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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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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约瑟难题是近20年来中国科技史界一直关注的对象。对李氏难题研究本身，在许多方面对中国 

科技史研究与学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提 高了中国科技 史学科的声望，扩大了其研究的视野，为中西科技 

史的比较研究搭建了一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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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40年代初期 ，由于特殊的机缘 ，英国 

科学家李约瑟“皈依”中国文化，从生物化学领域 

转向中国古代科技史领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辛 

勤耕耘，李约瑟及其合作者向世人奉献了一部空 

前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又称《中国科学与文 

明》，全书预计共 7卷30册)。这部书以令人信服 

的史料与证据，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作了分门 

别类的研究 ，使中国科学文明在世界科学史 中获 

得了应有的地位。在此过程 中，李约瑟从世界科 

学史与比较科学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 

展进行了整体性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 

中，最具广度与深度的莫过于所谓“李约瑟难题”。 

近 20年来 ，中国科学史界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广 

泛、深入的研讨 ，它无形中对中国科学史研究与学 

科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

、李约瑟难题的由来 

近代科学产生于 16世纪的欧洲，并在随后数 

百年迅速发展。它不仅极大的推动了欧洲社会经 

济的进步，奠定 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霸权 ，而且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欧洲人对 

异邦文明的傲慢与偏见。在西方人看来，近代科 

学是古希腊的科学传统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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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产物，也是西方文明优越的象征。中国、印度 

等其他古老文明，虽然也曾有过诸如印刷术、造纸 

术、火药、指南针等伟大的发明与创造，但那充其 

量只是一种技术，根本无法称之为科学。即便可 

以勉强称为科学的话，他们也不相信欧洲曾受到 

过中国科学的影响。 

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目的之 
一

，就是要澄清这些疑惑，打破无知，消除误解。 

但他感兴趣的并不仅仅是罗列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取得的辉湟成就，而是想探寻为什么中国人在导 

致近代科学和技术的产生方面，并没有像欧洲文 

明那样获得成功。换言之，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 

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 

长(以下简称 P．)?李约瑟坦言，这是他最初涉足 

中国科学技术史领域时最为困惑的问题 ，而且相 

信这是整个比较社会史研究 中最重大的问题之 
’ 。 — —

0  

从时间上看 ，李约瑟在 20世纪 40年代发表 

的一系列文章中已对 P作了明确的阐述。他之所 

以认为 P是一个有意义的、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基 

于两个隐含的前提 ： 

其一，近代科学具有普遍性。科学作为对 自 

然现象与规律的理性认识，具有极强的历史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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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李约瑟认为，近代科学虽然产生于欧洲，但它 

并不是“欧洲的”或“西文的”科学，而是普遍适用 

的世界科学。就起源而论，近代科学实际上包纳 

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古希腊、罗马、阿拉伯 

世界、中国和印度等古老的文明都为近代科学的 

产生作了一定的贡献。 

其二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具有与近代科学理 

论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科技因素，而且在科学发现 

与技术发明上曾对世界作了许多独创性的贡献。 

如果——仅仅是如果——不是因为特定的社会 、 

经济、文化等因素使中国古代科技带有某种先天 

的不足，类似于西方模式的近代科学有可能在中 

国产生。 

随着研究的深入 ，李约瑟在 5O年代对中国古 

代科学技术有了整体性的认识和评价。他认为： 
一

方面，中国占代科技 自成一体，表现出独特的创 

造精神；中国 与古希腊一样都能思辨大 自然。就 

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而言，中国的成就远远超过 

西方，而且比西方更能有效地把关于 自然的知识 

应用于实际需要。另一方面 ，中国在科学理论方 

面比较落后，一直是原始型和中古型，长期局限于 

阴阳五行学说范围内。与此同时，李约瑟意识到 

还有一个与 P同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公元 1 

世纪到 15世纪之间，在把人类 自然知识应用于人 

的实际需要方面 ，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要有效得 

多(以下简称 Q)?P与 Q关联，被科学史界称之 

为“李约瑟难题”。曾经无 比辉煌的中国古代科 

技，却未能孕育出近代科学的果实。历史与现实 

的巨大反差，使李约瑟难题格外沉重和引人注目。 

就李约瑟思想的缘起，P先于 Q；但从逻辑上 

考虑两者的顺序则应相反 ，Q是 P的基础与前提， 

P则是 Q的深化与发展。可以说 ，Q是李约瑟提 

出 P时所隐含的前提的明确化，它规定了 P的内 

容与解题的切入点。如果忽视或割裂 P与Q的关 

联性，它本身就会沦为一个平庸问题。因为全世 

界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似乎都可以提出类 

似于 P这样的问题。而要解答这一问题时，却根 

本就找不到切入点。我们认为，要寻求李约瑟难 

题的答案，如果真有答案的话，更多地取决于对 Q 

的思考与解答。 

“李约瑟难题”贯穿于李约瑟自己的整个科学 

史研究生涯，也成了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的 

核心线索。在已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李约瑟大 

致勾勒了其解题的思路。据说在即将出版的该书 

的第七卷也即最后一卷中，他将对其设置的问题 

给出一个较全面答案。但我们认为，就对 中国科 

学技术史研究的影响而言，李约瑟的答案远不及 

他所提出的问题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 

李约瑟难题开启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一 

页。 

二、中国科学史界的应对 

从 1954年起，《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各卷 

陆续问世。而从李约瑟发表的“古代东西方的科 

学与社会”等文章看 ，6o年代中期 ，他本人对中国 

科学的基本看法，对难题的表述和解题的基本思 

路也已趋于定型。但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李氏 

难题当时未能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 

中国学术界对李氏难题的关注始于 8O年代 

初。1982年 1O月，中国科学院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 

志社在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 

学术讨论会”，会后结集出版了《科学传统 与文化 
— — 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的论文集。从严 

格意义上说．这还不完全是李氏难题，但追寻近代 

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与李约瑟“近代科学何 

以不在中国产生”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上， 

当时林文照等人在论文中就明确指出：“探讨中国 

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原因时，首先应当讨论的 

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问题。”【1 J 

从整体上看 ，当时国内学术界基本认同李约 

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评价，所谓“落后”，只是相对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 

勃兴而起的近代科学体系而言。因此 ，在探讨落 

后的原因时，更多的是追问“为什么在近代中国那 

种社会和文化土壤上，没有也不能孕育出象欧洲 

文艺复兴以后所产生的那样一种新类型的科学技 

术体系?”L2 J。对此，学术界占主导性的观点是：近 

代中国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 

制度未能在中国产生。换言之，中国历史上高度 

发达的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 ，强大的封建主义中 

央极集权 ，以儒学为主体的绵延两千年的官方学 

术传统等 ，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性，这 

使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难以生长发育。 

显而易见 ，这种主导性的观点带有明显的“社 

会结构决定论”倾向。其分析多局限于宏观外显 

的层次，而对于作为科学技术发展主体的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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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这类微观 内隐层次，却缺乏足够的关照。毫 

无疑问，近代科学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 ， 

谁也不会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对近代科学产 

生的作用。但把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视为一种 

社会制度作用的结果，却又未免失之简单与空泛。 

况且，过分强调中国封建制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 

桎梏，似乎很难解释何以中国古代科技长期保持 

较高的发展水平。 

随着对问题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学术界逐渐 

摆脱了“社会结构决定论”的框架，开始对中国古 

代科技的内在结构、对传统文化模式与思维方式 

和以科举制为核心的社会激励机制等进行微观的 

分析。而这种研究走向势必涉及李约瑟对中国古 

代科技总体特征的认识与评价，涉及他提 出的另 
一 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在公元 1世纪到 l5世纪之 

间，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 

中国文明比西方明要有效得多?于是 ，P与 Q的 

关联性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9o年《自 

然>杂志社别出心裁地举办了“李约瑟难题”征答 

活动；与此遥相呼应，广州中山大学马文辉科学哲 

学论坛设置了“李约瑟难题”专项研究基金。这使 

得国内学术界对李氏难题的探讨急剧升温。 

此时，学术界已充分意识到，为了避免求解李 

氏难题的盲 目性与随意性，首先必须对难题本身 

进行理性的思考。“李约瑟难题”的内涵是什么? 

这一难题的设置是否有意义?是否合理?这成了 

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对李约瑟难题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为使 

学术交流与论争有一个基准，甚或为难题的求解 

寻找新的切人点 ，有必要对难题的内涵作明确的 

界定。桂质亮在《李约瑟难题究竟问什么?》一文 

中，对难题中两个问题的原始含义作 了较为详细 

的分析，并由此探讨了难题的深层结构。他认为： 

“在难题中，前一问题包含 中国科学理论 比较落 

后；后一问题 中的近代科学指称 以近代科学理论 

为其基本特征的理论科学，对这一点的忽视，是 目 

前在难题的理解、转述和求解中存在误区的主要 

原因之一。” j尚智丛在《新视野中的“李约瑟难 

题”>一文则认为，如果不拘泥于字面的理解而深 

入分析李氏科学思想史与研究工作，其真正内涵 

实际上是下述 3个问题：(1)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国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科学超越?(2)什么因素促 

成了西方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的融合?(3) 

什么因素造成了“融合”与“超越”之间的时间差? 

他指出，学术界对后两个问题重视不足，澄清它们 

是“李氏难题”留给我们的重要任务o[4 J 

然而，也有不少学者分别针对李氏难题的两 

大问题质疑其合理性。针对第一个问题，一些学 

者压根儿就不赞同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的整体 

评价，认为中国在 自然科学方面从来都没有位居 

世界前列 ，甚至认为中国古代原本就无所谓科学。 

因此，近代科学没在 中国产生也就顺理成章。针 

对第二个问题，席文、吴国盛等极端者从否定近代 

科学的普遍性着手，认为追问近代科学何以没能 

在中国产生 ，就如同问“张三的名字为何不是李 

四”一样，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甚至是一个“伪 

问题”。一些学者如张秉伦、徐飞等，虽然肯定李 

氏难题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但认为难题是“一个 

逻辑上不完备的设问”，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二 

难推理式的矛盾特征”。 因此，任何单纯追求一 

个终极解答的努力，其愿望固然美好，但实际却是 

行不通的。 

由于在对李约瑟难题进行转述的过程，学术 

界一直未能就其内涵达成共识；加之来 自方方面 

面的质疑 ，因此 ，有些学者主张对李氏难题的表述 

进行修正 ，或者对两大问题作一定的条件限制。 

例如：范岱年就主张将李 氏难题加以修正并分解 

为几个不同时期 ，再对中西文化与科学作共时性 

与历时性 比较研究。 钱兆华基于李 氏难题“混 

淆”了科学与技术概念 ，以及对中国古代技术水平 

的不实评价，认为李氏难题的表述应修改为：“l6 

世纪以前中国的技术在许多方面都超过西方，但 

近代技术为什么诞生于西方而没诞生于 中国呢? 

而且中国为什么一直未能出现过任何 自然科学体 

系呢?”E7 J但类似的修正，难免有消解李 氏难题之 

嫌。它本身究竟有多少合理性 ，也还是一个问题。 

三、预料之外的结果 

近 2o多年，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成了中国科 

技史界甚至于整个学术界一道亮丽风景，许多著 

名的学者都纷纷加入了论战。但由于李氏难题错 

综复杂，涉及2000多年时空跨度内中国与西方社 

会、经济 、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加之其 自身在表述 

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要想给这一难题一个终 

极答案是极不现实的。或许，这正是李氏难题独 

特的魅力所在。然而，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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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答案 ，而是注重探索的过程，不难发现李氏难 

题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实质性影 

Ⅱ同： 

首先，它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视 

野：中国科技史作为一¨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 

20世纪初期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 

科技史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古代 

科技书籍和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辑录；利用现代科 

学语言对史料进行注释、翻译和考证 ；利用古代文 

物印证文献史料。其二是在搜集、研究史料的基 

础上，进一步进行系统化和概括工作，编写学科史 

与专题史。在 8O年代前 ，学术界先后编写了《中 

国数学史》、《中国化学史稿》、《中国古代天文学简 

史》、《火药的发现与西传》、《中国青瓷史略》等数 

十部学科史与专题史，撰写了近 5000篇专题论 

文。这些成就 ，为中国科技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 

j 坚实的基础。但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研究 

偏重于内史 ，带有浓厚的“考证”色彩。而对于中 

国科技的整体发展，尤其是对中国传统科技与社 

会的互动关系，则缺乏足够的重视。李氏难题的 

综合性与复杂性，使得国内科技史界跳出内史的 

框架进入外史研究．从各种层次去分析传统科技 

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种取向在 8O年代初期对 

“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的探讨中表现得尤为突 

出。虽然有学者指责这种转向开始时显得大胆有 

余理论不足，但随着研究的推进，学术界逐渐进入 

了范畴较小但更为精确的科学社会史研究 ，取得 

r不少极具启发性的成果。 

其次，它为中西科技史的比较研究提供 了一 

卜平台。李约瑟难题的设置，本身就是中西科技 

史比较研究的杰作。难题中的两个问题分别对古 

代与近代的中西科学作了共时性的横向比较；两 

个文明相关联又对中西科学发展史作了历时性的 

纵向比较。事实上，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 

Il作中．李约瑟对中国占代的科技贡献和总体特 

征。都是以比较的方法来进行评述，也即同西方科 

技成就与特征进行对比 对于那些赞同该难题的 

学者们而言，问题的答案也只能在 中西科学 的比 

较研究中寻找。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对李氏难题 

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主张修改其表述的学者们，也 

并不反对中西科学史的比较研究。因为不同文化 

类型中所产生的科学，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 ，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总第 188期 

他们质疑的仅仅是李约瑟“预设”的比较标准，或 

者通过比较想达到的目的。李氏难题最为学者诟 

病的是其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之间的矛盾，即一 

切以西方的标准来度量中国的科技与社会 ，而无 

视中国自身文化的历史脉络。许多学者认为，中 

西科技史 比较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裁判彼此的优 

劣，而在于认识它们的共性与差异。这有助于更 

好地认识中西科技与其生存的社会 、文化环境的 

内在联系，发现各 自的合理“内核”。 

再次，它促进了中国科技史与科学哲学、科学 

社会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融合。虽然至今为 

止，国内学者对李氏难题给出的种种答案都不能 

令人满意，但人们探讨问题的角度和涉及的内容 

却十分的广博。举凡地理环境 、社会形态、政治 、 

经济、文化、语言、逻辑等等，几乎有可能想到的方 

面，无一不被人们涉及。实际上，李氏难题的内涵 

与外延都远远超越了科学技术史领域。此外，在 

学术界有关李氏难题合理性的争论 中，涉及到了 
一 系列科学认识论 、方法论、逻辑学 、语义学、史学 

理论等方面的根本性问题。例如：近代科学是否 

具有普遍性?逆事实陈述是否是历史学的研究对 

象?对不同文化类型中的科学的比较是否具有可 

通约性?等等。这些问题显然不能在科学史学科 

内找到令人满意的解答。历史地看 ，科学史学科 

的内史研究与科学哲学有密切的联系，而其外史 

研究则离不开科学社会学、科学学等相关的学科。 

但在中国，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学等学科 

可谓姗姗来迟，它们的兴起几乎与李氏难题的探 

讨热同步。可以说，李氏难题作为一种纽带与桥 

梁，促成了中国科技史与这些相关学科的融合。 

最后 ，它提高了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声望，扩大 

了研究机构与队伍。如果说李约瑟《中国科学技 

术史》一书的出版与发行，使中国科学文明在世界 

科学史中获得了应有的地位，那么，有关李氏难题 

的研究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科学史学科在 

国内外的声望。在欧美一些著名的高等学府，中 

国科技史成为一门可授予硕士与博士的学科。在 

国内，除了较早成立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外，8O年代 以后 许多高等院校陆续成立相应的 

科学技术史研究机构，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就设置 

了科学史系。从研究队伍方面看，早期学者几乎 

来自自然科学领域，大多是半路出家转而从事科 

学技术史研究。他们虽然有较好 (下转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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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祭司，负责沟通本家族中人与鬼的关系，负 

责将本家族的亡灵送达祖先所在的地方。尽管各 

民族对巫师的称谓不同，各民族的巫师活动范围 

不一致，但其实质是相同的。女巫是在某种特定 

的场合下，通过鬼神附体而后经过巫师的点化(安 

坛)形成的。在这里，女巫被称之为“迷纳”。虽然 

“迷纳”是布依族对女巫(摩雅)活动的描述，但这 
一

词汇被汉族和苗族所接受。因而，“打迷纳”在 

这里得以盛行。所谓“打迷纳”，是民间的一种巫 

术活动，一般 由女巫来执行 ，当地人把称她为“迷 

纳婆”。在我们考察的地方，不管是汉族、苗族、还 

是布依族，他们在祈子求福、消灾祛难等活动时， 

都离不开“迷纳婆”的参与。“迷纳婆”是不分民族 

的，她可以在各族之间自由交流。在这种相互交 

流的过程 ，她们彼此将 自己的一些治病的方法、生 

活方式、语言习俗等导人了另一方民族。同样的 

巫术长时期的在不同民族间的传播 ，使得不同的 

民族形成了共同的信仰，不同民族的文化通过共 

同的信仰而得到整合与调适。从民族学的视角来 

看，“迷纳婆”在这个意义上远远大于她所从事的 

巫术活动。实际上，在少数民族地区，被巫术占领 

的空间则更为广阔，巫术活动犹如一座桥梁 ，沟通 

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经济、生活方式、民族心理、 

价值观念等。 

五 、结 语 

整理所搜集到的资料，分析产生这种和谐民 

族关系的文化背景 ，我们认为，这种民族关系的形 

成 ，不是个人或民族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一个 

自然的历史过程，是由该社 区的社会历史条件和 

民族演进过程 中各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其 

中，有 4个因素起了基础的和主导的作用：共同的 

经济生活是产生这种和谐民族关系的先决条件； 

民族政策为民族的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提供了良 

好的社会环境；历史上的联合斗争史开辟 了民族 

团结合作的历史先河；共 同的信仰是维系这种民 

族关系的桥梁和纽带。 

文化是具有多样性的。然而，从文化内部决 

定这种文化多样性的，则是文化主旋律。使文化 

具有一定模式的主旋律是民族精神。因而，研究 

某个社区或某个民族的文化，要从该文化的内部 

去寻找其文化特质，才能找到产生这些文化事象 

的根源。本文中，我们从经济生活，民族政策，历 

史上的民族联合斗争和共同的信仰 4个方面解析 

形成这种和谐民族关系的原因。但是，并不是所 

有历史上、所有社区内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都是 

如此。 

[责任编辑：黄旭东] 

(上接第52页) 的 自然科学专业素养 ，但缺乏 

相应的科学史理论方面的训练，这使 中国科技史 

在相当长时期内只能局限于内史研究。李氏难题 

独特的魅力 ，使其成 了中国科学技术这门学科的 
一 面旗帜，感召和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尤其是年青 
一 代投身于中国科技史研究。 

也许，随着时光的流逝 ，国内外学者探讨李氏 

难题的热潮会消退。但曾经的过程对中国科学技 

术史研究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责任编辑：黄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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