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
·观念百年：省思与重构·

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命运①
□ 俞兆平

内容摘要 科学主义的问题，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日益显现出来，因为它是“现代性”构成的重要
组成部分。由于科学自身具有一种实践性的品格，人类在掌握自然规律之后，势必推动自我去改造外界客观
事物，以使得自身本质力量得以确证。“科学是生产力”，科学促进了物质生产，创造了财富，改善了人这
一族类的生存状况。但正如卢梭所指责的，科学与文化进步的同时，也带来其负值效应，因为它刺激了人的
贪婪、虚荣、野心等欲念，进而引发掠夺与战争等暴行。这是科学异化无法卸脱的“原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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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势必推动自我去改造外界客观事物，以使得自身本

一

质力量得以确证。“科学是生产力”，科学促进了物质生
产，创造了财富，改善了人这一族类的生存状况。但正如

科学主义一词为科学概念之衍生。人们崇奉、信仰科

卢梭在 《论科学与艺术》 一书中所指责的，科学与文化进

学的观念与方法，在趋于极致之际，多会产生科学万能的

步的同时，也带来其负值效应，因为它刺激了人的贪婪、

信念，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均在科学的掌控范围。不仅外

虚荣、野心等欲念，进而引发掠夺与战争等暴行。这是科

在自然界能以科学方法来认识，而且内在精神界，如价值

学异化无法卸脱的“原罪”
。

判断、情感好恶等，也可以用科学法则来衡量。也就是

近代以来，科学以工业为媒介，在实践上全面进入人

说，科学主义一词的概念内涵，并不只是指数理化一类学

类的生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促进了社会文明的高

科对自然规律的探寻、把握及技术操作方式等，它更注重

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激发人的贪欲、恶念等，造成人

的是科学的“精神”，即科学上升为一种价值信念与原则

的物化、工具化，以及人的社会关系商品化的现象，即马

导向，它从“物界”泛化至“心界”，有着从认识论向价

克思所说的“非人化”的状况。因此，在当代社会中，对

值论转化的意义，已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性质。“要而言

物质主义及“人的物化”、“非人化”的批判，往往追溯

之，科学主义可以看作是哲学观念、价值原则、文化立场

到对科学主义的质疑与反思。物质与精神的矛盾深层隐藏

的统一。在哲学的层面，科学主义以形上化的世界图景和

着更尖锐的科学与人文的对峙。这也是“现代性”所欲探

实证论为其核心，二者似相反而又相成；在价值观的层

索及力求化解的核心命题之一。

面，科学主义由强调科学的内在价值而导向人类中心论
（天人关系） 与技治主义 （社会领域）；在文化立场上，科

二

学主义以科学化为知识领域的理想目标，并多少表现出以
科学知识消解叙事知识与人文知识的趋向，与之相联系的

“现代性”的内涵，是人们对近二、三百年以来人类

是以科学为解决世间一切问题的万能力量。在科学主义的

现代化进程中诸种现象的认识、审视与反思，是对现代化

形式下，科学成为信仰的对象。
”

的正值成效与负值后果的理论概括与价值判断。因此，与

［1］

这是对科学主义内涵

更为全面的概述。

其相关的科学主义问题，也是在近代方才凸显出来。

科学主义的问题，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日益

远在古希腊时期，科学是作为实现希腊人的人文理

显现出来，因为它是“现代性”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

想，即达到自由的一种学问。当时，希腊人的人文理想是

于科学自身具有一种实践性的品格，人类在掌握自然规律

“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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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由，只有“理性”才能保证，而理性就体现在“科

由”的学问。

学”之中。“对古典希腊人而言，能够保证人成为人的那

随着人类历史的行进，科学日渐发展、成熟。至欧洲

些优雅之艺是‘科学’，而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

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开始有了分野，科学主义苗头

古希腊科学理性

亦即萌生。近代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笛卡尔和培根所开启

的伟大传统在“科学—理性—自由—人文理想”这一流程

的两大传统：数理传统和实验传统。笛卡尔将主体与客体

中得以呈现，这是科学与人文血脉相融的源点。

彻底分开来，为现代意义上的认识论扫清了障碍；而培根

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
”

［2］

对于科学的这一古老的人文内质，百年中国学界也

的实验哲学，则为人类知识的确定性追求，提供了直观实

有所呈示，像鲁迅即称之为“神圣之光”。在 《科学史教

证的可能性。尤其是笛卡尔的人与物的主客二元论哲学，

篇》 中，他写道：“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

突破了神学的藩篱，从根本上解决了束缚科学发展的哲学

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

问题。人的理性得到史无前例的高度肯定，物质世界不再

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于拿破仑之战

是一个神性的感知对象，而是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

将云。”

［3 ］

在鲁迅心目中，真正的科学，有着神圣的光

事物是辩证的，科学的快速发展亦潜存着负面隐患。

芒，照耀着世界，它阻遏邪恶末流，孕育美之情感。在

因其专注于现实物质世界的确定性知识的掌握，就逐步淡

这一向度上，科学不仅是“器”，而是上升为“道”，即

化、疏离了对人的生存价值及终极性意义的追问，最终导

科学不只是科技原理及具体的操作方法，而且还放射出

致了科学与人文的分离。美国当代哲学家史华慈将笛卡尔

人文的“神圣之光”、“人性之光”。鲁迅还精辟地指出：

哲学断定为西方哲学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即“笛卡尔的

“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

断裂”：“这套二元论，一方面是整套的科学，对物质的

科学的理想之感动”，也就是说，像科学发明此类“灵

机械论看法；另一方面就是物质的对立面，它不是上帝而

感”，甚至受启于“非科学的理想”，孕育于深厚的人文

是人这个主体心灵。两个世界：主体 （心灵） 和物质彻底

内涵之中。因此，鲁迅还向科学家提出这样的人生准则：

完全地分开了。
”

［5］

这种分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的断

“故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其

裂，物质与精神的断裂，也是科学与人文的断裂，人文精

中，“恬淡、逊让”，强调的是生存伦理；“理想、圣

神不再是科学的“神圣之光”，科学也不再是对人的自由

觉”，则是指科学家在日常的生存与工作中决不能忘却科

精神的追寻。

学的人文内质。鲁迅不愧为伟大的思想家，他深得古希

从欧洲启蒙主义时期到当代，科学创造出无与伦比的

腊科学中人文传统的奥秘，在1907年就向国人强调了科

辉煌的业绩，科学以其神话一般的魔力给予人类高度的物

学的人文精神、人文理想，纠正了“以器代道”、以工具

质文明与物质享受。人们对其顶礼膜拜，奉若神明，不妨

理性淹没科学中的人文精神的偏误。

借用胡适的一段话，来看看20世纪初科学思潮进入中国时

和鲁迅的主张类似，徐志摩亦把科学分为两类：“纯

的状况：“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

粹的科学”与“科学的运用”。现今学界多把徐志摩当成

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

一位浪漫诗人，殊不知他在科学方面也有一定造诣，1920

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

年，他就翻译发表 《安斯坦相对主义》 长文，是爱因斯坦

‘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

相对论的中国最早译者之一。对于“纯粹的科学”，徐志

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

摩指出：“真纯的科学家，只有纯粹的知识是他的对象，

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他绝对不是功利主义的，绝对不向他寻求与人生有何实际

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科学有着至高无上的威权，有着无

的关系。孟代尔 （Mendel） 当初在他清静的寺院培养他的

所不能的功效。由此，“科学万能”成了一种新的宗教，

豆苗，何尝想到今日农畜资本家利用他的发明？法蓝岱

科学理性成了新的上帝。当科学僭越了人文的席位，当科

（Faraday） 与麦克惠尔 （Maxwell） 亦何尝想到现代的电气

学把人的灵魂物化时，科学主义思潮便泛滥开来。

事业？”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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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纯粹的科学研究是完完全全的求

“真”过程，它的目的是探索自然物的内部奥秘，揭示其

三

构成及运动的规律。在这一进程中，它不会去考虑“善”
的功用价值，不沾染任何实用功利意欲，有着一种形而上

西方的科学及科学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何以能风靡

的纯净的意味。这种超然与纯粹，才是真正的科学大师的

中国呢？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现代意义上

精神品格与生存方式。这一分法，亦是古希腊的传统精神

的科学是一个缺席者；而积弱处贫、内忧外患的社会现

的延续，因为当时的科学，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概念

状，更激起国人以科学救国的思潮。

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离实用目的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科学作为一种无功利性的知识，是不自觉的，所以是“自

若就文化内质来说，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从
理解方法看，中国传统文化缺少西方文化将事物或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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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约为某一核心点的方法，故缺少科学元素的理论构成。

即代表了这一阶段的典型观点。但他们将西方文化仅限定

当然，中国也讲金木水火土这“五行”，但相对于西方的

在实用性方面，科学在中国难于正常发展，洋务运动雷声

“原子论”的化约境界，相去甚远，甚至流于巫术的预测。

大，雨点小，成效甚微，即是明证。三是洋务运动失败以

至于“道生万物”的抽象与庞杂，则永远令人捉摸不透，

后，先进的知识分子才进而认识、理解到科学所具有的普

缺乏万物本原的追寻，而后者正是支持科学发展的动力。

遍意义，开始从思维方法、价值体系上推崇科学，从而对

其二，从认知模式上讲，中国传统文化主客不分，缺

科学的理解由“器” 演进、提升到“道”的境界。但也

少“笛卡尔的断裂”，产生不出现代意义的认识论。它作

内蕴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激化，客观上促进了科学主

为一个有机整体，一直是从大我出发，来透视人类社会的

义思潮在中国的泛滥。

整体性发展，不是天人感应，就是日常伦理，强调的是集

这一从“器”到“道”、从技术操作到价值信念、从

体理性。而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是认识主体的独立性，只

认识论到价值论的演进、转化的过程，主要源自严复。19

有在自由地思考中科学思维才可能诞生。中国传统文化思

世纪90年代，严复在天津 《直报》 上发表系列文章，揭示

维均以圣人之言为准，禁锢了个体主体性与自由的思想。

中西事理、学理之不同。其著名的 《论世变之亟》 一文明

其三，从传统氛围上讲，中国文化重修身而轻技艺，
更多的是关心人格的修养，而忽视了对外在世界的规律把

晰地抉出了西方国家与中国相异之命脉，严复的目光锐
利，比前人看见了更为深层的东西。西方国家之优异，不

握与实践改造。典型的范例莫过于 《庄子》 “外篇·天

在于“善会计”、“擅机巧”、制“汽机兵械”之类，这些

地” 中有关子贡与“为圃者”的对话。子贡路过汉阴，

都是形而下之“器”。其“命脉”关键之所在，为此二者：

见一种菜长者，“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十分吃力

即学术上求“真”——
—科学之真，政治上求“公”——
—公

而收效不大，就问他，为何有桔槔这一汲水器械 （利用杠

正与民主。

杆原理制作的） 却弃之不用？答曰：“吾闻之吾师，有机

科学的内涵和意义，从“器”推进到“道”，使国人从价

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

值论的形而上的高度来重新审视“科学”
。

［8］

此二者方为形而上的“理”、“道”。他把

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

严复还向传统的经学体系发起了攻势。他翻译了 《穆

庄子借此说明：使用机

勒名学》、 《名学浅说》 两部西方逻辑学专著，并以此科

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

［7］

械者便是投机取巧，顺之他就不具备纯洁清白的品质，进

学的方法论与传统的经学方法对比，揭示了后者的弊端。

而他就会心神不定，如此当然无法容道于心了。“机心”

他指出，西方的学运昌明，得益于逻辑上的归纳法，逻辑

与载道之“纯白”心胸是对立的，因此机械也就成了邪恶

学“如培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严复

的。显然，这种传统文化氛围扼杀了科学之苗在中国的正

称逻辑学中归纳法为“内籀”，演绎法为“外籀”，两者中

常成长。

他更为推崇归纳法，认为归纳法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而

至19世纪末，甲午战争之惨败，马关条约之辱国，使

中 国传统 经学 的 方 法 则 属 于 演 绎 法 ，往 往 以 “子 曰 ”、

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未有的劫难之中。当一个阶段的历史

“诗云”作为大前提来演绎推导，它虽然符合三段论，但

走到了终点，也就预兆着它的新生。寻变革图强之法，思

由于大前提是先验的，“大抵是心成之说”，是旧有的

谋国救世之道，成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时期

“已得之理”，因而不可能从中获得新的知识。他打个比

中活动的中心。中国积弱难治的原因何在，西方世界强大

方：“夫外籀之术，自是思辨范围。但若纯向思辨中讨生

的秘密又是什么？他们在苦苦思索与寻求。这样，中国以

活，便是将古人所已得之理，如一桶水倾向这桶，倾来倾

往儒教精神规范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原有经学价值体系

去，总是这水，何外有新智识来？”

的可行性也受到了质疑。随之而来，是对构成近代世界

—演绎法所衍生的知识，仅如一桶倒来倒去的水而已，
——

—西方的民主、科学的推崇和
“现代性”最根本的要质——
高扬，并迅猛地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形成壮观的大潮。
西方的科学在中国扩展的进程大致经历这三个阶段：

［ 9］

经学之“外籀”

无创新之义。其弊病与陈腐，呈露无遗。因此，以科学体
系代替经学体系也就势在必行了。
在当时，促使中国文化思想界的科学语境形成的还有

一是坚持固有的传统，以守旧的封闭心态排斥之。当时的

康有为、梁启超等。康有为所著的 《实理公法全书》 就是

清政府仍然做着他的天朝上国梦，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

国内首部运用科学方法从各个领域推导变革理论的著作。

心，人就站在天地之间，对西方的日心说等所知甚少，对

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亦致力于对西方科学的学习，

西方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革命毫不知情，对全球的海洋地

他在 《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 一文中，高度推崇培

理也了解甚少。因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一开始就予以拒

根与笛卡尔，认为其两人“为数百年来学术界开一新国

绝。二是面对西方“船坚炮利”的残酷现实，不得不试图

土”，并使人摆脱了“心奴隶”——
—精神上奴隶之状态。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器”，即物质机械的实用性技

他概括了培根为代表“格物派”的英国经验主义和笛卡尔

术角度接纳之。像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72

为代表“穷理派”的欧洲理性主义的要义，提出“我有耳

文化视野
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的原则，并认为循

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

此原则即可对古今中外的学术作出评判：“我有耳目，我

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

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

性。由于科学诸特点恰与人生观相对立，故科学不能提供

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

人生观。

第一快意事耶！”

［10］

传统经学研究方法那种诚惶诚恐的

“子曰”、“诗云”的前提规范全被抛舍了，国人可以在科
学理性的导引下，自由地巡视、评判、取舍、扬弃古今中

［12］

他悖逆“五四”时期崇奉科学之时代大潮，

系统而全面地对“科学万能”说发难，要求重新审视、确
立人文精神的价值。
此前，丁文江曾私下和张君劢就这一问题作过多次争

外的学术。这种境界与气度，正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所梦

论，此时按捺不住了，同年4 月发表了 《玄学与科学》 一

寐以求的。康、梁时为学界之泰斗，经其两人登高一呼，

文，予以反诘。他称张君劢等为“玄学鬼”，意即沉溺于

国人自然齐声相应，趋之若鹜。科学、科学方法，及科学

虚幻之境中。丁文江等认为，传统精神、直觉、美学、道

的价值观念，经时日之集聚、累积，初步演化形成19世纪

德、宗教感情等，实则为虚幻的玄学，只有科学精神才能

末、20世纪初中国特有的倡导科学的文化语境。科学地位

对人生观的树立起积极作用。因科学能使人“有求真理的

的上升，“科学万能”的崇奉，便促使科学主义思潮在中

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科学的分析研究，能够深

国现代思想界弥散开来。

入到宇宙人生的所有方面，对各种问题都能作出解答，包
括精神意念、生命意义等。

四

这场论战迅疾地在中国思想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为中
国现代思想史上著名的第三次大论战。胡适、吴稚晖、陈

对一种思潮的竭力强化，也就隐伏着对它的不足之处
的疏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大力倡导科学精神之际，往
往遮蔽了它的负面后果。科学方法变成了无所不能的万应
灵药，成了新的“上帝”
，科学偶象化、神圣化了。
如前所述，在人类思想史上，对科学负面后果的质疑

独秀、瞿秋白、梁启超、张东荪、王星拱、范寿康等众多
知识界的精英人物都卷入了论争。在当时崇奉“德先生”、
“赛先生”的历史语境中，表面上是以张君劢、张东荪等
为代表的“玄学派”败下阵来，而以丁文江、胡适、陈独
秀等为代表的“科学派”获得胜利。

始自卢梭，但引起这一怀疑的全面爆发，是第一次世界大

但得胜的“科学派”一方内部并不统一，反而在原则

战。战争中，由先进的科学技术所发明创造的武器，屠杀

立场上产生了分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派的“物质一元

了大量参战的士兵和无辜的平民。科学的“成果”毁灭了

论”与自由主义派的“心物二元论”冲突的开始。陈独秀

一座座城市和乡村，毁灭了人类予以自豪的人性与文明，

认为，胡适与张君劢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他指出：“我

于是人们在对科学的盲目信仰与顶礼膜拜中惊醒，开始对

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

“科学万能”之价值，即科学主义思潮，有了另一向度的
判断目光。

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13］

而

胡适则不赞同陈独秀把“物质的”一个字仅解释成“经济

在中国现代思想界，梁启超是最典型的一位。第一次

的”，他说：“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 （经济） 史

世界大战过后，1918年底，梁启超、张君劢等作为中国赴

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

欧观察组成员参加巴黎和会。在欧洲，他们目睹了战争给

更进一步’
，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
”

［14］

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生灵涂炭，民生凋敝，思想混

“这一步”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历史观与

乱，精神失落。这一切都使梁启超震惊不已，但他更关心

自由主义的多元论历史观的区别之所在。因此，在历史的

的是战祸及危机的根源，他也像卢梭一样把它归罪于“科

—陈独秀与胡适
脚步中，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老战友——

学万能”论。

之间，因哲学观念与思想倾向的不同，其立场分歧无法调

［11］

人所共知，梁启超乃清末以来鼓吹西方

文化、倡导科学思潮着力最甚的代表人物。今天，他居然

整了。陈独秀的这段话宣布了他们最终的分裂与对立：

一反前说，对科学的地位，对科学主义思潮的偏颇，提出

“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学，

质疑，这就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成为其后

如何对心与物平等看待！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前奏。

的原因，——
—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

这场论战的导火线，是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

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
—像这样明

所作的题为 《人生观》 的讲演。其演讲的要义是：人生观

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

问题的解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它只能依赖于人类之自

道谢！
！
！
”

［15］

身。原因是：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第

这场著名的“科玄论争”，在社会、政治、哲学上的

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

意义重大，说它导引了其后中国思想界的三大走向，一点

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

也不为过。张利民在 《科学与人生观》 一书“重版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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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归纳道：“随着论战的展开，形成了以张君劢、梁启超

义，曰自然主义。”

等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

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思潮形成之因呢？其原因在于科学主

的‘科学派’，论战后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

义、科学精神所讲求的客观精细的观察、原态事实的实

也著文参战，主要支持了科学派反对玄学派，可称之为

证，以及不介入情感好恶与价值判断这三大原则，与文学

‘唯物史观派’。通过这场论战，中国现代哲学的三大思

写实主义在精神和方法上的追求，在内质上是一致的，从

潮：现代新儒学、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初步展示了未
来的发展方向。”

［16］

当时，对这场论战并没有作出谁赢

［17］

那么，科学精神何以会成为文学

而在其间构成了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
茅盾在1920年写的 《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

谁输的判决，但从论战后的中国文化思想界的总体趋势来

写实主义》 一文所持的观点也和陈独秀相一致：“科学昌

看，科学派取得了极大的胜利，玄学派在一段时期内淡

明时代的十九世纪后半，人人有个科学万能的观念；所谓

化、消隐了，以非主流形态演化成其后的现代新儒学派。

科学方法一直运用到哲学方面，不但哲学，社会改造的企

得胜一方的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均以科学的原则

图 ，本是多 少 带 几 分 理 想 性 质 的 ，也 闹 起 ‘科 学 的 ’、

来导引新人生观，来建立新的社会形态，他们的主张，获

‘不科学的’来。文学当这潮流，焉能不望风披靡呢？这

得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各方的普遍认同与接纳。尤其是马克

是写实主义兴起的一个大原因。”

思主义作为新的科学理论在中国思想界广泛传播开来，随

崇尚科学的历史潮流，科学主义思潮的诱导，使文学不能

着政权的更迭，取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18］

茅盾说得十分清楚，

不跟从之，由此方产生了文学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写

回顾这场论争，虽然无法就具体问题达成相对一致的

实主义者把文学当成了“科学的文学”，把人类、社会当

结论，但它对于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及深化有着重大的意

成是科学实验的对象，并用客观冷静的实验方法来作为文

义，其影响直至今日。海内外学界对这场论战仍不断作出

学的创作原则。

新的评价，除前引李泽厚之外，还有郭颖颐、林毓生、汪

这就说明，五四时期崇尚科学的历史语境，使科学精

晖、杨国荣、洪晓楠、朱耀垠、段治文、秦英君等，于此

神成为强势话语，它决定了写实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

不再赘述。

独尊地位，也使按“进化论文学观”演变流程应处于前列
的“新浪漫主义”退居其后。

五

至192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史观、科学的
唯物人生观在文学界的影响日益扩大，日益成为作家反映

科学及科学主义的观念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所广泛接

与表现现实的创作指导原则。至1933年4月，瞿秋白 《马

纳，这一趋向也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生成与演进过程中

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 和同年11月周扬 《关

得以展现。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至今尚未纳入中国现代

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 这两篇文章

文学界的主流话语圈，这是其重要的欠缺与疏漏。笔者在

的发表，一切都像水到渠成一样，使梁启超、陈独秀等所

此间颇有点“荷戟独彷徨”之悲凉感。现将要点归纳如

导引的写实主义 （包括自然主义） 文学流派，涌进苏俄的

下：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一“科学”的河床，并成为而
其一， 科学主义与中国写实主义文学思潮。
对于写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生成与演化，中国学界一般

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作家感时忧国的精神导引他们深切

后60年中国文学界的创作主流。
其二， 科学主义与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如若从科学主义视角来考察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话，

地关注自身生存的真实环境；二是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在

我们将会发现浪漫主义美学、文学思潮在本质上是反科学

浪漫主义之后必然选择了写实主义。前一视角，学者一般

主义的。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源自于对以科学理性

都认同；但后一视角，就有些错位。因当时文学先驱者们

为支柱的启蒙主义运动的反思，也就是说，浪漫主义在本

已注目于“新浪漫主义” （相当于今天的现代主义），茅

质上是对启蒙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它揭示出启蒙主义

盾撰有 《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 一文；郭沫若在日本筹

运动中科学主义倾向，揭示出由科学主义强化而造成的现

办 《创造季刊》 时，向陶晶孙谈及欲采用的办刊方针，均

代性进程的“负值效应”，于是人文精神与科技理性对峙

倾向或肯定“新浪漫主义”。但后来文学的历史发展却令

的巨大的世界性的历史语境显露出来。西方浪漫主义思潮

人困惑不解，反而是次序排在它之前的写实主义在中国文

源自卢梭，历经康德、黑格尔，延至当代的海德格尔等。

坛扎稳了根基，并蔚成风气。

在历史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所构成的矛盾张力体系中，美

问题的解答就要回到科学主义所形成的历史语境上。
正如陈独秀在 《今日之教育方针》 一文所揭示：“近世科

学范畴的浪漫主义是现代性的“自我批判”，是人文精神
抗衡科技理性的审美展现。

学家之解释人生也：……见之哲学者，曰经验论，曰唯物

但是，20世纪初的中国还处在缺失科学的特定历史状

论；见之宗教者，曰无神论；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

态中，与世界的现代性进程有相当的差距。因此，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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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主义已发出质疑的状况下，仍对“科学万能”痴迷

定人生的自由意志，物界的事实判断不能涵盖心界的价值

不醒，对科学主义未有警觉，这就在客观上阻隔了西方浪

判断，若一味地唯科学、机械“马首是瞻”，必将陷入人

漫主义思潮原汁原味地为中国文学界所接纳。

欲横流、道义沦丧的境地。

茅盾曾在 《语体文欧化问题和文学主义问题的讨论》

其后，吴宓回国，创办 《学衡》，成学衡派中坚，其

中指出：“科学方法已是我们的新金科玉律。浪漫主义文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在以革命、革新为标志

学里的别的原素，绝对不适宜于今日，只好让自然主义先

的五四新文化思潮中显得格格不入，其“守旧”和“复

这里，不适宜于今日的“浪漫主义文学里的

古”的倾向，在当时思想解放的历史大潮中，显然是逆流

别的原素”，显然是指其反科学主义的本质。在其后的接

而动的。但学衡派及其后的新月派在精神内质上，则与前

受进程中，浪漫主义的反科学主义内质逐渐被扬弃，它变

述“科玄论争”中玄学派一脉相承，由他们学说与作品构

异了，“中国化”了。它的反科学主义本质，它对“现代

成了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

来了。”

［19］

性”的自我批判的要义，它回归自然的本真性等，均被扬

激进对于保守的批判是合理的，但保守对于激进的质

弃、排斥了，余下的只是与中国古典美学“诗缘情”接轨

疑也是必要的。在学术史的建构上，我们不能仅以政治趋

的主情主义和文学创作的一般心理能力——
—想象这两大成

向而否认其学术地位，甚至取消其作为一种思潮的客观存

分，即浪漫主义变异了，“中国化”了。

在。就历史现代性来说，以学衡派、新月派为代表的中国

由此，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的所谓浪漫主义的

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对科学主义的抗衡，虽是逆历史潮流而

定性，可以推导出新的看法。一项确凿的证据是，1930年

动的，但他们的价值选择却趋向审美现代性。他们对现代

之前，我们在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公开发表的文字

化进程中物欲私利的膨胀、机械理性的扩展、道德伦理的

中，找不到任何肯定浪漫主义之处。显然，这和科学主义

沦丧等事关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持警觉、反思、抗衡的

有关，因为郭沫若等是崇尚科学主义的。郭沫若在 《论中

态度；他们偏重于人文精神的传承，偏重于艺术的自主性

德文化书》 中把大战的起因与罪责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

与审美自律性的设立，亦制衡、削减了历史现代性的负值

归结于政治上的动因。他还在此段文字下特地加上附注：

后果，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均衡，

“此处有意反对梁启超的 《欧游心影录》，该书正尽力鼓吹
科学文明破产。”

［20］

他和胡适的观点一样，认为梁启超

构成推进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合力。它与现代社会的
需求形成另一种逻辑关联，一样属于新的时代。

错了，科学文明更应大力提倡，特别是在我们中国这一科

六

学落后的国家，更要高扬科学及科学精神。在本质定性的
基点上，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有了如此之大的距离，你说
郭沫若等能原原本本地首肯、奉从来自西方的浪漫主义

“科学主义”这一概念由人类现代化进程而诞生，也

吗？由此，崇尚科学主义的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不

因纳入现代性语境而遭质疑。对它的反思与拷问，从18世

能冠之以浪漫主义社团的称号；而真正趋近于浪漫主义精

纪延续至21世纪。

神旨向的，应是以宗白华、沈从文、冯至等为代表的美学

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位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而出
向科学发难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1750年，卢梭写出了

追求与实践作品。
其三， 科学主义与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

《论科学与艺术》 一文，人类文明建构的乐观性、进取性

国内学界诸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论及20世

的信念，遭遇到第一次强有力的阻击：“有一个古老的传

纪20－30年代文坛时，对古典主义思潮采取回避的态度。

说从埃及流传到希腊，说是科学的创造神是一个与人类安

其原因就在于学界未能从科学主义的视点上，未能从科技

宁为敌的神。……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

理性与人文精神矛盾对峙这一世界范围的现代性语境中，

心、仇恨、谄媚和谎言；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

来考察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

于虚荣的好奇心；一切，甚至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

科学主义强调科学之无所不能，科学至高无上，人的

骄傲。因此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

［22］

自由意志便无足轻重，人生存意义可忽略不计。这样，人

以科学、艺术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一向是人类的骄傲，人类

文精神便渐渐地萎缩、削弱，有一类国人敏锐地感应到这

理性的标志，在卢梭这里成为新的“原罪”，成为被否定

一危机。1919年底，留美的陈寅恪与吴宓有一番深谈：

的异化现象，遭到了激烈的指控。文明的正值增长中所内

“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
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救国
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 （谓形而上之学） 为根基。”

含的负值效应，被卢梭以一种矫枉过正的语言公开地暴露
出来，人类第一次看清了自身两难的境地。

［21］

18世纪以来，由科学所推进的工业文明在经济领域创

这是陈、吴二人对中国当时重理轻文，重科学轻人文偏向

造了奇迹。当时虽然还没有“科学主义”的概念设立，但

的批评及欲采取的对策。他们认为，科学的机械论不能决

是科学所导致的异化现象，人类文明的正值增长所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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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否定因素，即马克思所说的“非人化”状态，日益呈现

科学或客观的研究方法，已染化了人的思想，引进自然主

出来：物欲无限度地急剧膨胀，技术思维的单向、片面的

义，定数论和物质主义。所以说，科学已毁灭了人道。自

隘化，人与自然的日渐疏离，商品交换逻辑渗透至生活及

然主义 ［信仰竞争］ 已毁灭了行善与合作的信仰。物质主

人的意识的深层，意识形态所涵盖的话语权力严密的控

义已毁灭了玄通知远的见识及超物境的认识信仰。定数论

制，人类精神的“神性”和生存的“诗性”沦落、丧失

已毁灭了一切希望。”

……这些异化的现象引发了人们的忧虑及抗衡。以卢梭为

使自然主义、定数论和物质主义盛行其道。自然主义把自

源端的这一浪漫哲学、美学思潮，历经康德、谢林、诺瓦

然界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法则用于人类社会，人类潜

利斯、叔本华、尼采，到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直至当代

在的不可遏制的贪欲，引起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

的罗素、马尔库塞、霍克海默、阿多诺、史华兹等，“他

之间的争斗，爆发了今日的世界大战。而物理世界的公

们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人的本真情感的纯化，力图给沉

式、定理被移用于人事，人变成事实与公例的现象，变成

沦于科技文明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震颤，启明

数学上可计算的物质定数的范型，这一“科学定数论”

在西方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的惨境中吟痛的人灵。
”

（亦即“科学主义”
），窒息了人的灵性，造成宿命的悲观

［23］

［26］

由于科学的纯客观认知的原则，

在中国，科学主义一词的使用，按笔者有限的阅读范

主义。至于物质主义由于披上科学的外衣，有了尊严，使

围，像是起自徐志摩。1923年初，徐志摩翻译、发表了罗

强权政治可托庇于其门下。这种由“科学主义”所引发的

—反抗机械主义》 一文，在译者序
素 《教育里的自由——

物质主义、自然主义等错误的观念，使整个人类变成一座

中，他写道：罗素“所主张的简单一句话，是心灵的自

争斗不息、弱肉强食，毫无人道、理想、温情的荒林。

由，他所最恨最厌恶的是思想之奴缚。他所以无条件的反

林语堂还在该书 《中译本序言》，陈述了自己思维逻

这里，正式出

辑的推演流程：若世界大战为“果”，强权政治为第一层

对机械主义，反对科学主义之流弊。”

［24］

现了“科学主义”一词，研究界应予重视。但是否最早，

之“因”；若强权政治为“果”，那么物质主义就为第二层

仍需考证。

之“因”；若物质主义为“果”，那么科学定数论和自然主

在此概念出现之前，对科学主义一类的流弊的质疑与

义就为最根本的“因”。林语堂就是这样地揭示出了：世

批判早已展开，其中最为激烈、最为深刻的，当数鲁迅。

界大战—强权政治—物质主义—科学定数论 （科学主义）

1907年，他所写的 《文化偏至论》，揭示的两大“偏至”

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还比史华慈

之一，就是深层为科学主义所引发的“物质主义”弊端：

更早地论及“笛卡尔的断裂”问题：“欧洲知识界的毛病

“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

是当笛卡儿把宇宙切分为心与物两个方便的部分开始时，

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

……这种趋势达到了上帝的‘灵’及人类的‘灵’必须服

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

从笛卡儿方法的程度。”

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

的学理深度。

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荫，使性

［27］

由此，亦可看出林语堂思考

1949年政权的更迭，使国人关注 的思 想热点 转换，

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

“阶级斗争”的残酷性把“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关系”这

鲁迅揭示，由于19世纪“知识”、“科学”高

类形而上的“玄学”命题，挤压得影迹无存。直至20世纪

速发展，单向地助长了“惟物质主义”，其失衡的偏误给

80年代，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展开，这一问题才渐渐进入

此矣。”

［25］

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恶果：“物欲”遮蔽了“灵明”，

学界关注的范围。但在百废待兴之际，科学自然以其实践

外“质”取代了内“神”，物质文明的高涨，精神文明的

性、现实性的力量，首先为国人所重视，“科学的春天”

低落，人的旨趣平庸，罪恶滋生，社会憔悴，进步停滞。

的到来，让神州大地为之欢欣鼓舞；科学的先期复兴，拯

“物化”、“非人化”，这是科学主义引发的19世纪的社会

救了我们的民族与国家。但新一轮的对科学崇拜、神化的

弊病，难道不也是今日生存于21世纪工业化社会中人类的

氛围，也渐之弥散开来。甚至连以精神追索为终极的文学

困境吗？因此，你若不以科学主义、人文精神等为理论参

界，也兴起以科学为核心要义的“文艺批评方法论”热

照系的话，则永远无法领会鲁迅思想的超前性与深刻性。

潮。原属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新三

在中国百年思想史上，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力度能与鲁

论”
，被引进至国内文艺理论批评体系之中。

迅比肩并立的是林语堂，遗憾的是学界对此至今未能引起

时代在前进，人文精神却相对萎缩，这一社会状况引

关注。他的批判文字主要集中在 《啼笑皆非》 这部著作

发一批有识之士的焦虑。1993年，上海学界以王晓明为主

中。该书出版于1943年2月，是对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发起一场“人文精神讨论”，在 《上海文学》、 《读书》 等

的世界局势，二战的动因、趋势，以及人类的精神拯救等

报刊上发表100多篇相关论文，其热烈的程度出乎时人所

作出评述。

料，显示出这一论题对中国当代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历

林语堂尖锐地批判道：“科学的催命手抓住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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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仿佛在重演，70年前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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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玄学”论战） 像是在中国思想界再一次展开，但与
“科玄论战”有所不同的是，反方没有出现，讨论成了一

域，发表相关系列论文和出版 《中国现代作家论科学与人
文》 一书，本文的写作亦受启于郭、杨二位学者。

边倒，几乎全是肯定人文精神的正方，以理直气壮的姿态
展开对潜在反方的声讨。
1993年这场讨论，比起1923年那场论战，论辩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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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此后所做的工作只是把这一哲学问题引向文学研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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