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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哲学助力科技创新
Philosophy Promot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哲学能够成为科技创新的
“助产士”吗？
朱 菁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哲学系 厦门 361005
摘要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中国已成为世

界上屈指可数的科技大国。然而，引领性创新人才和成果的不足，成为当前中国科技发展有待解决的瓶颈问
题。文章提出，哲学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或可襄助一臂之力，通过参与营建有助于哲人科学家成长的土壤和氛
围，哲学可以间接促进引领性科技创新人才的培育和创新成果的产出。这一任务对于哲学自身也提出了特定
的要求，并将为哲学发展带来相应的影响。
关键词 科技创新，哲学，哲人科学家，跨学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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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

讨哲学对于重大科研创新所能起到的促进作用，并结

持续发展，科技事业也进入到一个发展的黄金期。从

合中国文化、教育和社会的特点，提出哲学通过积极

多种定量化的指标和数据来看，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

参与营建有助于哲人科学家成长的土壤和氛围，能够

屈指可数的科技大国。然而，中国距离成为世界科技

间接地促进中国引领性科技创新人才的培育和创新成

强国仍有不小的距离。引领性创新人才和成果的不足

果的产出，从而为提升中国科技的创新能力起到一定

问题尤为突出，这已成为当今中国科技发展亟待解决

的作用。

的“瓶颈”问题。哲学对于解决这一难题会有所助益

1 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

吗？哲学能够成为科技创新的“助产士”吗？这一任
务对于哲学会提出怎样的要求，需要哲学与科学建立
怎样的跨学科互动呢？

1.1 中国已成为科技大国

近年来，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保持

本文依据美国学者托马斯 · 库恩（Thomas Kuhn）

强劲的增长态势，增长速度全球最快，2018 年 R&D总

提出的关于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交替演进的学说，探

投入已逼近美国的总量 [1]。美国和中国加在一起，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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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球 2018 年 R&D 投入的 55%。近 10 年间，全球从

也很强劲。在半导体和信息服务生产商、制药业等领

事 R&D 的科研人员数量快速增长，而以中国 R&D 人

域，中国企业占据了相当大的全球份额。

员增长速度最快。中国 R&D 人员始终保持显著的增
长趋势， 2009 年中国 R&D 人员总计约为 115 万人，
2018 年则增至 186 万人，增幅约为 62% 。从 2011 年

起，中国 R&D 人员总数已位居全球之冠。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不难得出中国已成为当今屈
指可数的科技大国的结论。

1.2 建成科技强国须注重内涵式发展

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科技大国，中国还远不

科研论文是反映各国基础研究产出状况的重要指

是科技强国。迄今为止，中国科学家因为在中国本

标。2009—2018 年，美国科研论文数量遥遥领先，保

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获诺贝尔奖的只有一人，能够

持全球论文总量占比 27% 左右；中国科研论文数量

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科学家寥寥无几，接近诺贝尔

保持着强劲增长势头，年发文量从 2009 年的 20.4 万

奖级别的科研成果也为数不多。虽然在诸如量子通

篇（占全球 9.37% ）增长到 2018 年的 49 万篇（占

讯、移动通信、载人航天和无人机设计制造等科技

全球 18.61%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科研

领域，中国居于世界前列。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基

论文产出国，远远超出其他国家。高被引论文代表

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与美、英、德、

了在科学研究中发表的质量高、影响力大的顶级论

日、法等科技强国相比，中国仍有较大差距。虽然

文，反映了学术机构的总体科研水平及学术带头人

中国发表的科技论文总量和高质量科研论文数量都

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从 2009 — 2018 年各国高被引论

高居全球第 2，拥有一批能稳定产出高被引论文的科

文发表情况看，美国以 6.5 万篇的绝对数量优势高居

学家和科研机构，但能够作出开拓性贡献、具有引

榜首，其论文中的高被引论文占比约为 0.98% ；中国

领性创新能力的科学家的数量并不多。

有近 2.7 万篇高被引论文，但是占比只有 0.79% ；英

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中国还缺少什么？对比

国、德国和法国的高被引论文虽然在数量上与美、中

英、德、日、法等科技强国，应该能够看出注重内

两国相比有较大差距，但其占比高，分别为 1.15% 、

涵的发展和升级对于建设科技强国而言更加具有必

1.05% 和 1.03%；日本和韩国则无论数量还是占比都较

要性。内涵式发展侧重的目标是提升中国科技的引领

少。自 2015 年自然指数（Nature Index ）首次发布以

性、开拓性创新的能力，而非停留在不断扩大跟随

来，中国一直在排行榜上名列第 2 ，仅次于美国，且

性、延展性创新活动的层面上。如何才能有效地通过

差距不断在缩小；中国科学院在全球科研机构和高校

内涵式发展的方式促进中国科技的引领性创新能力提

当中一直位居榜首，在指标上遥遥领先于排名第 2 —

升？这是当今我国科技政策和管理界面临的一个紧迫

4 位的美国哈佛大学、德国马普学会和法国国家科学

而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中心[2]。

哲学有助于提升引领性科技创新能力吗？哲学能

此外，专利授权和采用是测度 R&D 应用研究的

够为促进中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贡献一份力

重要指标，尽管多数专利并不能转化为实际产品或产

量吗？科学家及科技政策和管理部门的专家很少会想

业。中国专利虽然在全球总专利数的占比不算高，但

到这样的途径，现当代哲学也早已放弃了充当科学的

在过去 10 年上升速度最快，总量仅落后于美国、日本

指路人和审查官的迷梦，不敢僭越。然而在 2020 年，

和德国。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中国科学院组建了哲学研究

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中国的发展势头

所，这一异乎寻常的举措不禁催人深思：哲学能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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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技创新的“助产士”吗？

2 哲学与科学：渐行渐远中的若即若离
2.1 渐行渐远的哲学与科学

家的身份和影响相比，这几乎完全不值一提。
哲学与科学各自独立门户，甚至有渐行渐远之
势，并不意味着二者“老死不相往来”。牛顿物理学
的巨大成功给传统哲学带来冲击，这在霍布斯、洛

哲学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问，2 000 多年来不绝如

克、休谟和康德等哲学家的学说中清晰可见。兴起

缕。不少科学学科脱胎于哲学。在牛顿所处的时代，

于 20 世纪初的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首要考察对象的

物理学和天文学在西方还被称为自然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分支，从业者大多受过正规的科学训练，力图从

和心理学直到 19 世纪末才开始挣脱哲学母体，努力

科学的进展中吸取素材去翻新和推进对哲学问题的处

谋求其自身成为科学学科的独立地位。哲学与科学具

理，或生发出对于科学之本性的反思和理解。哲学自

有许多共同的旨趣，力求以合理化、理论化的方式来

然主义代表了哲学向科学“臣服”的态度，主张哲学

理解和说明各种感官经验所及的现象，涵盖宇宙、自

要向科学看齐，以科学为师，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英语

然、生命、社会和人性，近乎无所不包。但二者在研

世界的哲学界最具声势和影响力的流派之一[3]。

究方法和评判标准上有着显著差别：① 科学要求系统

相比之下，哲学对于科学的作用和影响却没有那

化地收集可供观测的经验素材作为数据或证据，而哲

么清晰明了。物理学家费曼曾讥讽科学哲学对于科学

学对于证据的选用则较为宽松，甚至连直觉、心理感

家的作用就如同鸟类学之于鸟：鸟儿不必接受鸟类学

受和体认等不具有明显公共性的来源所提供的素材，

的指导，却可以飞得很高，活得很好。温伯格、霍金

在哲学的理论构建和探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② 科

等物理学家也一再批评过哲学之于科学的无用和落

学对于理论预测的可检验性有着相当严格的要求，通

伍。杨振宁则认为，（哲学家的）哲学与物理学的关

过开展受控实验或精细化的观测来检验根据假说或理

系是单向的，物理学影响哲学，但哲学从来没有影响

论所推测的结果，是为科学的实证性；③ 尽管在生命

过物理学 [4]。如果说哲学对于科学的作用和价值在于

科学和心理科学等中，对数学和量化方法的运用还相

能否对科学家的科研创新提供指导或启迪，那么在科

对有限，但坚持以数学作为理论构建的要求和取向，

学史上确实很难找到具有说服力的案例。这几位大师

这也是科学有别于哲学的特征之一。

级别的物理学家对于哲学的轻视贬损，虽不中听，却

自从 500 年前以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
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近代科学革命发生以来，科学走上
了繁荣壮大的发展道路，充分实现了体制化和专业
化。而哲学则依托现代大学学科体制的形成完成了其

也并非不中肯。

2.2 哲学、哲人科学家与科学革命

如果说哲学并不能为科学家的创新活动提供直接

的指导和启迪，那么哲学还能为科学做些什么呢？

自身的体制化和专业化，从而令体制外的哲学家近乎

1962 年，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出身的科学史家和

绝迹。哲学与科学各自实现体制化和专业化的结果，

科学哲学家库恩 [5]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

使得像笛卡尔和莱布尼兹那样能够横跨这两个学科门

颠覆了此前广为接受的关于科学发展的累积渐进式图

类的“两栖”学者从此几乎成为绝唱。终身任教于柯

景。按照库恩对科学发展历史的解读，一门科学或其

尼斯堡大学的康德曾讲授过多门自然科学课程，由他

中某个分支领域得以确立或成熟的标志是进入到他所

首倡的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学说或可令他在天文学家或

谓的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而常规科学的根本

宇宙学家行列中谋得一席之地，但与他作为顶级哲学

特征是形成了对日常科学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具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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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指导性的范式（ paradigm ）。范式是库恩在此书中

素理论、热的运动说取代热质说、达尔文和华莱士分

着重引入但富含歧义和争议的概念，它可以指涉某项

别提出生物演化论、20 世纪初诞生相对论物理学和量

具体的科学成就，如：牛顿的经典物理学解决抛体问

子力学等，都是历史上科学革命的典型案例。

题和行星运动问题，或者拉瓦锡的氧化学说解释燃烧

科学革命的发生，往往需要对旧范式中偏哲学的

现象。同时，范式又代表了具体的科学成就所依托的

部分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批判。参与发起和推动科学革

概念框架和本体论体系等关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

命的科学家，通常具备哲学思考头脑和禀赋；他们勇

观念和原理。

于怀疑和挑战旧范式的概念基础和理论体系，进而开

由是观之，范式同时具有偏科学与偏哲学的 2 种

辟新的科学探索路径和视域。这一类型的科学家可称

成份：① 作为公认的具体科学成就的范式能够吸引

为哲人科学家（philosopher-scientist），而这一称号最

足够多的追随者，并为其提供典型的问题及其解题示

当之无愧的代表之一当数爱因斯坦 [6]。哲人科学家首

范、待解问题的范围和解题思路；② 范式中偏哲学

先是科学家，是经过严格正规科学训练并在科研第一

的部分则规定了哪些是相关的或不相关的问题，如何

线从事科学探索的人；其次，哲人科学家具有哲学思

发现、认定和评估那些属于合理或合法的问题及其解

维头脑和眼光，乐于思考尚没有明确答案和解决途径

答，这些往往被视为关乎某个学科领域的基础性、观

的具有基础性和普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通常被视为

念性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基本问题和原理。

哲学问题。

在常规科学时期，接受了某一范式的科学共同体

大多数哲人科学家并未受过正规的哲学训练，对

成员往往不会纠结于范式中偏哲学的部分，而是不

哲学学说和术语的掌握不一定是准确可靠的，但他

加怀疑地通盘接受。他们进而专心致志地遵循范式

们热衷于思考和探讨具有鲜明哲学色彩的基本问题

的指引去解决范式所划定的范围内有望解决的问题，

和方法论问题，富有反思和怀疑精神，勇于尝试新的

或致力于修正和完善范式中偏科学部分的概念和知识

思路。他们对于哲学学科的影响和贡献通常不是直接

体系。例如，基本常数的测定、主要公式的简化和体

的，难以融入学院哲学的学术体系之中。但他们的哲

系化等，体现为内容基本稳定且不断精细化的各种大

人特质却可以令其在科学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质疑

同小异的教科书及核心课程。常规科学的确立，往往

和挑战旧范式，开启和推动新范式。上文提到的几位

是某一个（或极少数的几个）范式在竞争中胜出的结

对哲学持有大不敬态度的物理学家，其实也符合哲人

果。

科学家的标准。

然而，库恩指出，随着在范式指导下的解题活动

1944 年，爱因斯坦在写给一位科学哲学专业博

的深入和扩展，常规科学活动将会遭遇到逐渐增多

士出身但在一所大学讲授物理学课程的青年学者的回

的反例，这些是在范式的理论框架内始终得不到解

信中谈道：“我完全同意你有关科学方法论的意义

决的难题。随着反常事例的增多，常规科学及其范式

和教育价值不亚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观点。如今许

进入到危机阶段，逐渐有科学家开始怀疑范式的适用

多人——甚至专业的科学家——在我看来是只见树木

性，并反思和质疑其中偏哲学的部分。倘若旧范式被

而不见森林。历史和哲学背景方面的知识可以赋予人

抛弃，新范式出现并取而代之，科学革命就此发生。

一种独立性，使其脱离同时代人的偏见，而这是大多

“日心说”取代“地心说”、牛顿物理学取代亚里士

数科学家难以摆脱的。这种由哲学洞见所造就的独立

多德物理学、拉瓦锡的氧化学说取代普利斯特里的燃

性——在我看来——乃是区分单纯的工匠或专家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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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真理追寻者的标志。”①

能力，不利于培养充满好奇心、能够自我引导进行终

3 哲学助力，营建有助于哲人科学家成长的

身学习、有能力提出新颖想法并付诸实施的创新型人

土壤和氛围

才。
由于文化思想传统、哲学思维风格、教育选才模

如前所述，具备引领性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尤其

式和科研考评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在中国本土产生

是在科学革命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科学家，往往兼备哲

哲人科学家的土壤和氛围并不深厚和有利，这在一定

学思维头脑和禀赋，尽管其哲思能力并非来自专门的

程度上制约了哲人科学家的成长，进而导致引领性创

哲学学习和训练。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有其深厚的

新人才的匮乏，延滞了中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

哲学、宗教和文化渊源，有别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

的步伐。针对这一状况，建议从以下 4 个方面采取对

其他文明 [7]。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文化传统与现代科

策，发挥哲学的作用，营建有助于哲人科学家成长的

学的关系，虽然未必总是如水乳交融般无法割裂，却

土壤和氛围。

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若隐若现的血脉关联。如同微量

3.1 重视对哲人科学家现象及其成才规律的研究，

元素之于生命健康，哲学对于哲人科学家的滋养和塑
造可以是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爱因斯坦 13 岁就尝

提高对哲人科学家在引领性科技创新中作用的
认识

试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大学期间曾修读过

20 世纪 90 年代初，李醒民曾将哲人科学家这一

“关于科学思想之理论”的科学哲学课程；1903 年在

概念和术语引入国内学界，并对其进行了持久而深入

瑞士联邦专利局工作期间，他与朋友组织了名为“奥

地研究。由他主编的“哲人科学家丛书”由福建教育

林匹亚学院”的小组，仔细阅读了马赫、彭加勒、密

出版社出版了 18 册，其中收录了国内学者撰写的关于

尔和休谟等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这个时期正是被

开普勒、马赫、彭加勒、奥斯特瓦尔德、康托尔、希

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 1905 年）的“前夜”；

尔伯特、玻尔、薛定谔等著名科学家和数学家的传记

哲学家叔本华的作品是他终身喜爱的阅读材料 [8] 。

作品。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未能引起足够关

2014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裔美籍科学家

注。如今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现实条件下重提哲人科学

中村修二认为，“东亚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

家这一概念，或可赋予其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

人应该有机会学习不同的东西”。有论者认为，东亚

意义。有必要组织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

的现代教育制度是在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的基础上，

教育学等学科的力量，围绕哲人科学家的成长规律、

植入了 18 世纪普鲁士教育模式的基因而形成的，在

个性品质、思维特点、文化与社会背景等问题开展深

中国可能还受到苏联式教育的实用速成导向和思想灌

入研究，为营建有助于哲人科学家成长的土壤和氛围

输功能的影响。这种模式以应试和学历为目标，过度

提供学理依据和启示。

重视对有限学习内容的重复学习和掌握，强调对稀缺

3.2 重视哲学在哲人科学家素养和思维方式塑造方

性优质教育资源的所谓公平竞争。虽然该模式有利于

面的积极作用

培养守纪律、易管理、有技能的中层劳动者，助力落

哲学特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对于哲人科学家的塑

后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但却不利于培养独立思考的

造而言不可或缺。反思有助于科学家认识到自身的学

① Einstei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einstein-phil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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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背景、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范围和优缺点，从而

来自哲学的洞见。 ③ 哲学不应越俎代庖，直接介入

使科学家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精于刻画问

科学家的创新活动。哲学促进科学发展的作用是“帮

题；批判精神能够促使科学家拓宽视野，打破常规，

闲”，而不是“帮忙”。由于不具备必要的专业训练

质疑陈论，博采众长，从而避免视野变得过度狭隘

和技能，过于热心帮忙反而容易成为帮倒忙。哲学应

和思维僵化，进而另辟蹊径。哲学素养和思维还有助

当保留一定的超然态度。

于科学家在必要的时候跳出对旁枝末节和细琐末叶的

3.3 在教育选才和科研评价等方面，为哲人科学家

过度纠结，紧扣最为基本的概念和基础性原理，着眼

的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于具有普遍性和深刻性的大问题。当今最为活跃的发

中村修二所批评的东亚模式的教育和考试制度，

明家、多家明星高科技企业的“当家人”埃隆 · 马斯

总体上不利于哲人科学家的培养和成长。富有好奇

克，在太空飞行、电动汽车、自动驾驶和脑机接口等

心，乐于刨根问底追问基本问题，勇于独立思考，能

多个领域均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谈到他不同凡响的

够开展自主学习，这些对于哲人科学家成长而言难能

思维方式时，马斯克强调自己总是从第一性原理出发

可贵的品质，不应该被齐一化的考试制度过度压制而

思考问题。所谓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就是在面对复杂

磨灭。相比于标准化的人才培养流水线，哲人科学家

问题时，能够撇开繁复的表面现象，直接从最底层、

的培养可以形容为个性化的“旁门左道”，但引领性

最基本的原理和问题的源头出发，去发现一些反直觉

创新人才的养成只能靠这样的“旁门左道”，别无他

的内容，然后对其进行拆解，进而尝试重组式创新。

途。对科研人员的业绩考评，也需要为哲人科学家留

这种剃刀般锋利的思维方式，往往能够从迷雾中抓住

有空间，让他们能够潜心钻研基本问题，不必跟风赶

问题本质，单刀直入，化繁为简。注重第一性原理的

热点，疲于应付课题申报、论文发表等定量指标。

思维方式能够超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类比

2020 年 10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

思维，因而能够打破常规，出奇制胜；同时，这又是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为构建符合中国实

一种极具普遍性的思考方式，可以实现迁移式的学习

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指明了方向，也为

和运用，以适应不同的问题和领域。

哲人科学家的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

哲学如若以上文所阐述的方式参与营建有助于哲
人科学家成长的土壤和氛围，其自身也需要有所调整
和转变。 ① 哲学有必要克服自身过度的学究气和学

3.4 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设立哲学研

究所，应开启前所未有的新尝试，成为培养哲
人科学家的“率先行动”

院做派，减少不必要的行话和术语。哲学参与到哲人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不应当成为高校哲学院

科学家的培养中，目的不应在于传播和灌输具体的哲

系的对应物，也不应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学学说和观念，而在于启迪思维、反思陈见、激发灵

的某种翻版。因为，如果仅仅是以此为目标，那完全

感。参与其中的哲学家不可扮演“教师爷”的角色，

是多此一举，毫无必要。它应当成为促进中国科学院

而应当成为多方对话交流的参与者、引导者和协调

提升引领性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个新举措，不拘一格组

人。 ② 哲学家应当具备足够的科学学科背景。 哲学

建的一支奇兵。它存在的价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

家要了解科学前沿动态，并能够将之与相关的哲学概

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而是成为科技创新的有益

念和理论合理地勾连起来，这样才能有效地与科学家

辅助。对它的评价标准，不在于承担了多少项国家级

开展对话，并在其中发挥哲学特有的专业技能，提供

课题，在哲学专业期刊发表了多少论文，出版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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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而在于它为中国本土的哲人科学家的成长提供
了怎样的滋养。它的主要活动方式不应当是关起门来

4 杨振宁 . 谈谈物理学研究和教学——在中国科技大学研

做哲学自己的学问，而是聚焦基础问题而组织跨学科

究生院的五次谈话 // 杨振宁文集：传记、演讲、随笔

的对话交流，参与营建有助于哲人科学家成长的土壤

（下）.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513-514.

与氛围，从而为中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作出哲

5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 金吾伦, 胡新

和,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学特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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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Philosophy Be Midwife of Scientific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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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apid developments i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ast decades, China has already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countri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owever, China is still far from be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philosophy help to promote China’s scientific innovations? It is argued in this paper that philosophy, in its proper role,
can help by facilitating the growth of philosopher-scientists in China, who may play key roles in some original innovations that are in
nee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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