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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在那些“习以为常”背后，
我们能看到什么？

吴国盛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系主任，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

（筹）馆长。兼任中国科技史学会科技史教育工作委员

会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

业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科学思想史、现象

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科学传播与科学博物馆学。

“科学”，在今天已成了大众习以为常的高频词。

但关于其涵义、历史、发展路径和方向的探究乃至反思，

相比之下却显得远远不够。2017 年，清华大学成立科

学史系。这个似乎有些“小众”的研究领域引起不少

好奇，但在众多热门或大家熟悉的学科面前，仍显得

有些边缘而低调。对此，科学史系的系主任吴国盛教

授早已习惯。在他看来，科学史是科学发达到一定程

度后必要的反思，也为如今的跨学科研究、通识教育

提供了绝佳的交叉视野。科学史的发展，必将从历史

的维度，为通向未来的创新之路提供新的可能性。

科学史一定是等到科学很发达以后，需要有反思的时

候出现的。

记 者   科学史是一个很新的学科。很多人都很好奇，

科学史到底是研究什么？开设科学史系的意义究竟在

哪里？

吴国盛   科学史这个学科比较特殊，它其实是一个二

阶学科。一阶学科比如像数理化天地生，这种基础科

学在过去四百年里打下基础，塑造了现在主流的世界

观、方法论，及社会生活的基本运转模式。而科学史

一定是等到科学很发达以后，需要有反思的时候出现

的，它是个新学科。

20 世纪初期，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有一些学者和科

学家关注这个领域。比如著名的物理学家马赫，他在

19 世纪后期就很关注力学史。有一群这样的知名科学

家，他们对本学科的历史比较感兴趣，就会融合进教

学里。像理论力学第一章讲的就是理论力学的由来，

光学第一次课会讲光学的历史，等等。

所以科学家其实有一种天生的对历史的爱好。还

有一些贡献比较大的科学家对科学哲学感兴趣，比如

爱因斯坦。再有一个来路就是哲学家。哲学家为了推

广自己的哲学，会把科学的历史重新再叙述一遍，来

支持他的哲学观点。所以科学史其实一开始就有一点

沟通科学和人文的作用，它同时有哲学的来源和科学

的来源。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只是作为科学家的业余爱

本刊记者   关悦

——访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系主任吴国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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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它会不稳定，所以一定要职业化。西方基本到了

1950 年代，科学史家就独立了，完成了职业化的过程。

而中国科学史职业化的程度比较低，一直没有脱离科

学家的呵护。

中国在 1950 年代开始有国家层面的研究规划，就

是在中科院设置“中国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当时一

共有 11 个人，清华就占了 3 个：刘仙洲，叶企孙、梁

思成。这三位再加上张之高，可以说是清华科技史的

四大导师。叶企孙是研究物理史，梁思成是建筑史，

张之高是化学史，刘仙洲是机械史。

但中国在科学史方面的职业化比西方晚了 30 年。

中国实际上是到 1980 年以后，才开始把它当做一个学

术专业发展。学科自主性问题直到 21 世纪初才被从业

者充分意识到。

而且中国还有另外的问题。中国过去研究科技史，

目标不是沟通科学与人文，更多是为了爱国主义教育。

贫穷落后的形势下，怎么振奋民族精神？其中一块就

是研究古代那些辉煌灿烂的成就。中国从 1950 年代开

始的近半个世纪，研究科技史的主要工作都集中于以

爱国主义为目的。所以我们不大研究西方，都研究中

国古代。

西方有位著名学者李约瑟，他本人是科学家出身，

又喜欢东方文化，后来就专门做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李约瑟的研究在西方影响很大。事实上，他不仅影响

了西方人，也影响了中国人对中国古代的看法。李约

瑟是个中国迷，实事求是地说，他对中国的很多东西

有拔高的地方。当然我们中国很感谢他。中国过去一

穷二白，国际上人家封锁我们、歧视我们。但李约瑟呢，

中国人就说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所以李约瑟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政治符号。

这个是历史原因，和我们那个时候的处境是有关系的。

但缺点就是，脱离了科学史的初衷。

科学史的初衷是什么？科学发展越来越专、越来

越细，越来越不能满足人类文化整体性发展的要求。

人类文化发展需要整体性，否则就会分裂，会出问题。

所以科学史在西方最初出现，是一个用来沟通科学与

人文、沟通文理的学科。但在中国不是，这是一方面

的缺点。

第二个缺点是，咱们的科学史研究始终是作为国

家自然科学项目进行的，一直没有进入高教领域。在

高等教育体制中，一直没有科学史学科的位置。再一个，

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科技事业走向正轨，

科学家们都很忙，并没有太多时间关注这一块。所以

科学史实际上 80 年代以后被逐步边缘化了。

 像清华早期有科技史四大导师，北大早期物理史、

化学史也有不少名师，但后来随着形势发展慢慢地发

生变化，最后都散掉了，这是非常可惜的。

而到了新世纪，我们又面临着新的问题。教育本

身开始改革，由过去的专业教育向通识教育转变。专

业教育有其历史合理性，一个国家在落后的时候，必

须要以极快的速度提升国家经济水平、工业水平。像

清华就曾经是一所专科性的工业大学。但时过境迁以

后，如果还继续走这条路，就会制约国家的发展。过

分专业化的教育，难以培养出眼界开阔的领军人才、

战略科学家，难以培养出所谓的大家、大师。所以从

新世纪开始，从上到下都在讲要教育改革。宽口径、

重基础、淡化专业，都是这个思路。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史逐渐彰显出它的作用。清

华决定开设科学史专业，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考量。第

一是要恢复综合大学的气象；另外，清华本身理工科

2017 年 6月 30 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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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比较强，如果要办文科，就需要多条腿走路。除

了发展传统的文史哲学科，科学史也是非常好的一条

路，它可以直接推动科学人文领域的发展。

清华从 2016 年开始筹建科学史系，2017 年 5 月

16 日正式成立。这些年来清华一直在比较系统地进行

学科建设，致力于建成世界一流的综合大学。清华建

立科学史系后，又建立了天文系，加上之前的地学系，

基本上可以说理学门类都全了。

成立科学史系，除了学科建设方面的意义，另一

个更重要的实际意义就是要全方位优化和提升清华的

本科教育。科学史系在这方面也比较下工夫，很重视

给本科生开课。我们目前在全校开设了 30 多门本科通

识课程，包括科学通史、技术通史、科学哲学导论、

西方现代科学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革命、达

尔文研究……等等，目标就是帮助培养具有跨学科视

野和文理综合发展潜力的人才。

清华本身就是中国科技史学科的策源地，我们当

然有理由把它办好，成为未来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引领

者。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望或者计划，也是责任。

通识教育，第一就是知识面要广。但知识面到底要广

到什么程度？

记 者   说到通识教育，清华历史上就

一直很重视文理会通。您觉得在今天的

时代背景下，如何才能培养学生的通识

能力？科学史又如何在其中具体发挥作

用？

吴国盛   教育本来就是润物细无声的，

不是立竿见影见效的。假如拉长时间的

尺度来看，在统计上会有一个导向。比

如我们过去强调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虽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不转行，但是总

体上一定会培养出一批专业做事的人。

但这已经不符合现代发展的潮流。

因为现在的市场经济没法预测行业需要

多少人。为什么现在多提倡采用宽口径的通识教育，

就是为了满足快速变迁的社会对于不同人才的要求，

使得学生适应性更强。

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有一个新行业出

来马上设一个相应的专业，那样将永远处于疲于奔命

的状态。这个思路也是不对的。过去为什么这么办？

因为过去是计划经济时代，工厂就那么多，需要的专

业人才相对固定，就对口培养那么多人。现在市场经

济体制下，变化太大。大学也要相应地变革，培养基

础好、适应性好的宽口径人才。

通识教育，第一就是知识面要广。但知识面要广

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一定要按照中

国国情探索的地方。像美国各个名校的通识教育也不

一样，芝加哥大学有芝加哥大学的做法，哈佛有哈佛

的做法。其实我们也一样。 

就科学史而言，可能对学生最重要的就是开阔文

理视野。如果说传统人文是文史哲，那么科学人文就

是科史哲，把科学作为一种人文来理解。而这些是在

传统的理工科学习中没有机会了解的，最多就是听老

师讲学科背景时偶尔聊几句。

很多学生搞不清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这三个

科学史辅修专业的课程体系（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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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究竟是哪一个被教会烧死了。但他们听了科学史的

课之后就会觉得非常好。我在清华开得比较成功的是

一门小课——“科学革命”。二三十个人，一个学期

我会带他们精读五本书，《哥白尼革命》《新物理学

的诞生》《重构世界》《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科学革命》。讲怎么读书、怎么写作，怎么理解这

里面的一些关键概念。他们都觉得收获很大。这门课

在全校课程评比中被评过前 5%。

相对来说，《科学通史》是一门概论性质的大课，

我想像撒胡椒面一样，让学生们尽量多知道点科学历

史，因而更侧重广度；而《科学革命》是小课，更侧

重深度，针对的是对这个领域特别有兴趣的学生。我

一开始就会跟大家强调这门课的难度和付出，跟他们

说没做好准备就不要选。能坚持下来的都很好。

记 者   很感兴趣您所说的阅读的深度，具体是怎么

做的？

吴国盛   中国学生其实很多还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

我们从小专注研究的就是教科书，至于课外书就是

随便看看，其实不懂得读书。比如，读书要了解作

者背景，了解出版社的版本。同样都是科学革命时

期，为什么我们不是只读一本厚厚的《科学革命》就

算了？就是为了尽量纠正一个传统的偏见：历史就

是过去事件的总和，列出来就完了。不是这样的。

我们选的五本书都是写这个时期，你会看到每个

人写法不一样。我们要比较不同的写法，要理解这个

人为什么这么写？这和作者的背景、时代的背景、他

所属的科学史的编史纲领都是有关系的。这样你就会

形成一个新的历史观：历史并不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

其实是现代人跟古人对话的记录。所以每一代人都有

自己的历史，每一代人都要重新书写历史，因为他要

重新面临不同的问题。像我们在中学历史学习中常有

一个误解：历史就是背。把过去的事情，谁哪一年死

的、哪一年生的，哪一年发生什么事都背下来就行了。

其实这些只是基本事件，是历史的毛坯和基础，并不

是历史本身。历史远比这些复杂、丰富得多。

但这些说起来容易，还要具体落实。比如说读书，

我会经常问学生们问题。如果读完以后没问题，就白

读了。如果你读了，我问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却答不出来，

那也白读了。以前黑格尔说，同样一句话，老人说出

来和年轻人说出来，意思是不一样的。同样一本书，

在老师的监督和引导下去读，他就会理解这个意思，

否则就很容易一带而过。

上过这个课的学生都觉得，如果不是选了这门课，

可能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去了解这段历史，也

没有能力来深究近代科学的含义。近代以来，像我们

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要开始改学西方

的科学，废弃我们传统的工艺，甚至日常衣食住行都

发生改变。这其实是关乎到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

哪些东西变了、哪些东西没变；哪些东西是原汁原味

的、哪些东西是掺杂的，掺杂的后果又是什么……这

些东西不是抽象的，是要逐一落实的。

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是靠实验、

靠数学推理，人文学科主要就是靠文本阅读和解读能

力。而一个好的教育者不是灌输现成的答案，是创造

学生的可能性。

中国人在研究历史方面有很强的传统，秉笔直书、

读史明志，这些我们都很熟悉。再一个，中国人文本

解读能力极强，但思辨能力却非我们所长。所以我们

讲科学史，也是希望学生能够从习以为常的现象中看

到深刻的东西，比如说牛顿第一定律，大家做题都会做，

但我问过很多理科的学生还有老师，牛顿第一定律意

味着什么，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大学，我们中学和小学的科学

教育基本上也都还是做题的训练。学生会解题，但不

理解它为什么这么解，也不理解背后的东西。

过去一百多年，学科的基本思路是Doing science，

强调怎么做，错失了Understanding  science。

记 者   科学史系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科学史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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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现代科学史，为什么不是“中国科学史”？将中

国近现代科学作单独划分的原因是什么？

吴国盛   确实，目前国内同行大多是研究中国古代，

我们有自己的特色。西方科学史的研究过去是空白，

其实很缺。科学史研究需要综合视野，你必须先搞明

白西方的科学史到底是怎么回事，再回头来和中国的

情况做比较。至于做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因为科学说

白了其实是舶来品，明末清初科学从西方传到中国来

之后，其实有很多经验教训。过去讲得少，其实很重要，

值得好好总结和借鉴。

我们现在所学的数学也好、物理也好，其实和中

国古代都没什么关系，都是西方的东西。那么我们现

在所学是怎么从西方来的？它们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其哲学背景、宗教背景、文化背景如何？这些是我

们需要知道的。而过去这恰恰是我们很大的缺憾。我

常说过去一百多年，我们中国人学科学的基本思路是

Doing science，强调怎么做，错失了 Understanding 

science，这部分没有提上日程。没有这一部分，显

然我们民族对科学的吸收就是表面的、是肤浅的，只

有会做又懂得它为什么这么做，才能把它真正变成我

们自己的遗产和文化财富。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

任何一种世界观都像一盏探照灯，它会让那些你

探照的东西露出来。没照到的部分看不见，但不见得

没有，它还在，但是不起作用，或者被你忽视。中国

人也一样，我们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观。现在让你换个

角度看世界、看自身，就好比探照灯挪了一下位置。

那我们就要问：在探照灯挪移的过程中，哪些东西隐

掉了？哪些东西显出来了？

 至于将中国近现代科学与中国古代科学划分开，

那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我曾主持过科学院的一场辩

论，主题就是“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作为主持人，

我当然不能偏向。但我谈了这样一个看法：说中国古

代到底有没有科学，其实取决于你如何理解科学的定

义。宽泛的科学定义，可以理解为知识；而严格意义

上的科学，是西方的理性科学 - 实验科学。如果取宽

泛的科学定义，那么可以说中国古代有科学；如果取

严格的科学定义，那么中国古代就没有科学。

但仅仅这样还不够。如果只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关键取决于定义，那完全可以你有你的定义、我有我

的定义，各说各的，争论依旧没有价值。争论的真正

关键在于：你为什么要取宽定义，又为什么要取窄定义。

我认为，定义如何取，要取决于中国人当下的理

解。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很发达，就取宽定义好。

如果觉得自己现在还是落后的，还要继续奋起直追，

那就应该取窄定义，宽定义会模糊我们的发展方向。

在我们中国当下，这两种情况都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面我们觉得自己还很落后，特别是科学家，对这

一点痛心疾首，所以他们特别强调要取窄定义。而普

通人从我们现在发展成就的角度，觉得国力的增长有

目共睹，那么取宽定义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要害。取宽取窄，不是较劲，

更深层面其实反映出每个人对当下情况的理解。

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古老的。马克思说“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决定意识形态”。传统

的农耕社会以及农耕社会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上层

建筑，到现在工业社会都变得不一样了。农耕社会基

本上都是熟人、亲情、人情；工业社会却都是陌生人，

所以最大的转型就是从人情社会走向契约社会。

人情社会中的中国人是情高于理的，这在传统社

会很讲得通。中国人说“道可道，非常道”，它不是

一个固定僵化的条文，而是动态的。这个“道”其实

会有不同的挑战，随情况变化而变化。这就是中国文

化的智慧。

而到了工业社会，就是要求固化的制度，一点余

地不能谈。我们很多时候，并非真的制造业水平低，

或者工人水平低，而是观念低，对“严”的理解不一

样。我们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这个人怎么那么

较真？咱们中国人讲“较真”是贬义词，可是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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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死理恰恰是工业文明很强调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很

痛苦。一方面觉得必须要做，否则我们就会落后、拼

不过人家；可是真正去做，又会面临很多冲突，经常

觉得做不了。这是个问题。

现在讲工匠精神，这种精神中国古代有没有？也

有，但是它不是普适性的东西。中国人喜欢该粗的粗、

该细的细，不能把精益求精落实到每一个方面。而现

代工业社会恰恰就是要把精益求精落实到每一个方面。

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其实看得比较清楚，中国近现代

以来的社会转型，办厂、办实业、开矿山、修路……

始终处在动荡的状态，处于既对抗又融合的过程中，

是非常复杂的。

所谓的学科热，会慢慢沉淀，会不断流转。

记 者   相比于其他大家比较熟悉的专业，科学史非

常“新”。您是如何走进这个领域的？您如何看待专

业的“冷”与“热”？ 

吴国盛   我本科学的是物理。其实读物理是一个偶然，

我们当时高考是先考试后填志愿，考分出来，我的物

理差不多考了满分。那时候都是高分的去考物理。老

师就说，那你得报物理。但其实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

物理是什么，我那时比较喜欢的是数学。

学物理期间，我有一个老乡是哲学系的，没事我

就去找他玩、聊天，渐渐就觉得哲学挺好玩的。我们

学物理挺苦，要做实验、做题，而他是天天看书，什

么书好玩看什么，我就很羡慕。后来考研我就选了哲

学系。

我考的是科学哲学，不算完全抛开理科基础，所

以基本上还算是平稳过渡。毕业后我又到社科院的哲

研所读了博士学位。我们这个专业的很多人后来都慢

慢转行了，欣慰的是我还算没丢掉，一直在这个领域里。

而且这些年也见证了这个学科领域的发展。过去像中

科院科学史所，很长时间都招不来人，招的研究生里

好一点大学出来的都少。科学史这个学科的麻烦就在

这：一方面要想招来特别好的人才，就需要他有理工

科和人文的双重知识背景。可是你又是边缘化的学科，

谁愿意来？学得好的都念热门专业去了，像金融、管理，

这是普遍现象。但是好在随着社会的稳定发展，它会

慢慢呈现正态分布。会有一个成熟过程。这一点我倒

不太担心。

像我是 1979 年考入大学，那时刚刚改革开放，杨

振宁、李政道都回国了。那时有志男儿都学物理，物

理系一年能招二三百人。然后很快就不需要那么多人

了。之后又“生物热”，都在说“21 世纪是生物学的

世纪”，一窝蜂地学生物，很快又是人才过剩，也降

温了。慢慢大家就知道了，所谓的学科热，会慢慢沉淀，

会不断流转。

还有，过去因为要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状况，大

家会热衷于学应用学科，而现在中产阶级形成，大家

科学史系不定期举办线上、线下的科史哲系列讲座，目前已举办

40余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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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温饱没问题了，就会更关注上层建筑、关注文化

建设方面。人类的文明总是要向前推进的。

现在科学史的状况已经好很多。像这些年就有很

多如清华、北大的本科生，而且是优秀的本科生选择

我们专业。他们并不是说学不下去才来学我们这个，

是因为真正有兴趣才来学的。

记 者   您所说的优秀，主要是从哪些方面来考核？

吴国盛   学生第一考核的就是学业。比如你现在在物

理系，那我们就要看看你物理学得怎么样，专业课学

得不好转过来，我们也不要。当然，也有本身确实更

擅长文科思维，但是种种原因念了理工科的。但是这

样的不多，因为学习能力本质上是相通的，本专业的

学不下去，那就学什么都学不下去。我不太认同理科

学不好，转文科会学得很好。那样的说实话很少。

我们上大学的过程，其实相当于是一个自我选择

的过程。所以我们在办辅修时，一再强调兴趣。你本

来就在自己专业上学得很好，然后又对科学史有兴趣，

这种就特别好。这些年有不少学生学着学着，就会主

动说，我干脆转科学史算了。

包括我们现在招老师也是这样，也会看中他的本

科背景。因为学习的能力在哪个领域都是差不多的。

科学自由的维度，是在哲学层面。它当然包含但不限

于科学自由探索这块、非应用探索这块。

记 者   我们常说，科学需要自由发展。但另一方面，

很多科学领域又总是以应用为导向。您如何看待这两

者之间的平衡问题？

吴国盛   这是一个理解问题，实际上我们强调科学的

自由这个维度，是在哲学层面。它实际上包含了一系

列问题，比如说学者的自主权，包括学生的个人兴趣

爱好和自主发展等。它当然包含但不限于科学自由探

索这块、非应用探索这块。

像西方也一样，科学自由探索也只是很小一部分。

比如美国有国家科学基金，但钱不是很多，大量的还

是面向企业、军工需求的研发。应用科学被默认是科

学探索的主要方向，但是制度上又保证了那些做基础

科学的人可以安心研究。他会认为我做这个研究就是

因为我热爱，能不能做成谁也不知道。他不会因为所

做的研究似乎“无用”而感到内疚，而拿不到国家的钱。

像 2020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女科学家埃玛纽埃

勒·沙尔庞捷，她在颁奖典礼上就只说了一句话。她

说：“好奇心、求知欲和理解力一直是我生命里强大

的驱动力。”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从制度上改进。做基础的这

些人如果始终没有话语权，始终觉得自己惭愧，也就

不敢犯错。但实际上，科学研究探索，必须允许犯错误。

发展基础研究，也不是说我们选一批人，照着诺

贝尔奖候选人的方向培养就行。这样选出来的人，一

开始可能有希望，但是他压力很大，做不出来浪费国

家那么多钱怎么办？所以我们首先在文化观念上，其

次在制度建设上要允许、要宽容。当然这和国情、发

展阶段都有关系。现在我觉得是时候了。中国是个大国，

我们不是说要全民都学物理、都学生物。有些孩子天

生就喜欢数学，那你就学数学好了。但如果都去学金融，

发大财去了，那就真的是太浪费了。  

2021 年 5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建系 4周年师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