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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李约瑟难题”
—中西“轴心时代”哲学与科学关系比较分析
——
赵晓红
（华东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7）
摘要：中国科技曾经创造过历史的辉煌，然而，到了近代,却被西方远远抛在后面，留下了众
—春秋战国时
说纷纭的“李约瑟难题”
。从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角度，选取中西哲学与科学之源头——
人与自然关系入手，以哲学与科学的迴流为突
期与古希腊时期作一比较，从价值目标、思维方式、
破口进行探讨，可能找出回答这一问题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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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方面
也曾长期遥遥领先于西方国家，然而，
１７ 世纪中叶

致性与相似性，又正是我们比较其差异的前提。德
国学者 ｋ·雅斯贝尔斯在著作《智慧之路》中提到，

以后，
中国的科学技术江河日下，
一泻千里。英国著

“……哲学的发展都遵循着一个相类似的曲线。它

名的学者李约瑟为此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们经过一个难以说明清楚的初期历史之后，种种基

为什么中国在公元一世纪到十六世纪之间，保持了

本的观念在轴心时代（公元前 ８００～２００ 年）产生于

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技发达程度，然而，近现代

［１］（ｐ９５—
世界各地，继此之后是一段瓦解崩溃的时期。”

科技却没有中国产生？“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马

９９）

上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

时期，对应于西方则指的是古希腊雅典时期。

而所谓的“轴心时代”
，对应于中国即为春秋战国

尝试解答这一难题，但目前尚无定论。本文拟从中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尽管诸侯林

西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角度考察这一难题，认为中国

立，烽烟四起，但却魔术般地诞生了一批秉绝代睿

科学一直包含于哲学之内，二者之间无法实现洄

智、具稀世才华、傲视千古、纵横思想领域数千年之

流，而在西方，科学从哲学分离出来获得了独立，打

久的哲人。在中国人的眼中，那个时代，是一个充满

通了互为裨益的洄流渠道，故而能够发展出灿烂的

奇迹与梦想的时代。而几乎是同时的，在世界的另

近现代科技。

一端，古希腊在一片纷乱之中，哲人辈出，蔚为壮

一、
“轴心时代”哲学与科学关系相似性研究

观，前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后有亚里士多德。他们

之所以选取春秋战国时期与古希腊时期作比

的思想同样影响了千秋万世，他们的名字同样流芳

较，
绝非说两者毫无共通之处。恰恰相反，此两者在

千古而不朽。在西方，古希腊一直被认为是理性思

许多方面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与相似性。而这种一

维、思辩哲学的策源地。黑格尔说：
“一提到希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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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在我们德

尚且未分之时便已潜伏的、导致日后两者哲学与科

国人心中，
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国之感。”［２］（ｐ１５７）

学关系之差异的或隐或显的症结之所在。

这只是两者在时间上、
历史上的巧合。事实上，

第一，从价值目标来看。纵观整个春秋战国时

从其思想发展的轨迹来看，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二者

期，尽管学派林立，辩诘四起，但其时哲人学者的大

的许多共通之处。

体目标终究脱不了“经世致用”四个字。而于“经世

首先，当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与科学几乎是同时

致用”之中，又把人文价值提高到无上的地步。“圣

诞生于所谓的“轴心时代”时，无论是在春秋战国，

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

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与科学原都是不分的，且科学

天下极也。”
对科学之价值则又是一种态度，
“不知，

皆内含于哲学之中。春秋战国时期的科学思想散见

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

于诸子百家的著作之中，其中以墨家著作最为典

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被捧为“文宣王”、
“大成

型。《墨经》中记载了大量的科学内容，其中包括力

至圣先师”的孔夫子，更是清楚明白地道出“君子不

学、光学、几何学、逻辑学等等。而古希腊的科学与

器”。《论语·子路》载，
“樊迟请学稼。子曰：
‘吾不如

哲学更是混为一体，当时的哲学家同时多是科学

老农。’
请学为圃。曰：
‘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

家，故被称为“自然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的论著之

曰：
‘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

中，
就含有诸多自然科学的著作。

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

其次，关于宇宙本原的研究始终是贯穿两者的

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可见，

主导线索。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哲人对此作了

他们对科学是持有明显的轻视的、否定的态度的。

不懈的探索，从开始的物质形态的“金木水火土”的

科技被贬斥为“奇技淫巧”而加以否定，
“人多利器，

五行之说，到老子“可以为天下母”的“道”
，都试图

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对宇宙本原作出回答。在古希腊，对宇宙本原的探

他们也关注自然，关注科学技术，但只是为了

索以有形质料为本原的伊奥尼亚的宇宙生成论开

“制天命而用之”
，为的是其实用价值，而对培养纯

始，
而以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流溢说而告终。
最后，哲学都开始由对自然的探索转向对人自
身的关注，
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柏拉图《斐多

粹的科学兴趣与探求普遍的科学法则不仅不予提
倡，反而颇有轻鄙之意。
“析辞而为察，言物而为辩，
君子贱之。博闻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贱之。”

篇》中，苏格拉底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开始他对研究

而在古希腊，哲人智者关注的并不是什么实用

自然的那种智慧怀有极大的兴趣，但渐渐的，他发

的价值，恰恰相反，他们对于实用，倒是持有轻鄙的

现被这类研究蒙住了眼，在此之后，他便转向关注

意思，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

人的灵魂的完善。

［３］（ｐ１）
“当初，谁发明
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
，

荀子说，
“ 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

了超越世人官能的任何技术，就为世人所称羡；这

察，弃而不治”
，在此，自然之理被他抛离了。他又

不仅因为这些发明有实用价值，世人所钦佩的正在

说，
“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

他较别人敏慧而优胜。待技术发明日渐增多，有些

而不舍也”
。他所
“日切磋而不舍”
的是现世的伦理，

丰富了生活必需品，有些则增加了人类的娱乐；后

而不是自然之物理。

一类发明家又自然地被认为较前一类更敏慧，因为

两者的相似之处尚有很多，在此不一一枚举。

这些知识不以实用为目的。”［３］（ｐ３）“有经验的人较之

我们可以看出，将春秋战国与古希腊作为中西哲学

只有些感官的人为富有智慧，技术家又较之经验

与科学关系差异之源头进行比较，绝非“神来一笔”

家，大匠师又较之工匠为富有智慧，而理论部门的

之凭空臆造，
而是有着历史的、
思想的根据。

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这样，明显

二、
“轴心时代”哲学与科学关系差异性研究

［３］（ｐ３）
可
地，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

现在，要考察两者的差异了。前面的叙述已然

见，希腊先哲之于纯粹理性思辩的兴趣远远高于其

表明，哲学与科学诞生伊始，原是不分的，且科学内

对实用的关注。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古希腊纯粹理论

含于哲学之中。因此，
对两者差异之比较，
主要以哲

的丰富，推动了古希腊逻辑推理的发展。

学为基点，探求其内蕴之潜因，找出在哲学与科学

对于手工劳动者极其高超且出神入化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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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以天才的艺术手法给予生动的描绘。他笔下的

而对于古希腊，数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几何方面，

庖丁可以“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他赞叹

论证几何学是希腊数学的主要特点，他们从自明的

轮扁“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他甚至惊叹

公理出发，由演绎推出定理。这种传统有助于锻炼

梓庆“见者惊犹鬼神”
。同时他也看到了这些技艺在

人的逻辑推理的技巧，从而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

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水行莫若用舟，路行莫若

其次，从对事物探索的态度来考察。春秋战国

用车”
，然而，他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有机械者必

时期的荀子，从原则上讲，他是承认自然界有一定

有机事，
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

之规律的，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同时

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所不

他也认为人可以认识到这些规律，
“凡以知，人之性

载也。吾非不知，
羞而不为也”
。由此他提出的解救

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

途径只能是“绝圣弃智”
，从而回归到老子的“理想

之理，
“以赞稽之，万物可兼知也。”
”
然而，他却又提

国”中去，
“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

出，寻求物之理，要有所限制，不可“无所疑止”，
“以

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

可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

老死不相往来。若此之时，
则至治也。”
如此一来，人

世穷年不能遍也。”这就与寻根究原的哲学气质分

们只有倒退到原始社会去，方是正理。人类文明的

道扬镳，又与彻底探索的科学精神相去甚远。而与

进步还有何可能？科学之发展又从何说起？

之相较的古希腊先哲，却把寻根问底作为要务，
“不

而在古希腊，对当时技术发明之态度，则又是

论所遇何事，必力求得真理而后已……用其敏锐之

一番景象了，
“谁发明了超越世人官能的任何技术，

目光与脑力，贯彻万物之底蕴，非稍得似是而非之

就为世人所称羡；这不仅因为这些发明有实用价

见解，即沾沾自足而中止。”［４］（ｐ７９）

值，
世人所钦佩的正在他较别人敏慧而优胜。”
正是

由此二者之论相较，可见管中一斑。荀子强调

缘于这种对“敏慧而优胜”的“钦佩”态度，技术之发

学不可
“无所疑止”
，
这种思想，
与其
“经世致用”
的价

明才免遭迎头棒喝，古希腊的纯粹理性思辩也才得

值目标同出一源，
“ 言无用而辩，辩不急而察，治之

到了长足的发展。与此相应，古希腊的纯粹科学理

大殃也”
。凡物之理，
观其大要即可经纶事务，
强探其

论的发展才成为可能，也终于导致了后来欧洲奇迹

究竟，自无此必要，他甚至提出，
“析辞而为察，言物

般地崛起。

而为辩，
君子贱之。博闻强志，
不合王制，
君子贱之。”

第二，
从思维方式来看。一般的看法认为：中国

如此一来，认识到了实用这一步便告结束，其成果

式思维是感性的、直觉的、经验的、综合的，认识方

也仅终止于经验，然而真正的科学思想，却往往是

法是体验，
强调一种顿悟。西方式思维是理性的、
逻

不能立即产生实用的价值，但后来往往能促进科技

辑的、抽象的、分析的，认识的方法主要是逻辑推

的腾飞，这种短见的思想对中国纯粹科学理论的缺

理，强调的是理性。现在我们来考察中西哲学与科

失是难辞其咎的。而在古希腊，实用目的并不为先

学之发端处，
以探其所由。

哲所关注，他们所关注的“敏慧而优胜”的智慧，并

首先，
从数学对其影响来考察。众所周知，哲学

不为实用所立刻需要，也便不会有“学有所止”之虑

诞生伊始，
数学对其影响是极为巨大的。但于中国，

了。如此，则辩物析理、
寻根究原之风盛行。由此导

数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应用为目的的算学方面，

致的直接结果便是逻辑学的兴起。而又“对于自然

而且认为数的起源是“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

真理的探索，正不容易，但也可说并不困难。世人固

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

未尝有直入真理之堂奥，然人各有所见，迨集思广

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

益，常能得其旨归，个别的微旨，似若有裨而终嫌渺

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数的目的既然是“以通神明

小，
或且茫然若失，
但既久既众而验之，
自古迄今，
智

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那么，对数本身，已无深究的

［７］（ｐ３３）
他们并不期望对真理
慧之积累可也正不少了。”

必要，数是圣人受神的启发而创的，人的任务是通

这就使得理论的积累成为可能，
的探索能一蹴而就，

过“通神明之德”
对其加以运用。这自然要求人的一

有助于理论经继承、
发展而最终成为完整的系统。

种玄妙的“体验”能力，因其唯有悟出“神明之德”，

第三，从人与自然关系来看。中国文明发端于

方能“参天两地而倚数”
，
“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黄河流域，也即古代的中原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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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湿润多雨，
水草丰美。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流的桥梁，经此迴流，哲学与科学互相汲取养料，则

是发展农耕文明的一方极理想的乐土。在丰饶的自

可相得益彰，一起攀上更高的层次，更高层次的哲

然恩惠中发展的中国农耕文明，对自然有着极大的

学为科学提供更好、更完善的思想源泉，更高层次

依赖性，对人与自然的和谐极为看重，
“天人合一”

的科学又为哲学提供更新的研究平台……如此循

之说虽是后来张载第一次明确提出，但“天人合一”

环不已，哲学与科学皆能更加速而前行，从而带动

之观念实是贯穿中国文化的一条主线。且看孟子的

整个社会的飞跃式发展。春秋战国时的墨家，曾留

话，
“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知其性，
则知天也。”
国学

有这样的著作，但是，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大师钱穆先生晚年论及中国文化时说，
“ 中国文化

以后，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合流，后来又融入释家

中，
‘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

思想，一统天下，墨家从未得享应有的地位，几成绝

荀子
“明于天人之分”
的思想
归宿处。” 长久以来，

学。对于中国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５］（ｐ４）

在中国从未得到有力的回应。

其次，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分析。体验、
直觉与

古希腊位于地中海东北部，土质轻而多石，多

逻辑、
理性之于科学，本来皆不可少。直觉常常伴随

为林草不生的荒脊不毛之地。因此，古希腊文明从

着科学家的理性思维，为其带来天才的灵感，使科

一开始，就得与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抗争，以求得生

学认识活动步步走向深入，乃至达到光辉的顶点。

存。在人与自然的卓绝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古希腊文

合乎逻辑的理性的确构成了科学研究的主要部分，

明，
充满了征服自然的倾向。在古希腊人的眼中，自

但不是所有的一切。事实上，如果科学研究的理性

然是外在于人的世界，人需征服它，才能获得生存

部分得不到直觉的补充是难以有很大的进益的。这

的权利，才能在地球上休养生息。而既然自然是外

种直觉赋予科学家以新的顿悟，使他们有所创造。科

在于人的世界，人要认识它，自然不可能通过中国

学界流传甚广的一则逸事便是明证：化学家凯库勒

式的“体验”，
唯有借助于理性思维。

苦思苯之结构而不得其解，夜梦小蛇首尾相接，于

三、
“轴心时代”
哲学与科学关系分析

是悟得苯之六元环状结构。

基于前面的比较，
我们来作一分析，
以求能发现

爱因斯坦曾经指出，
“ 我相信直觉和灵感……

中西哲学与科学关系各自模式之差异的思想之源。

有时我感到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可是不能说明自己

首先，分析一下价值目标。春秋战国时期是以

的信心。当 １９１９ 年日蚀证明了我的推测时，我一点

“经世致用”为目的的，这本身决不是个错误，相反

也不惊奇。要是这件事没有发生，我倒会非常惊讶。

这种传统倒带来了中国科技在历史上长达千年的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

繁荣盛况，
１５ 世纪以前的中国，其科技成就灿若星

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

河，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而欧洲近代科技的奇迹

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

般崛起，也正是因为“文艺复兴”后，现实产生了科

“从经验材料到逻辑性演绎
在因素。”［６］（ｐ２８４）在他看来，

技发展的需要，由此，他们才重读经典，回到古希腊

以之为基础的普遍原理，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

去寻找理论基础，古希腊的纯粹理论与当时的实用

逻辑的道路……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从特殊到一般

思潮一相结合，科技革命便拉开了序幕。欧洲一跃

的道路是直觉性的，而从一般到特殊的道路是逻辑

而俨然成了科技进步的化身，
遥居世界前列了。

性的”。［７］（ｐ４９０－４９１）

“经世致用”的传统，使得中国各门具体的实用

可见，
“直觉”之于科学，实是不可或缺之助力。

科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有人说中国没有科学，这

但是，直觉的顿悟如果不能表示成规范的符号形

是站不住脚的，技术是科学的产物，倘或没有科学，

式，用合乎逻辑的语言加以阐释，其于科学的贡献

中国的技术成就又何以能够层出不穷，日见其大，

则要大打折扣了。科学思维的基础依然是理性，它

让整个世界为之惊叹？中国并不缺乏具体的科学，

诉诸清晰而精确的定义，需要按照逻辑的规则将经

其缺乏的是纯粹的科学思想，是于具体科学之中抽

验事实用标准的符号系统抽象化为一套严密的理

象出来的“科学思想通则”
，如逻辑学。而这种纯粹

论体系。

的科学思想，当其产生后，即可归其为科学，又可归

西方近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古希腊人运用逻

其为哲学，哲学与科学以此为枢纽，便可搭建起迴

辑与推理的技巧功不可没。而中国，从来就没有发
·１１５·

展出一套精确的、抽象的语言符号系统，中国人对
直觉的迷恋使得纯粹理性没有发展的机会与空间。

性”
，它指向外部世界，是客倾的。
待时间向前推移，则两者分歧日现。中国的科

中国的语言便是写照，无论孔子的《论语》还是老子

学发展因其是主倾的、内指的，故而始终不能跳出

的《道德经》，都是用一种极为精练、含蓄的语言写

哲学的框架，得到独立的地位。在一定时期内，由于

成的。中国人并不采用抽象的逻辑思维，而是发展

实用的刺激，科学倒能充分汲取哲学思想的精髓，

一种与西方相去甚远的语言。它充满一种诗意而含

用以发展自己。然而，待各门科学之发展日见其大，

蓄的美，
把人们带离了逻辑推理的轨道。

哲学框架再也容纳不了科学之进步之时，哲学的框

最后，
我们分析一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

架便成了科学前进的桎梏，使科学裹足不前了。返

“天人合一”的思想使得人们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存

观中国历史，的确如此，１５ 世纪以前的中国，科技发

在着一种和谐，一种感应。关于自然界的一切知识

展的特色正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仿佛一股涓

都可由观照己心而得，
“ 盖天地万物，与人原为一

涓溪流，自远古蜿蜒而来，日见其大。科技成就一直

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
。认识了我

遥遥领先于世界，四大发明更成为西方近代科学之

自己，
也就认识了自然，
认识了整个世界。这就使得

父。然而，到了近代，哲学再也容纳不了已然溢满的

人们的关注由外部世界转向内心，故而是内倾的。

科学，但却依然将其强留于框架之内，其结果只能

当然，我们必须预设，人心在某种程度下能够了解

是被西方远远抛在后面。

大自然的运作，否则，整个科学的殿堂就会垮了下

西方科学发展因其是外指的，客倾的，故而科

来。但是，这种“天人合一”之崇高体验非绝顶智慧

学能够跳出哲学之框架，但纯粹的理论、纯粹的理

之天才所不能为，而且，
“……中国哲学家之思想向

性思辩并不能带来科技的飞跃。在欧洲，整个中世

来寄于艺术想象，托于道德修养，只图引归身心，自

纪，亦即“黑暗时期”，因其缺乏现实需要的基础，理

家受用……往往移同情于境相，召美感于俄顷，无

论束之高阁，科技发展远远落在中国的后面。直到

科学家坚贞之素德，颇难贯串理体，巨细毕究，本末

“文艺复兴”以后，古希腊系统化、逻辑化的理性基

由此观之，其弊端可

础和现实的迫切需要结合到一起，很快焕发出异

兼察，
引发逻辑思想系统。”

［８］（ｐ３４６）

得昭彰也！
与之相较的是，在西方，充满了对自然的征服
之欲望，
“ 人是万物的尺度”一语道破天机：自然万

彩，推动了欧洲近代科技神话般的崛起。此后哲学
与科学便以中间共同的部分为枢纽，迴流得以实
现。从而促进了双方的加速发展。

物之存在是为人的，
人是其主宰。自然被看成是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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