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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史是世界近、现代史的重要 内容 

兼论三次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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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近 、现代史，既是一种生产方式 变革为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发展 史，是一个阶级推翻 另一个阶 

级的阶级斗争史，也是一种科学活动形态取代另一种科 学活动形态的科 学进步史。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应 当阐 

明人类科学活动最一般的发展规律。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它对社会的影响是 巨大的，历史唯物主义应 当把 

科学技术发展史作为社会发展 的重要 内容来研究；所以，科学技 术发展史应 当是世界近、现代 史教 学和研究的 

重要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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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modern world history 

— — theOries on the three technorlogy revolutions 

LU Xiang 

(CoHege of Humanities，Qiqihar Universiry，Qiqihar 161006，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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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dem world history is not only the history of the ways of production renovation an d the altemation of the 

class but also the scientific advanced history of the science campaign conformation replacement． Therefore historical mate． 

rialisms should interpret the general regulations of the huma n science campaign．science an d technology is the first produc- 

tivity．which has th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ociety．111e historical ma terialisms should regar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s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ould be the vital content of the ed- 

ucation an d research of the mod em world history ． 

一

、 科学技术革命是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物质基础 。新的社会经济 因素是社会物质生产 的经济规律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生 起作用的产物 ，不是单纯的暴力的产物。如果在 旧社会 的母 

产力 的发展是阶级产生的物质基础 ．是决定各阶级状况及社 体中没有代表先进生产 方式 的新的社会经济 因素出现并趋 

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是 五种社会形态变革的物 质基础 。 于成熟 ，单纯的革命暴力只能引起改朝换代，政权更替，而不 

如果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 的动力 ，那么 ，生 产力 是历史 发 能造成真正 的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 发展 的原动 

展的动力的动力；生产力的动力作用和阶级斗争的动力作用 力观点 ，必须到经济力即社会生产力之中去寻找，生产力的 

是同一过程 ，生产力的动力 作用表现为这一过程的起因，阶 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动力。 

级斗争的动力作用表现为这一过程的结局。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是马克思早就提出的命题。一百多 

生产力的发展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进步，历史前进的根 年前 ，恩格斯在高度评价 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 的同时 ，用 

本标志，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引起生产关系，社会上层建筑 ， 不少的文字阐述 了马克思的科学观 ，强调指出马克思把科学 

整个社会面貌等等发生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变化。所以，生 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 ，看成 是最 高意义上 的革命 力 

产力的发展 ，任何时候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社会从一 量。科学技术，既是一种认识现象，而且是产生这种知识体 

种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 ，从一种生产方 系或社会意识的活动和实践。它不只是静态的学说 ，而且是 

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 ，都必须有 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和 一个获得这种理论成果的动态过程。当这种理论成果通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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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介应用于生产活动时．科学托术就变成 了社会 的直接 

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可以用马 克思的一个观点来概括： 

“科学是一种 在历 史上起推 动作用的，革命 的力量。” 古代 

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在度过 了中世纪的漫 

漫长夜之后，科学技术才“以意想 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 

起 ，并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 。”： 尤其是在 l6、l7世纪科学 

革命之后 ，科学技术取得 了辉煌 成就 ．成为 人类进人近代社 

会的标志。可以说 ．“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 ，几乎每 

一 点都能归源于科学”。 科学技术对人类社 会发展 的推动 

作用是多方面的：作 为物质生 产力．它推动 社会经济的 飞跃 

和人类物质生活条件 的改善；作为社会 意识，它改变着人类 

的思考方式 ．对传统的宗教、道德 、艺术 、法律乃至审美观念 

都给予不断的冲击 ；作 为人类 的实践活动 ，它 又以十分主动 

的姿态参予 了人 类各 种政治活动。科学技术革命 是整个社 

会革命 的一部分 ，它往往带来经济的 、政治 的和意识形态上 

的革命。 

这一点在近 、现代史上十分 明显。继哥 白尼 、伽 里略的 

天体运行论对宗教神学的冲击之后 ，牛顿力学体 系深刻地影 

响了 l8世纪的机械唯物论，直接进人 了法 国的启蒙运动 ；自 

动纺纱机、蒸汽机参加了英国工业革命。正如马克思、恩格 

斯所总结 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 ，人们改变 自己的生产方 

式 ．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 自己生活的方式 的改变 ，人们 也就 

会改变 自己的一切社会关 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 主为首 

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4 中国人 

民引以 自豪的四大发明就曾在世界范围内起过这样的作用。 

社会阶级关系简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是 

近代科学技术造成的社会后果。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为资 

产阶级的产生和壮大提供了条件，资产阶级又紧紧抓住科学 

技术作为 自身 的武 器，并且不断 为科学技 术开辟 前进 的道 

路。资产阶级很懂得科学技术对本阶级利益的意义所在，它 

把对科学 的“宽容”作为保护科学的根本原则 ，造成了现代科 

学迅速发展的社会条件。科学技 术成了整个社会不可缺少 

的而且比较欣欣 向荣的部分。为什么处于发展“最高阶段” 

即最后阶段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还在向前发展 ，重要原因之 

一 就在于它依仗着科学技术的力量 ，依仗着渗透于整个生产 

和管理过程中的科学 的力量 。 

二、科学技术第一是生产力 

马克思在总结第一次技术革命的经验时 ，把科学技术看 

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伟大彻底的“革命家 ”。科学技 

术作为生产力 ，在世界近、现代历 史上的三次技术革命 中显 

示了它的伟大力量。 

第一次技术革命 ，开始于 l8世纪 60年代 ，其主要标志是 

蒸汽机的广泛应用。它是牛顿力学和热学结出的一个硕果。 

英国物理学家牛 顿，在伽里略 和开普勒研 究成 果 的基础上 ，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验研究和数学 计算 ，在 1687年完成了《自 

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 巨著 ，系统地 阐述 了力学的三个基 

本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从而建立起一 个完整的力学理论体 

系。牛顿力学是整个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基础，也是现代一切 

机械 、土木建筑 、交通 运输等工程技术的理论基础。这一伟 

大成就 ，有效地指导了科学 实验活动 ．给第 一次技术革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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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英 国发生作好了理论上的准备 这 次技术革命 ，是在一 

系列高效率的纺织 机发明过程 中闪现出“火花”的。为解决 

这些新机器的动力 问题 ，于是人们又在寻找高效率的动力机 

械。l7l2年纽可门发明了第一台可实用的蒸汽机 ，使热能转 

变成为机 械能。后经 瓦特的改造 ，在 1765年首创单 动式 蒸 

汽机和在 1782年 制成双动式蒸 汽机 ，并能 够驱 动机器直接 

进行生产。因此 ．它大大推动 了纺织 、采矿、冶炼 、机械加工 

等工业的迅猛发展和交通运输工具实现蒸汽动力化，使人类 

进人了“蒸汽时代”。 

技术革命引起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既然是生产方法 、设 

备和产业结构在质和量上的飞跃过程，就决定了它 的可转移 

性 这种转移是以新技术的转移为生长点展开的，并且以政 

治条件 、和平稳定环境、市场竞争 、工业基础和文化知识条件 

为背景的。l9世纪 20年代 ，逐步具备这些条件的美 、法、德 

等国，成为第一批新 技术转移 的国家。到 l9世 纪 60、7O年 

代 ，他们就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 

第一次技术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 ，科学技术只能在政治 

安定的和平环境下发展 ；政府政策和市场竞争对技术革命起 

重要作用；发 明或引进重要 新技术是 社会发展 的关 键性 因 

素 ；出现普遍的艰苦创业和献身科学技术的浪潮是国家富强 

的极重要条件。 

第二次技术革命 ，发生在 l9世纪 70年代。主要标志是 

以电机为代表的电力技 术的广泛应用 。这是在科学技术全 

面发展的基 础上，电磁学 带来的一个光辉成果。经 过 l8世 

纪各方面的准备 ，l9世纪成为科学全面发展的时期。其 中最 

大的成就之一就是能量守恒 和转化定律的发现 ，特别是法拉 

弟 、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确立 ，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能源，给 

第二次技术革命准备了重要理论前提。1866年 ，号称近代德 

国科技之父的西 门子 ，以电磁铁制成 了实用的发电机 ，为 电 

器工程的大发展 开辟 了广 阔天地。接着在 1875年前后 ，电 

动机开始用于工业生产 ，从而大大改变了动力设 备和生产过 

程。到了 80年代 ，又解决了远距离输电问题 ，使工业生产摆 

脱了地方条件的限制。l9世纪末 ，美国又建立 了大功率 的发 

电厂，使电的应用更为普遍 。与此同时 ．电灯 、电报、电话 、收 

音机等相继诞生。到此 ，人类历史就跨进 了以电用于动 力、 

照明 、通讯生产的“电气时代”，社会生产又产生一次 巨大 飞 

跃 。 

第二次技术革命 虽然也产生于第一次技术革命 的中心 

— — 英国，但 l9世纪 70年代以后 ，英国经济衰退，企业家保 

守而迷恋蒸汽机，惧怕技术和设备更新会带来 巨大经济损 

失 ，理论研究与应 用脱节而使它落后于美、德两 国。美国在 

内战胜利后 ，国家统一，清除了封建和殖民地遗迹，为资本主 

义经济全面发展扫清了道路；通过“美国式”农业发展道路而 

发达起来的农业，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同时 ，美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 ，大量 引 

进外资，大量 引进英 、德重 工业和 电气技术 、技 术人员 和技 

工 ．派留学生向英 、德学 习，并结合本国情况予以改进 。美 国 

的技术革命是靠引进和发展应用技术起家的，使它在工业装 

备和电气化程度上遥遥领先。德 国在普法战争 中取胜和国 

家统一，为经济大 发展创造 了条件。为了争夺市场 和殖 民 

地，德国走上 r以军火生产带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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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引进英 、法、荚的先进技术 ，密切理论与实验和科学与技术 

的结合．使其科技和工业增长速度仅次于美 国超过英 、法而 

居第二位。这个格局再次反映 了谁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并迅 

速转 变为生产力，谁就会变被动为主动，变落后为先进。 

第二次技术革命的经验说明，荡除封建残余 和形成稳弃 

的和平环境，是 一个国家科技 、工业和经济大发展的重 要政 

治前提；在新技术革命中弱国可以转弱为强 ；思想解放 ，尊重 

知识 ，奖励科学发明和应用技术 ，是发展科技事业、振兴经济 

的关键性因素 

第三次技术革命 ，发生 在 2O世纪 4O年代，目前 还在 发 

展 主要标志是 原子能 、电子计算 机和空间技术 的广泛应 

用。这是现代物理学和各 门技术科学综合发展的必然结 果。 

l9世纪末 20世纪初 ，由于发生 了物理学的革命，自然科学进 

入现代科学阶段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 、德布罗意 、海 

森堡等提 出和建立的量子力学体 系，卢瑟福 、查德威克 、哈恩 

和史特拉斯曼完成的现代原子论 ，成功地揭示 了微观物质世 

界的基本规律 ，为现 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也 为第 

三次技术革命作 了思想上 、理论上的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 国建成第一座原子反应堆 ，接 

着又制成 了第一颗原子弹，从此开始了人类利用原子能的新 

时代。原子能引起 了动力革命 ，它 比蒸汽 、电力有更多 的优 

越性。目前，原子核 能已在工农业生产 、军事 、科研和社会生 

活各方面 ，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1945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 

美国诞生 ，在 人类智力 解放 的道路上树立 了一个新的里 程 

碑。特别是 50年代 以后 ，由于晶体管和集成 电路的发明，以 

及软件系统的完善 ，电子计算机更得到 了惊人的迅猛发展。 

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 ，不仅给人类带来 了生产 自动化， 

科学实验自动化，信息自动化，生产效率成百成千倍的增长， 

而且开辟 了用机器人代替人类 脑力劳动的新时代。在 近百 

年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 ，使人类进入了征服空间的新纪元。空间技术的 

发展，从根本 上改变 了人 类认识 和改造 自然界 的方式。现 

在 ，航天飞行器 的种类不断增多，功能不断扩大，气象 、资源 、 

通讯等卫星的发射，载人航天飞行到月球，等等，都大大改变 

了人类对 自然的利 用和改造 。总之，这次技术革命 规模 之 

大 ，速度之快 ，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都是历史上空前的。 

它不仅显著的改变着生产方式 、社会结构 ，使一些国家的三 

大差别逐渐缩小 ，而且改变着社会阶级状况 ，使阶级关系、国 

家关系都发生 了深刻变化。今后 ，它的社会效果还将进一步 

●  

展现 出来 

目前的第 三次技术革 命浪潮 ，给 我们 提供 了深 刻的启 

示 ：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决定性 因素，证 明了马克思 

关于科学技术 作用的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科学技术的进 

步必须同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密切结合起来 ，发挥其决定性 

作用 ；重视基础科学研究 ，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劳动者素质 ， 

是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决定性 因素。 

世界近 、现代史 七的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给予我们很多 

有益的启示 ．它生动地 说明了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 

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也雄辩地说明了我们党 

把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十分英 明的。 

三、科技发展史是世界近现代史的重要内容 

我们的历史教学和研究要科学地描述人类社会的昨天． 

再现人类社会 向前奋进的历程，歌颂人类创造的一切美好的 

事物 ，鞭挞剥削压迫 、腐朽黑暗和愚昧落后 ，传播人类世世代 

代积累的精神财富和文 化遗产 ，发现 并概括历 史发展的规 

律。这能在很大程度上有益于帮助人们确 立科学 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 ，有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经典作 

家提出的各种科学论断，注意汲取足 资借鉴和务必引以为戒 

的历史经验，从而加深对于现实 的认 识，正确地从事推进现 

实、面向未来的实践。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历史科学所具有的 

培育熏陶 、潜移默化的巨大力量。史学工作者应 当自觉地把 

握 自己的职责 ，在推动世界历史教学 和研究为我 国社会 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方面 ，做 出不懈的努力 。 

几千年的文明史 ，既是一种生产方式变革另一种生产方 

式的生产发展史 ，是 一个 阶级推 翻另 一个 阶级 的阶级斗争 

史，也是一种科学活动形态取代另一种科学活动形态的科学 

进步史。因此 ，历史唯物主义应当阐明人类科学活动最一般 

的发展规律。科 学技术是生 产力 ，它对 社会的影 响是 巨大 

的，历史唯物 主义应 当把科学技术发展史作为社会发展的重 

要内容来研究 ；结合科 学技术 发展 史，研究 资产阶级的历史 

地位和资本主义的兴衰，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 

的发展过程。所 以，科学技术发展史应 当是世 界近、现代史 

教学和研究的重要 内容。 

我们 只有认真贯彻执行历史科学为现实服务 的方针，使 

世界史学科确确实实显示 出对社会 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有 

所裨益和有所贡献的时候 ，才能说它 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获 

得 了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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