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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坛上，冯骥才无疑是一个多面手：他是
优秀的小说家，30 多年前就凭着《神鞭》《三寸金莲》

《俗世奇人》等誉满文坛；他是有实力的画家，水墨山
水在笔下美丽空灵；他也是备受尊重的文化学者，这
20 年来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付出
了大量的努力。按理说，人只要在一个领域有所成，
就很不容易了，可他在文学、绘画、文化领域游刃有
余地进行着跨界，这就令人刮目相看了。1942 年出
生的冯骥才，已经是 70 多岁的老人了，凭着旺盛的
精力创作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这在中国当代长
篇小说创作队伍中是少见的。

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描写了一段跨国恋情，
沉醉于悲怆的历史河流中。一个纸店的老板欧阳先
生有两个孩子，一个欧阳尊，一个欧阳觉，在中西文
化刚刚出现的特殊环境下，欧阳觉和一个八国联军
将军的女儿在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的情况下产生了
一段动人的恋情。单筒望远镜成为文化对视的绝妙
象征：世界是单向的，文化是放大的，现实就在眼前，
却遥远得不可思议。

这部小说延续了冯骥才独特的语言风格和精湛
品质，也尽显冯骥才描摹生活的扎实功底，小说以独
特的津味，将斑驳的历史再次拉入人们的记忆中，还
原 100 多年前天津人、普通民众的精神性格，在种种

社会矛盾下，在小人物的爱恨情仇与心灵历程中，演
绎着中西文化历史碰撞下的时代悲剧与命运悲剧。

任何一个小说家，都是自己的精神家园，莫言的
文学家园是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是商州农村，张炜
的是胶东半岛，池莉的是汉口。而冯骥才的小说创
作，长期都是以老天津作为精神的家园。熟悉冯骥才
的人们应该知道，他的任何一部小说，其场景都没有
离开过天津。

早在 19 世纪，天津是东西方最早冲突的地方之
一。1862 年之后天津建英、法租界，外国人进来后，
开始和中国人有最早的接触。在这片土地上，东西方
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的交流和冲突越来越
多。而天津又是一个特别的地域，作为商业城市比较
洋气，作为一个码头又五方杂处，充满地方民情和自
己的特点。对于那段时期的材料，冯骥才看得非常
多，从《义和拳》到《神灯前传》，他一直试图通过挖掘
历史来反思民族心理文化。

《单筒望远镜》的写作，源起于冯骥才对上个世
纪初中西文化碰撞的反思，也延续了他对民族文化
心理的思考。在那个时代，世界的联系是单向的、不
可理解的，就像隔着单筒望远镜一般，彼此窥探，却
又充满距离感。“正如男人眼中的女人，不是女人眼
中的女人；女人眼中的男人，也不是男人眼中的男
人。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人，不是西方人眼中的西方
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
人。”那个时候的世界没有沟通，中西方相互不理解。
在最早的中西冲突的时候，出现了很多悲剧式的问
题，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主义，也有文化的冲
突。《单筒望远镜》则将这些问题的思考写在了里面。

在中西文化冲突最激烈的时刻，爱情能否超越
国界？在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中，灾难因何而起？这
样的文化景观下，人性会遭遇怎样的炼试？《单筒望
远镜》以一段跨文化的恋情坠入历史灾难的故事，抒
写一百多年前普通人所经历的灵魂深处的痛苦，探
究中西文化沟通的困局，探寻人性在现实生活中的
边界。这部小说凝聚着冯骥才对中西历史与文化的
诸多思考。比如，他用中国和法国两位年轻女性主角
性格特点，寓意中西文明的巨大差异，用大槐树寓意
中国古老文明受到的冲击和摧残，用立于老城与租
界间的小白楼寓意中国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审视
与对视。

《单筒望远镜》是继《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
卦》之后的“怪世奇谈”四部曲的最后一部，也是酝酿
时间最长的一部。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单筒望远
镜》的写作计划已频繁出现在冯骥才的各种访谈中，
由于他当时奔波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征途上，这部小
说的写作也被搁置。经过了近 30 年的沉淀，才得以
完成《单筒望远镜》的创作。

冯骥才的小说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因为小说
的叙事背后，有着强烈的文化追问。如《神鞭》通过一
根辫子反省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三寸金莲》针砭了
中国封建文化的顽固性及其束缚力，《阴阳八卦》剖
析思辨了中国文化的认知方式及其负面，《单筒望远
镜》则从中西文化碰撞的冷峻现实中，揭示了因为接
触障碍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双方彼此认知都产
生了许多错觉。单筒望远镜，是莎娜和欧阳觉彼此提
供给对方的一个窗口，未知带来的激情将他们双方
引向一条单向路，在他们的背后是中西双方单向认
知带来的隔阂、误读、冲突，而炮火最终碾压了一切，
爱情也毁灭在那个悲剧时代。

冯骥才凭借其独特的非凡的艺术才质，在《单筒
望远镜》这部长篇小说中，再次对天津这一地域的历
史文化、风土人情、群体人格等，作出了多向度全景
式的直观呈现。同时，这部小说将前三部作品中所写
的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中国文化的自我束缚、中国人
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进一步深化，将中西文化碰撞的
反思、对人性国民性的反省推进到了更深处。值得一
提的是，小说中，还插入了冯骥才为这部小说搜集了
几十年的反映当时历史图景的照片。这些照片作为
历史的镜像，为小说中的时代作了全景式注解。

在我们的日常话语体系中，“科
学”无疑是个高大上的概念，因为一提
到它，人们总是会联想到“正确”“理
性”“客观”“精确”“规律性”“完美”等。
通常的描述给人的印象是，科学是真
善美的统一，是人类认识的理想型态
和文明智慧的化身；科学是人类理性认
识的结晶，是对外在客观规律的反映，
是人们正确行为的指针。当代西方科学
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则从专业的视
角，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到理解和看
法。保罗·费耶阿本德（1924—1994，以
下简称费氏）是 20 世纪最知名的科学
哲学家之一，是科学历史主义学派的主
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 《反对方
法———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纲要》《自由
社会中的科学》，以及《告别理性》等。

《科学的专横》根据费氏 1992 年在
意大利特伦特大学向普通听众所作的
系列讲座，经作者本人编辑整理而成，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基本的学术观点。
由于是学术讲演，且听众多为非专业人
士，所以该书异于一般的学术著作，在
组织结构、表述形式和语言风格等方面
就不显得那么严整、刻板和冗长，而是
让人有某些轻松、直观和诙谐的感觉。
作者就像一位年长的智者，以讲故事的
方式娓娓地谈论科学发现和发展的昨
天、今天和明天，仿佛在引导读者穿越
时空，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下的圣哲
进行交流，感悟和了解不同文明传统的
思维和智慧的丰富多样性。

诚如本书的英文编者奥博海姆所
言，科学对世界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前
所未有的影响。科学是什么？它如何运
动？它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对于这些
问题的理解是关乎我们每个人的事

情。作为一位科学哲学家和西方社会
的公共知识分子，费氏毕生致力于探
讨这些问题，并且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可以说，《科学的专横》是费氏科学哲
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浓缩。在发
表这次演讲大约两年后，他便因病逝
世。因此，也可以说这部作品反映了费
氏对于科学的最后思考。

在本书中，他引用法国著名生物
学家莫诺的话来评述西方现代文明：

“冷酷而严格，没有提出说明，但禁绝
其他精神食粮，这没有缓解而是加重
了焦虑。它一下子声称横扫几十万年
的传统，但这种传统与人性自身合为
一体。它撕毁了古代人与自然间的泛
灵论契约，但对这种珍贵的联系没有
提供任何替代品，结果使得人类在孤
独冻结的宇宙中焦虑地探寻。”（《科学
的专横》第 4 页）

费氏在本书中指出，西方文明中
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因为过分强
调客观和价值中立的原则，导致人们
在精神生活中驱逐了作为心灵依托的
神，造成了西方文明的“断离”。他举例
说，把具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人为地
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充当科学家，
另一部分充当基督教徒。作为科学家
的人拒斥信仰启示，远离意义；作为基
督教徒的人信赖上帝，遵循圣训。无法
使科学家自身充满宗教精神。科学所
要求和代表的冷酷、冷静和客观与宗
教唤醒人们爱的目的之间，存在难以
协调的矛盾。

作者在书中还批判了科学的“客
观性”，感叹“在客观论证中所具有的
客观性是多么少”。在他看来，所谓的

“科学无涉价值”不过是一种武断的谬

见。“但绝对不是这样。只有当一个实
验结果（或一个观察结果）明确不包含
任何‘主观’因素时———只有当它能从
产生研究结果的研究过程分离出来
时，它才会成为科学事实。这意味着：
在科学事实的构成中，价值起了重要
作用。”（《科学的专横》第 87 页）他认
为科学的系统描述或许就是一种错
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混沌无序的
世界，将系统引入其中意味着引入假
象。（《科学的专横》第 46—47 页）他强
调开放的世界观、多元方法论和多样
性文化对于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认
为科学不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唯一方
式，也不见得全部正确，反对“科学之
外无知识”的偏见，提倡各种思想的平
等和互补。

此外，他从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
的立场原则出发，认为科学家的成就、
贡献似乎与其崇高的社会地位不相匹
配，提出和倡导科学家应当承担其应
尽的社会责任。指出科学研究中理论
家与实验家的人为划分，而理论玄想
受到不适当的推崇，工程教育中偏重
理论原理而忽视实践知识等问题，以
及强调科学家从事研究事业时应当具
有信仰和耐心等。诸如此类的观点论
述，都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科学的专横》中译本由天津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郭元林
翻译, 该书依据 1996 年最新英文版翻
译而成，文笔流畅、简洁，准确、明晰，
在表述风格上也保持了与原文的一
致。为方便读者查阅和进一步研究，译
者精心编制了中英术语对照表，作为
附录放在中译本正文后。另外，将英译
本的书后注释，全部转换成页下注。凡

此种种，也都可见译者的用心和细心。
笔者在通读该书中有一点体会，因受
东西方文化以及各人专业背景差异的
局限，国内普通读者可能会对其中一
些术语或概念不甚了解，比如“诺斯替
教”“超弦”等，如果在文中加上一些简
要的译注，应该会有助于读者的理解。
但瑕不掩瑜，该书确是值得仔细研读
的一本好书，无论是对理工科还是文
科出身的人。相信大家在看过此书后，
一定会对近现代科学的发生、发展和
深远影响，有更深入而全面的理解。

我国正处在社会文化转型的现代
化过程中，如何面对西方现代化后的
尴尬境地，如何避免西方科学的负面影
响，如何更好地发扬中华优秀文化，在
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发展自己的文
化等，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研究的课
题。了解和研究费耶阿本德哲学具有
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无论
是专业的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读了这
本书，都会启发我们作出自己的思考。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对科学“神话”的解构与西方哲学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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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美国
企鹅兰登书屋发表了
保加利亚裔美国学者
玛利亚·波波娃的著作

。一方面，figure
有“人物”的意思，另一
方面，作为动词的 figure
有“摸索”的意思。本书
是通过历史人物的故事
和思想来探讨一些或抽
象或玄妙的主题的，故
我权且笨拙地将书名译
为《从历史人物看真理
与意义追寻》。本书通过
4 个世纪以来一些历史
人物相互交织的生活与
思索来探讨爱的复杂
性，探讨人类对真理与
意义的追寻。

书中叙述的第一位
历史人物是天文学家开
普勒，他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最
后一位人物是海洋生物学家和作家蕾切
尔·卡逊，她催生了全球环保运动。

除了这些“主角”，本书讲述了以各
种方式与主角发生联系的众多艺术家、
作家和科学家的生平与思索，这些“配
角”多数是不落俗套的有点古怪的女性，
她们通过自己难以名状、令人心碎的人
际关系，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方
式、体验方式和欣赏方式，从而作出了
自己独特的贡献。这些配角包括：玛利
亚·米歇尔（1818—1889），她是美国第
一位女性天文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她铺平了女性进入科学之路；雕塑家
Harriet Hosmer（哈丽特·霍斯默，1830—
1908），她是美国第一位女性职业雕塑
家，是女性投身艺术职业的开路先锋；
记者和文学批评家 Margaret Fuller（玛
格丽特·富勒，1810—1850），她是美国
女权运动的“吹鼓手”；名垂青史的美国
诗人艾米莉·迪金森。

通过评述这些主角和配角的人生，
波波娃引出了一些宏大的问题：好生活
如何测度？在不完美世界的改善方面留
下永久印记意味着什么？成就和赞扬就
足以带来幸福吗？才华足以带来幸福吗？
爱情足以带来幸福吗？等等。读者也许还
没想过这些问题，也许想过但尚未找到
满意的答案，那么，波波娃的思考会给您
带来启发。

本书除了关于主角和配角的叙事
外，还穿插了一系列的边缘人物（相对于
本书而言的边缘人物），如美国文学家、
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英国生
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英国诗人伊丽莎
白·芭蕾特·勃朗宁，被誉为“美国的莎士
比亚”的文学家赫尔曼·梅尔维尔

（1819—1891），美国废奴运动领袖弗雷
德里克·道格拉斯（1817—1895），美国浪
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不朽的美
国诗人惠特曼，等等。人物之间的影响链
条是复杂的，有时是意想不到的。例如，
诗人迪金森给作家卡逊提供了不少精神
营养，卡逊曾回望天文学家米歇尔的人
生，米歇尔的前瞻思考又影响到本书作
者波波娃……众多的角色，必然涉及众
多的主题：音乐、女权运动、科学史、宗教
的兴衰，天文学、诗歌和超验主义哲学之
汇流，如何激发了环保运动的诞生等。阅
读本书，像不停地转动万花筒，迷人的美
景不断呈现。

波波娃既热爱文学艺术，又热爱科
学，她博览群书，极其善于“无缝隙”地旁
征博引。那么，本书 29 章的标题都非常
富有诗意也就不足为怪了。仅举一些标
题为例：只有梦想者才会觉醒；何为失，
何为得；有限中的无限；召唤更多之多；
直面世界之光；耗尽人的精力亦提升人
之境界的事物；被分割然而不可分；肌肉
与灵魂之间；艺术与人生之间；生存之乏
味；遮掩不朽之光；从浪漫到理性；从恐
惧到超越；心灵的环境；精神与物质皆无
法拘限者；在存在之黑暗中；追寻完整
性；原子尺度与世界尺度之间；追循存在
之踪迹；从无根基的种子到星尘。

第 29 章的标题“从无根基的种子到
星尘”是什么意思呢？波波娃在书的开头
写道：“存在着无穷多种的美丽人生”。在
书的最后，她阐述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
每一个个体会死去，但是，我们的人生与
作品（如果有意义）之美将永存。“在人类
灭绝之后仍将存在的就只是无根基的种
子和星尘了。”按照宋人张载的意思，人生
的意义其实是人放进去的，所以人们应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用波波娃的话说，张
载所述的事业（或者低调点，叫事项）是有
意义的，是美好的。中国古人与现代美国
人的看法一致，并不奇怪，正如钱锺书先
生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也。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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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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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烨（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CEO）

评《科学大师的失误》

现代科学为什么会在西欧诞生？与
之相对，它为什么未能在世界其他地方
如中国诞生？对于中国读者，拜“李约瑟
问题”所赐，此类问题在中国众所周知，
永远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现代科学的社会起源》）是齐尔塞尔科学
史主要研究成果的集萃，核心问题正是中
世纪晚期现代早期现代科学在西欧的诞生
问题。作者是维也纳学派中的另类和左翼。
说他另类，是因为维也纳学派以语言哲学
著称，他却执着于将哲学思想运用于科学
史研究中。说他左翼，是因为他极不安分于
书斋中的生活，而且他的研究受到马克思
主义的巨大影响，热衷于思考问题的社会
和政治方面。在众多类似研究中，齐尔塞尔
的科学史研究独树一帜。

关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起源问题，
齐尔塞尔提出了“智识活动三阶层说”的
著名见解。他认为，彼时西欧与智识活动
相关的社会阶层主要有三个，即大学学
者、人文主义者和顶层工匠。前两个阶层
接受过系统的数学和逻辑等方法论训
练，顶层工匠没有，但他们发展出朴素实
验操作技能。而现代科学在西欧兴起的
关键就在于三大阶层的交流、合作和融
合，使得实验和数学相结合，形成了实验

科学的新传统。除此之外，对于与现代科
学起源相关的其他重要问题，如物理规
律、因果性和科学合作等观念在西欧的
诞生，齐尔塞尔也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科
学史解释。

由于短暂而不幸的人生历程，齐尔
塞尔的研究多数没有完成，但是这些研究
视野宽阔，资料丰富，脑洞颇大，尤其对于
思考中国科学发展问题，极富启发性。

（朱香）

有太多的传记，特别是相当比例的
自传大多只描述了优秀人物阳光的一
面，而鲜有述其阴暗面和失败的教训。但
对于后人，看失败往往比对成功的对号
入座更有心得。这本书正是从这个角度
出发，讲述了生物学、数学、化学、天文和
宇宙学以及物理学的若干个名垂青史的
大师，在其成名后反而在特定事件上，成
为了阻碍学科进步的最顽固势力。“后之
视今，亦如今之视昔，悲夫。”

正如《三国演义》，无论是金圣叹还
是毛宗岗，读对原著的“批”，各位读者反
而更加甘之若饴。科学的故事都比较复
杂，读者可以慢慢看下去，而我这里也重
点列举一些“批”和“叹”。

科学家有时候在科学上非常聪明和
敏感，但是对社会学知识有时还赶不上
一个普通人的知识水平（哈伯为德国侵
略服务）。

每一次总是年轻的科学家不愿被保
守的传统思想所束缚，大胆向他们挑战。
而每一次这种挑战，又绝无例外地会被
权威和顶尖人物所恼怒和反对（霍金错
误批评了贝肯斯坦）。

只要能拯救宇宙的稳定性，怎么干
都行（爱因斯坦引入错误的宇宙常数）。

只要你脑子里想什么就盯住不松

手，就总有一天会冒出思想来（霍金的
“黑洞不黑”理论）。

在事实与实验面前没有辩论的道理
（牛顿对于实验学评价）。

要提点建议的话，我建议补上大陆
漂移学说和板块构造学说的争议。前面
的权威不去世，正确的理论就不会被承
认。如普朗克那一句极端的评论，令人印
象深刻，“每参加一个葬礼，学科就进步
一步”。

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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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评

◎因保罗·费耶阿本德
观点趋于极端，维护和论证
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反
科学主义，提倡认识论无政
府主义，所以被认为是当代
科学哲学中的最大异端，得
名“科学最坏的敌人”。

◎本书辑录了费氏一
生讲课的精华，探讨了“科
学是什么”和“知识是什么”
等问题，紧紧围绕西方理性
主义和科学世界观兴起这
条主线来讲授哲学内容，强
调科学家的伦理责任，批判
科学成见。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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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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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专横》，[美]保罗·费耶阿
本德著，[德] 埃里克·奥博海姆编著，
郭元林译，韩永进校，中国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18 年 11月出版

在 中 西 文
化冲突最激烈
的时刻，爱情能
否超越国界？在
前所未有的历
史变局中，灾难
因何而起？这样
的文化景观下，
人性会遭遇怎
样的炼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