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对科学有多少误解

外音话

说说无人驾驶汽车
那些事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科学的理论等于正确的理论吗？什么是科学？科学精神的本质是什么？功利主义的科学观有哪
些局限？请听科学史专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国盛在人文清华讲坛上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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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对科学的误解
在中国非常普遍

我先来讲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人对科学常
识的种种误解。其实，这些误解本身也是一种
特殊的人文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很多中国人在科学史的常识方面经常犯
低级错误。

比如，很多人搞不清楚布鲁诺、哥白尼、伽
利略中，到底谁是被罗马教廷烧死的。当然是
布鲁诺，可是布鲁诺为什么被烧死？过去我们
以为是因为传播日心说，其实布鲁诺是为了捍
卫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死的。1600年他被烧死的
时候，日心说是合法的学说。

再比如，谁在比萨斜塔上扔了铁球？根据
后来发现的伽利略的手稿，伽利略想证明重东
西、轻东西是同时下落的，他的确做了这个实
验，但实验结果非常奇怪，他发现重的东西反
而落得慢，而轻的东西落得快。我们知道，因为
有空气阻力，应该是重的东西先落地。所以事
实是，伽利略确实扔了球，但是实验结果很奇
怪，并没有证明他想证明的东西。

还有，苹果有没有砸到牛顿？苹果砸下来，

是不是导致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 其实，万
有引力定律早在开普勒定律出来之后就呼之
欲出，当时很多人在思考这个问题，绝对不是
因为苹果砸了牛顿以后他才想到这个问题的。

那么苹果砸下来这个说法是哪来的？也不是空
穴来风，牛顿晚年对粉丝说早年他家的苹果砸
了他一下，所以写进了他的传记里，也不知道
他是老糊涂了还是讲故事开玩笑。

总之，这些简单的问题，在中国实际上有
很多是以讹传讹。说哥白尼或者伽利略被教会
烧死，不就像说曹雪芹是《三国演义》的作者
吗？这样的低级错误广泛流传，说明对科学的
误解在中国社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还有一些比较高级的误解。

比如，人们一般认为科学理论是正确的理
论，这种说法对吗？也不能说全错。但是，科学是
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一种理论在某一个阶段
是正确的，后来可能被证明是错的，新的理论使
旧的理论变得局部正确，而不是绝对正确。

像牛顿力学，它在诞生时是标准的科学理
论，但是有了相对论以后，就变成局部正确的
理论。还有，因为哥白尼的伟大学说“日心说”，

我们就很容易丑化哥白尼的对立面———托勒
密的“地心说”。可事实上，地心说是古代世界
最伟大的科学理论之一，它把数学模型和天文
观测相结合，是一个标准的科学理论。不能因
为地心说被否认了，日心说被接受了，就说地
心说不是科学理论。今天我们知道宇宙没有中
心，所以日心说其实也不完全正确，宇宙没有
中心，也就无所谓地心日心了。

还比如，科学家是狭隘的专家吗？其实科
学家根本不狭隘， 很多科学家非常有情调，非
常多才多艺。爱因斯坦就很爱拉小提琴。玻尔
不仅是量子力学重要的创始人，而且还是著名
的足球运动员，1922年当地报纸曾这样报道，

“我国著名足球运动员玻尔获得本年度的诺贝
尔物理奖”。 他当时是哥本哈根大学足球队的
门将，不过他的水平不如他的弟弟，他弟弟踢
进国足，曾获得世界杯亚军。

科学是舶来品
而非“土特产”

以上这些误解都是小误解，但还有一类误
解是很大的误解，属于观念类的误解，这类误
解与文化有关。

中国人最常见的观念上的误解是“科”“技”

不分、以“技”代“科”。比如现代汉语里，一说科
学就很容易说成科技， 这表明整个社会的集体
无意识，说明我们的脑子里有技术而没有科学。

我们总是从功利角度、 实用角度看待科
学。 我们特别能够理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
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杠杆，我们把科技当
成是达到某种高尚目的的手段，所以科学的工
具化、手段化是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念头。

那么，科学到底是什么？科学从起源开始，

它的基本精神是为科学而科学，科学是一种自
主的理论生发方式，科学的起源不是满足于某
些实际的应用。

为什么我们会对科学有这样观念上的误
解呢？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科学是一个舶来品，不是中国
的“土特产”。“科学”并非古代汉语固有的名词，

这个词是日本学者西周翻译的。爱因斯坦说过，

现代科学有两大来源，一个是以《几何原本》为
代表的希腊形式逻辑思想， 一个是来自近代的
实验思想，所以科学真正的起源来自希腊。

希腊人怎么看待科学呢？亚里士多德有一
句名言：“为了科学而追求科学，而不是以某种
实用为目的。” 科学的基本目的是纯粹为了知
识本身而设立的。以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为
例，有一个学生跟他学了几天几何就问：老师
我们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脾气一贯很好的欧
几里得勃然大怒，说：“我怎么会教你有用的东
西？ 我教你的完全是无用的东西。” 在他们看

来，越是无用的东西越是纯粹、越是高贵，越是
真正的科学，所以希腊人把无用的、自由的、纯
粹的科学作为真正的科学。

而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知识本身没有
独立的地位，读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学而优
则仕，读书是为了做官，为了孝顺父母，为了光
宗耀祖，最不济读书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传
统文化推崇的是把读书作为达成更高尚目的
的手段，而缺乏超越功利主义的精神。

第二个原因，和中国近代接受西方科学的
历史有关。西方的科学是随着两波西学东渐的
浪潮进入中国的。

第一次西学东渐在明末清初，一批天主教
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带来了西方的科学，代表
人物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在明朝
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他和当时中国的一些优秀
知识分子如徐光启等人共同开启了西学东渐
的大门，他俩合作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前
六卷。然而，中国人对他们带来的东西的兴趣
主要着眼于器物层面，除了极少数人，我们几
乎没有什么人对西方的科学理论感兴趣。徐光
启翻译了前六卷《几何原本》后，因父亲去世回
家奔丧，回来后利玛窦也去世了，这一耽搁就
几乎没有人有兴趣研究。另一半的《几何原本》

一直到 1857年才补齐，整整耽误了 250年，而
这 250 年正好是西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大
时代。

什么时候中国才对西方的科学有兴趣了
呢？第二次西学东渐的时候。1840年开始，西方
列强用炮火打开了我们封闭的国门，这一次被
迫要学人家，洋务运动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
制夷”，当时我们发现洋人之所以船坚炮利，不
仅仅是工艺先进，而且背后有科学。什么是科
学？要造船就要有物理学、数学，要造炮就得有
化学。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认为，科学首先
是夷之长技，是军事技术。在特殊的历史遭遇
下，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其实就是力量型的科
学，是技术。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家通常有三
大类：一是可以制造军事力量，二是可以解决
饥饿问题，三是可以为国争光，都是实用性的。

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是中国人近代学习科
学的根本动力，也是我们对科学基本的文化认
同， 这个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整个近代驱动中国人学习科学的主要动机就
是家国情怀，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在推动中国
近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举
个例子，两弹元勋王淦昌院士，当时国家说希
望你参加这个项目，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
愿以身许国”。28年隐姓埋名， 他的儿女 28年
都没有见过他。所以，那时候最优秀的科学家
都有浓郁的儒家思想和家国情怀。

为什么科学精神
起源于古希腊而不是中国

为什么科学精神出现在古代希腊而不是
中国？ 冯友兰先生在上世纪 20年代写过一篇
文章探讨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文化没有产生科
学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国人不聪明，而是就中国
文化的价值观而言我们不需要科学，因此我们
对科学既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厌恶，总而言之
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都
在做其他的事情，比如吟诗作赋，他们倾向于
在审美、在诗性的角度上精雕细琢，所以没有
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中国文化总的来讲是农耕社会，而且是排
他的农耕文化，拒绝海洋文化、拒绝商贸文化、

拒绝游牧文化。 农耕社会的基本标志是定居，

定居成了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影
响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定居的结果就是周
边全是熟人，所有人跟你都有关系，不是直接
认识，就是间接认识，因此中国社会是熟人社
会。 熟人社会通过血缘方式来进行文化构建，

所以中国社会非常讲究血缘亲情。

血缘文化生成了特有的仁爱精神，儒家将
之概括成“仁”，认为人的标志就是有情有义有
爱， 没有仁爱之心的人就是禽兽。 儒家通过

“礼”，把人教化成有仁爱之心的人，“礼以成人”，

因此，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礼”的
文化，不管是皇帝还是贩夫走卒，所有人都要讲
“礼”，礼文化弥漫在中国文化的各个环节之中。

中国的天文学，表面上看与西方科学非常相
似，可实际上，中国的天文学只是礼学的一部分。

它的目标是奠定皇权统治的合法性，以及规范每
个老百姓的日常礼仪行为。所以，中国的天文学
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

西方文化以两希文明为主体，希腊文明和希
伯来文明一开始就是迁徙频繁的文化。希腊是海
洋民族，重视贸易，因此迁徙成为常态。迁徙文化
的特点是生人文化。生人文化怎么构建社会秩序
呢？靠契约精神，通过契约方式构建社会秩序。契
约文明要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独立自主的
个体被西方思想家抽象为两个字———“自由”，所
以自由精神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
值是理解西方文明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希腊人认为要培养一个自由人，就要让他学
习自由的科学。 科学从一开始就是自由的科学，

是超功利的，是自我演绎的、证明的、推理的科
学，是无用的科学。

我觉得这个框架可以说明中国文化为什么
没有孕育出科学， 而科学独独出现在希腊地区。

希腊人对自由人性有独特的理解，他们认为你有
了知识就自由了，相反没有知识就很糟糕。苏格
拉底说过，“一个人不可能主动犯错误，错误都是
无知造成的”， 知识成了希腊人的最高追求。所
以，科学诞生于希腊文明，与这种特有的文化氛
围有关系。

把科学精神
融入仁爱的土壤中

近代 100 多年以来， 中国文化依靠仁爱精
神，依靠家国情怀，依靠人们对家庭、集体、国家
的责任感，把中华民族从奄奄一息的状态中振兴
起来。

今天，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超过 8000万人，

成为世界第一。2016年， 中国论文产出达到 42.6

万篇，是世界第一。我国的博士学位发放量每年
超过 5万，也是世界第一。这说明中国已经初步
建成了科技大国、教育大国，我们可以自己培养
科学家、技术发明家、工程师、科技管理者等。更
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现在的研发投入排名世界第
二，仅次于美国。

但是这些够不够呢？并不够。功利主义的科
学观在某个历史时期有正面意义，但是在新的历
史时期，其局限性越来越明显。2016年，我们国家
颁布了关于创新战略的文件，尖锐地指出我们的
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我们的原始创新严重不
足。为什么？当然原因很多，但是功利主义的科学
观可能是导致中国原创乏力的重要原因，甚至是
根本的原因。因为，那种深层的创造力不可能通
过单纯的功利主义来实现。

真正的原始创新来自哪里？第一，无功利的
探索热情。遗憾的是，我们目前的教育过分功利
化，造成学生严重缺乏对真理本身的探索热情以
及对宇宙奥秘不可遏制的探索冲动。第二，无拘
无束的自由探索。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均基于
自由的探索。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只是用单纯的功
利主义态度来对待科学，我们是走不到世界前列
的，我们只能跟着别人走。诚然，在科技规模和体
量方面，中国有很多世界第一，但是每年到了诺
贝尔奖颁奖的时候，中国人都很郁闷。诺贝尔奖
鼓励原创性成果，而原创性成果没有办法通过某
些功利的方式促成。我想，艺术创作也好、伟大的
科学发现也好，都必须基于自由探索的精神。

因此，以科学作为我们的立国之本才是中华
文明复兴的关键。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问
题，就是如何把自由的科学精神融入我们中华民
族仁爱的土壤中，这是我们未来所面临的艰巨任
务。 既要让中国文化保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

传统的仁爱精神，同时又融入近代几百年来行之
有效的科学精神，这才是我们需要建设的未来的
中国文化。

既要让中国文
化保有中华民族传
统的美德、 传统的
仁爱精神， 同时又
融入近代几百年来
行之有效的科学精
神， 这才是我们需
要建设的未来的中
国文化。

———吴国盛

■ 佟显乔

如何把无人驾驶技术与中
国的特色路况结合，让无人驾驶
汽车驰骋在中国大地上，安全又
高效地解决出行问题 ？ 请听
Roadstar.ai 联合创始人佟显乔在
SELF 格致论道讲坛上讲述无人
驾驶汽车的现在和未来。

我本科毕业于哈工大，2009 年去美
国，一直致力于机器人和无人驾驶方面的
研究。博士毕业后，我在几家公司工作了
一段时间， 发现这项技术已经越来越成
熟， 于是 2018年我和两个合伙人决定自
己创业，开发这项技术，希望让无人驾驶
早日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无人驾驶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
化？广义上来说，它不仅仅是一项技术，还可
以带来交通业态的巨大变革。当车不仅仅是
一个驾驶工具时，我们可以在车里做很多其
他的事情，比如开会、工作，甚至在车里看电
影。车里没有了方向盘，车的空间会变得很
大，未来无人驾驶的车辆会是一个重要的移
动终端，就像今天的手机一样。

如今在中国的大城市，交通拥堵是个普
遍问题。开车遇到拥堵的情况时，人们会比较
着急，容易生气，而且人累的时候会精力不集
中，会疲劳驾驶。今天很多交通事故都是因为
人的粗心或者不遵守交通规则造成的。所以，

无人驾驶汽车就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

无人驾驶汽车可以带来哪些好处？一
方面，它可以让我们的出行更加便捷、更加
安全、更加舒适。另一方面，我们不需要考
虑停车的问题，可以节省城市的很多空间。

无人驾驶汽车只需要把我们送到一个地
方，然后它再去接其他人出行。对整个交通
系统来说，这是一个提升效率的过程。所以
我认为， 无人驾驶汽车的出现对全世界的
交通系统建设都将是一个伟大的变革。

美国交通部对无人驾驶汽车有一个分
级规定。没有任何智能驾驶功能的汽车为 0

级。1、2、3级汽车分别对应有不同的辅助驾
驶功能，辅助驾驶的很多功能可以让人开车
更加容易一些，但这些汽车仍然是由人在把
握方向盘，车的责任和所有权还是归在司机
身上， 发生任何事故由司机担责。4级、5级
以上，就是全自动的无人驾驶汽车。

我们可以畅想一下，未来的 10年、20

年，人类可能不再需要拥有车，我们只需
要出行服务，到任何地方都能叫一辆无人
驾驶汽车。所以，无人驾驶汽车是改变整
个交通格局的终极工具。

最初我在美国研究无人驾驶技术，现
在回到中国，面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我们
需要解决一些中国特色的问题。

中国特色的问题有哪些？

第一，中国道路上的车特别多，路上
特别拥堵。 而且中国有很多特型的车辆，

比如一些快递小哥骑的三轮车，这在许多
国家是很少见的。

第二，中国的行人特别多。在中国的一
个热闹的路口，可能有上百个行人在等红绿
灯。有的人可能不遵守交通规则，红灯的时
候也会闯过去。所以，无人车要在中国行得
通，必须要解决我们国内的这些特殊问题。

为此，我们公司自主研发了针对中国
特殊路况的多传感器融合技术，来解决中
国特殊路况下的驾驶行为。

无人驾驶汽车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
的呢？它从原始的传感数据中得知车的周
围是什么，是很多的车、很多的人，还有其
他的东西。它要把周围的每一辆车识别出
来，而且要知道每一辆车的速度，还需要
预测每一辆车和每一个人下一步的行为。

对无人车来说，第一步是要理解这个世
界，而且不能漏掉任何一个东西。人们驾驶
汽车发生交通事故，大部分是因为有一辆车
或一个人突然出现， 司机没有反应过来；而
无人车的好处在于，车上的传感器是 360度
全覆盖的，它不会“走神”，所以无人车在遇
到突发事件时能迅速做出正确的决定。

曾经有一次，我们的无人驾驶汽车在
深圳道路上正常行驶，突然有个快递小哥
冲出来。通常遇到这种情况，司机会踩一
个急刹车， 那么无人车是怎么处理的呢？

它会提前处理， 在距离 100米的时候，它
就看到了这个快递小哥，它会预判这个人
可能会突然冲出来，所以它不会有一个紧
急刹车的行为，而是处理得非常平稳。

粗看起来，无人驾驶汽车和普通的车
一模一样， 但它具备完全无人驾驶的功
能。到 2025年，我相信无人驾驶的技术会
变得非常成熟， 车可能不再被称为车，而
是一个移动空间的概念。 我相信到那时
候，我们的生活将发生巨大的改变。

“改革开放是对我们这代学者的第二
次解放， 让我们的学术青春空前焕发，从
此再无任何顾虑，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
恳治学、 全心全意育才。‘治学不为媚时
语， 独寻真知启后人’， 治学要不膜拜古
人，更不迷信洋人，走自己的路，这应是我
们当代中国学者应有的文化自觉与文化
自信，我也将继续把学问写在大地上。”

———不久前，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
科学终身成就奖授予著名历史学家、教育
家、 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先生，92岁的章
开沅先生通过视频发表了获奖感言。

“好消息：相比 20 年前，世界变得更
‘绿色’了。‘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地球’的卫星显示，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的
人类活动主导了这次地球变绿，感谢植树
造林和农业种植。”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不久前在社
交媒体上发文这样表示。NASA官网文章介
绍， 地球现在每年新增绿化面积超过 200

万平方英里，与本世纪初相比，增长了 5%，

相当于多出了一个亚马逊雨林的面积。

“《流浪地球》展现了东方的气概和中
国式的想象力，是一部古典式英雄主义与
中国精神相结合的力作。在艺术上和电影
的工业制作上，《流浪地球》带动了电影工
业向更高层次发展。整体来看，这是一部
关乎民族精神、关乎中国社会的标志性的
作品，也是中国电影的一个新地标。”

———近日，《流浪地球》观摩研讨会在
中影股份公司举行。会上，北京大学教授
张颐武这样评价该电影。

“以日本和韩国为例， 当城镇化率未达
到 60%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向上
走的； 到 60%以上甚至达到 70%的时候，经
济增长速度加剧下滑，处于低速增长阶段。这
意味着这些国家是靠城镇化拉动内需的。通
过这些宏观经济数据的比较，我们更坚定：中
国城镇化的红利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理事长李铁日前在北京举行的首期中国发展
高层论坛热点前瞻沙龙上，提出了这一观点。

“根据我们目前对大学排行榜的研
究， 我们发现大学排名存在以下三个风
险：第一不严肃；第二不科学；第三不可
信。我想呼吁大家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大学
排行榜，大学需要安静地、长期地、精心地
办下去，不能靠轰轰烈烈，也不能靠一时
的炒作， 一定要尊重大学的办学规律，才
能营造大学良好的办学氛围。”

———不久前，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
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袁振国在中国教
育三十人论坛第五届年会暨“重构教育评
价体系高峰论坛”上这样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