会一直延续，而且会越走越好，毕竟每一代
都可以借鉴前辈们的经验，然后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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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李约瑟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严复对西方科学思想的介绍和对西方经典的译著对近
代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毛泽东、
胡适、
鲁迅等人深
受严复思想的影响。进化论的世界观塑造了新一代学人对历
史向前发展的信心，也给苦难的旧中国以期待光明的希望；
对自然科学知识与科学方法的介绍，
使“科学”
成为了那个时
代的主题；功用主义的科学观、爱国主义的科学立场都为后
世的中国知识分子奠定了坚定的价值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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