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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背后的心态科学主义背后的心态

所谓科学主义就是把科学推向一个至高
无上的地位。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当他们在评
价一件事情“是否科学”的时候，实际上俨然已
经是一名科学主义的卫道者了，最典型的案例
莫过于对中医是否科学的探讨。本书作者江
晓原教授认为，将中医置于现代科学的标杆下
来评判是不合理的，毕竟西医未来之前中国人
的健康一直是靠中医来呵护的并且卓有成
效。我们知道，西医的发展深受机械论哲学的
影响，它将人体视为一台可以修补的机器，哪
个零件坏了换哪个，因此现代医学也越来越依
赖于器械诊断，往往忽视病人的个体差异。而
中医的起源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
古人相信天人合一，相信我们的身体是有灵性
的，他们认为疾病不只是机体的损坏，还表现
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顺畅。正因为如
此，已故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认为，
在哲学思想上中医要比西医走得远。

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说，中医滋生了那
么多江湖骗术，难道就没有糟粕吗？糟粕是有
的，但不止中医有，西医也有，只消稍微考察一
下西医的历史便可知悉。而如果我们看问题
的角度只停留在对与错上，最终就会导向一种
对绝对正确的崇拜，科学主义便是如此。本书
的“思考”部分旨在破除我们对科学的“执念”，
比如它将告诉你NASA发布的科学发现有炒
作之嫌，《自然》杂志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学术，
影响因子是用来赚大钱的……这些“离经叛
道”的观点可能会引起部分读者的不适，因为
这些对象都是我们长期以来顶礼膜拜的权威，
而造成这种单方面一厢情愿的因素正是源于
我们对“赛先生”的认识偏差：自洋人用坚船利
炮摇醒大清国的迷梦起，“落后就要挨打”就成
了中国人心里挥之不去的痛，也是自此起，我
们把这根欺凌我们的“棍棒”奉为神物。一百
多年过去了，中国早已摆脱被殖民状态，但这
种“被殖民者”的心态仍旧根深蒂固。我们相信
凡是科学的就是正确的、先进的、强大的，但这
并非科学本身的属性。而与科学相悖的事物就
会被认为是迷信的、保守的、落后的。过去是将
西洋技法视为无物，现在则是奉为圭臬，等于从
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今天我们看待科学
也好，其他外来文化也好，最好的心态应该是不
卑不亢。即使落后要被挨打，但也不能因为挨
了一次打就再也看不起自己了。不管从历史还
是当下来看，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自信。

另外，本书的立意不在谈论科学本身，将科
学请下神坛并非全盘否定科学的贡献，而是旨在
鼓励更多元的文化与价值，摆脱科学主义的偏
隘。许多科学主义者将一时的科学结论视为这
个世界的终极真理，但这实际上是非常短浅的，
这不仅会割裂我们与古代世界的联系，而且会
使我们不能对现代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这里
援引史蒂芬·夏平用以评价牛顿时代科学精神
的一句话：“看似新颖的东西有其古代的源头，
看似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是最新颖且卓越的。”

事实是，看似离经叛道的东西实际上是一
种传统的回归，传统的东西很多时候反而比新
事物走得更远。科学如果就自身思想而言，其
在整个人类文明面前显然还不够厚重。

“今天我们应该让科学技术做什么？”这本书
当然不是高头讲章，不是用“学术黑话”包装起来
的让广大读者“不知道它在讲什么”的书。它仍
然应该是一本能够雅俗共赏的书，但是它要大胆
地讨论一些抽象而深刻的问题。

在科学技术给了我们越来越多的便利和物
质享受的过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忘记了
科学技术的性质，忘记了它应有的功能，迷失了
我们和它之间应有的正确关系。在许多人的下
意识里，科学不再是为我们服务的工具，反而变
成我们膜拜的对象。

本来科学技术就是我们和外部世界打交道
时使用的一个工具，归根到底它只是一个工具而
已，它应该为人类的幸福服务，人类却不是为了
发展科学技术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对科学
的推崇必须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科学
技术必须为人类的幸福服务，而人类的幸福不能
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祭坛上的牺牲或贡品。

说得更极端一点，“发展科学技术”不应该是
无条件和绝对的——某些科学技术，在某些时

候，是不应该得到发展的，甚至应该被适当抑制。
上面这些非常重要的理念，尽管早已得到有

识之士包括中国科学界高层的认同，但是由于长
期在科普宣传方面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在公众层
面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强调，甚至还被有意无意地
批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应该让科学技术做
什么”这个问题，要么被忽略，要么给出了一个错
误的答案。

所以我们需要一本能够摆事实，讲道理，认
认真真正面回答“今天我们应该让科学技术做什
么”这个问题的书。

如果说今天科学已经融入了我们每个人的
生活，那么这只构成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科
学并对科学发表意见的理由，而绝不构成我们每
个人都应该听任科学和科学家摆布的理由。事
实上，我们一定要纠正这样的错误观念：只有科
学家才有资格谈论科学。如果接受这个错误观
念，那么在科学已经融入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今
天，就意味着不是科学为我们服务，而是我们受
科学摆布。 (本报综合)

作者心语

美国核物理学家温伯格曾提出“超科学”
（trans-science）这一概念来形容那些由科学
提出但科学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注意到，科技在
融入社会时所引起的争议往往就集中在这类问
题上。“曼哈顿计划”期间，温伯格主要从事关于
原子能中低剂量电离辐射所产生的风险研究。
一般认为30伦琴的X射线辐射就足以让小白鼠
自发变异的概率翻一倍，假设剂量数和变异概
率呈线性关系，那么0.5%的变异概率对应的剂
量应该是150毫雷姆（人体伦琴当量）。所以在
公共决策领域，150毫雷姆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可
以容忍的标准设定值。但温伯格本人对这一结
果并不满意，他解释到，如果要证明这个结论为
真且达到九成以上的可信度，则需要80亿只老
鼠来做实验，但这几乎不可能实现。这还不考
虑现实环境的敏感度、人类和老鼠的适应性差
异以及变异以外的其他潜在风险。也就是说，
很多技术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被计算或控制，但
在现实中它已经超越科学可以回答的限度。

如果我们默认科学的本质是一个求真的过
程，那么对科学来说它的任务只是解谜并提供理
论为真的结果，而科学一旦脱离实验环境步入社
会应用的领域，就会面临诸多“超科学”问题。细
心的读者会发现，本书提到的核能、转基因、克隆
人、人工智能、寻找外星文明等等就是这样一类
看似是科学问题，其实已经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之

中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社会问题。这并非危言
耸听，因为“科学已经告别纯真年代了”，现代科
学是与技术、资本紧密结合并高度依赖于体制而
运作的，这就使它不可避免地沦为逐利的工具来
维持自身的发展。江晓原教授把科学比作“一列
欲望号快车”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过去由于
科学技术落后我们希望车速越快越好，现在回过
头来却发现所有人都不能下车了，任凭这辆快车
将我们载向未知的世界，而人类的欲望就是这源
源不断的燃料。

在处理此类有争议的问题上，科学主义者
惯用的伎俩莫过于“你不懂核技术因此你没有
资格谈它的好坏”“如没有证据证明转基因粮食
有害那么它就是安全的”，更有甚者干脆直接摊
牌：“即使科学是魔鬼你又能把它怎么样？”

作为普通公民，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三点：
首先，科学本身与道德无涉，但科学如要进入社
会就要接受规范的制约，科学家不能以民众不
懂科学为由扩大其实验室以外的特权；其次，科
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原则上是被允许犯
错的，但这不代表科学没有禁区，那些可能威胁
人类生存的尝试就应该被明令禁止；最后，虽然
科学这趟“特快列车”已经逐渐失控，但这不能
成为我们不去反思科学的理由。就如哲学家纽
拉特所说的：“即便没有救生艇，我们也不能白
白淹死在一片模糊之中。”

失控的失控的““欲望号快车欲望号快车””我们何去何我们何去何从从

看点:

在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中，科学被描绘成是一门纯粹真理的学科，它代表

着最先进的前沿知识。一百多年来，我们紧随“赛先生”的步伐，迫不及待地

加入到现代文明的角逐中来，逐渐忘记了科学作为发展工具的初衷。然而，

科学真的纯粹吗？科学就一定正确吗？科学应该获得比其他知识更高的地

位吗？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的《今天让科学做什么？》试图从一个崭

新的视角来考察科学在人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我们揭示一个不

一样的“赛先生”。

读书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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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闻立玮先生的诗集《飘过田野星空的诗》分
为“田野组诗、青春笛声、故土恋歌、深爱萦怀、生
命凝思、情醉山水、且行且吟”七辑，前六辑是新
诗，后一辑为格律诗词。

《田野组诗》《情醉山水》专辑体现作者对乡
村田野、自然山水的大爱深情。“我们几乎用一生
来穿越这片多情的田野/从星星点点的清晨/到夕
阳余晖的黄昏”（《我们一起穿越的那片田野》），
这样精炼的诗句，在诗集中不时闪现。“一道闪电/
让田野抖擞了精神/一瞬间全都活得这样洒脱这样
清晰/每一片坡都亮出了道理/每一间房都现出了骨
脊/每一条河都涌出了追求/每一棵树都挺出了底
气”（《田野的雷》），这样的雷电，如此生龙活虎又充
满诗意，是跳跃性思维所形成的貌似错位却又合
理的搭配，是对比、比拟等修辞的娴熟运用。

对乡村的大爱深情，浸润在作者为乡亲写照
的《老农》《农妇》《村姑》等篇之中。“农妇的一辈
子啊/就在大地和孩子的中央”（《农妇》）。“一大
碗谷酒烧去了背疼腰酸/几个泡辣椒嚼得浑身是
汗/他曾经是个硬朗朗的庄稼汉/如今却走不出这
竹编的围栏/抬头看到大雁模糊的身影/天却还是
那样那样的湛蓝”（《老农》）。就像一幅幅素描，简
洁而又传神地勾勒人物，尤其是收尾两句，于浑厚

苍茫中透出一抹亮色，令人回味。
《生命凝思》中，充满对弱者的大爱深情。《写

给手中握笔的遇难的孩子》“这支笔你曾写下山
野的快乐/此时/却凝成了生命的悲歌/带着它远
行去吧/去续写你花季的星空/去描画你高飞的白
鸽/如果要再换笔芯了/你就在梦中轻轻对我说”，
闻立玮写得“哀而不伤”，末句尤见心之细、情之
深，好像一位慈爱的老师，伸出温暖的手，“轻轻
地”给遇难学生合上未瞑的眼睛。

《且行且吟》这一辑格律诗词中，最好的是抒
写亲情的七绝《立珪姐逝世五十周年泣叹》：“大痛
绵绵长饮泪，海风一夜未吹干。”姐弟亲情这里写
到了极致。李太白写友情，夸张的对比用到千尺
潭水，闻立玮写亲情，是拿一夜海风来作陪衬。

白居易有一句名言：“诗者，根情，苗言，花
声，实意。”闻立玮先生诗作的根，已经牢牢地扎
进情感深处，这本诗集就是情感之根上长出的
苗，开放的花，结成的实。

大爱深情出好诗
——读《飘过田野星空的诗》有感

○黄金辉

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
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
态。柏格森《笑论》说，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
呆板，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

尤瑟纳尔说过一句我一直觉得无比刻薄但又无比精
准的话：世上最肮脏的，莫过于自尊心。

——鲍鲸鲸《失恋33天》

一切都清晰得历历如昨的时候，反而不知如何着手，
就像一张详尽的地图，有时反倒因其过于详尽而派不上
用场。但我现在明白了：归根结蒂，我想，文章这种不完
整的容器所能容纳的，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
意念。

——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
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
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
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
追。

——龙应台《目送》

每个人都是一个国王,在自己的世界里纵横跋扈,你
不要听我的,但你也不要让我听你的。

——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

作者简介：本书是美术
史学者蒋岳红在 1996 年到
2016 年这 20 年间游走、参
与中国当代艺术进程的感
悟文字，分为观察、研究、听
说、临场、访谈五个部分。
其中，“观察”内容涉及民间
艺术、中国摄影、电影、新媒
体等方面，作者立足个人视
角，记录了中国当代艺术进
程中的一些人物和现象。

《旁顾左右》

作者 蒋岳红 著

作者简介：在极端不利
的条件下，40万英法联军完
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军
事奇迹。“敦刻尔克精神”已
成为英国人在逆境中发挥
力量、获得成功的代名词。
本书以敦刻尔克大撤退营
救者和被营救者的口述为
基础，为读者展示了丘吉尔
口中的“了不起的撤退”战
术教材。无须赘言，它超越
了以往军事历史书籍不重
细节的粗线条叙事的局限，
深入每一个亲历者的人性
深处。

作者 约书亚·莱 著

《逃亡日》

作者简介：丘吉尔这部
12册的巨著，是关于二战的
全景描写。早在纳粹崛起
前，丘吉尔就流露出对于德
国的深深忧虑。在英法军
队狼狈逃离欧洲大陆，所有
人都认为纳粹德国不可阻
挡的时候，丘吉尔仍然豪
言：“我们将战斗到底……
不 惜 一 切 代 价 保 卫 本 土
……我们绝不投降！”在人
类历史危亡之刻，丘吉尔那
颗“勇敢的心”，成了他名留
史册的勋章。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作者 温斯顿·丘吉尔 著

名作欣赏

书海无涯
记者 陈希子

书海

杂谈

作者简介：1900 年至
1914年，被欧洲上流社会认
为是一个“黄金时代”，尤以
法国社会的风情最为流光
溢彩。这个“美好年代”，既
是“读写时代”，也是戏剧的
全盛期，既有轰轰烈烈的工
人运动，正统力量对刚刚发
端的现代主义的恐惧也暗
流汹涌。

(本报综合)

《美好年代》

作者 罗婉仪 著

9月是开学季，带着堂妹去书
店挑选读物，才发现，原本安静的
书城熙熙攘攘象个菜市场，几个
书架两旁更是人满为患，再看看
那几排满满当当的书架，罗列着
各种书籍，什么经典名著、神话故
事、科普读物……简直让人眼花
缭乱。堂妹目瞪口呆：“果然是书
海无涯，我要读完整个书架子，恐
怕小学都毕业了！”

说来惭愧，四大名著我至今
完整读过的只有《红楼梦》。平时
和友人讨论文艺，四本书名常挂
在嘴边，而且也颇能侃谈些书中
人物情节，殊不知得来的途径皆
为影视戏剧。自以为了解了大
概，也就不愿捧书了。

想来大部分人如我，虽说有
些热爱读书的习惯，但要沉下心
来对细读慢品，大多是不愿意
的。于是，读书就成了消磨时间
的手段，与丰富知识、陶冶情操几
乎搭不上界了。

大厦千间，夜眠八尺。物质需
求要有，然而灵魂和精神也要提

升。有人说：“没有内涵的大脑和
草包无异。”过日子，可以糊糊涂
涂，将将就就，但做人却断不能将
就糊涂的。即使整个人生平凡到
乏善可陈的地步，有点墨香作伴，
也能过的充实无悔。

书海无涯，是一座丰硕的历
史宝库，用取之不尽的文化来满
足好知者的欲望，而好知者得到
知识，又会用自己的知识来出版
书，而书又被其他好知者贪婪的阅
读去，引导其他人来做其他事，一
直循环不停。有了书，人类得到了
智慧的滋养，社会才有了进步。

一本好书常可视为生命知
己，令人铭于心，爱不忍释，成为
我们相随之伴侣与慰藉。愿大家
都与好书作伴。文学的、艺术的、
知识的、科技的、思想的、生活的
……只要是好书，就开卷有益。
惟愿畅游书海，共浴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