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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李约瑟曾提出这样的疑
问：为什么在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15
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
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
方文明更有成效？然而，为什么近代科
学蓬勃发展没有出现在中国？

对于这个“难题”，李约瑟和其他中
外学者的答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许
多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和
批判，指出传统知识体系的缺陷以及古
代社会存在的妨碍科学发展的各种因
素。例如，缺少探索自然的热情和实验
科学。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实践对李
约瑟之问做出了另一种形式的回答。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2014 年 6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
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
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紧紧抓住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
国家部署一系列重大科技专项，开创了
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局面。

深入探索自然本质
中国科学家在探索自然的本质和

规律方面屡创辉煌，中微子振荡、量子
反常霍尔效应等研究成果受到国际科
技界的广泛关注。

2012 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际合
作组宣布发现第三种中微子振荡模
式，并精确测量到其振荡几率。这项科
学发现提升了中国相关领域的科研水
平，为物理学家们设计下一代中微子
实验，测量中微子振荡中的宇称和电
荷对称性奠定了基础。中国科学院的
实验团队因这项成果获得 2016 年基
础物理学突破奖。

2013 年初，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清华大学物理系组成的实验团队与
中科院物理所、美国斯坦福大学组成的
理论团队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
研究方面也取得决定性的突破。他们克
服了薄膜生长、磁性掺杂等多道难关，
逐步实现了对拓扑绝缘体的电子结构
以及拓扑绝缘体能带结构的精密调控，
在极低温输运测量装置上观测到量子
反常霍尔效应。

建造世界领先观测装备
现代科学研究通常要借助先进的

观测装备和实验设施。随着科技和经济
的快速发展，中国有能力建造世界领先
的观测装备，从而在探索自然奥秘方面
发挥引领作用。中国科学院主持建造了
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
镜(LAMOST，即郭守敬望远镜)和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这两项
重大科学工程可将科学家们引向天文
观测研究的最前沿。

2012 年正式巡天观测的 LAMOST
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而且光谱获取
率最高的望远镜，在主动光学、光纤定
位等方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用于观测
大量天体目标的光谱，以深入认知更多
目标天体的物理性质。迄今，LAMOST
已获得近 700 万条光谱，这比国际上其
他光谱巡天项目获取的光谱数据总和
还要多。借助如此丰富的数据，中国天
文学家陆续发现各种各样的特殊天体，
构建了一批具有研究价值的恒星样本，

为研究银河系的结构和演化奠定了基
础，并在恒星演化、银河系化学动力演
化和暗物质分布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2016 年启用的 FAST 实现了中国
大科学工程由跟踪模仿到集成创新的
转变。由于实现了多项重要创新，这个
有“中国天眼”之美誉的装置可以进行
大天区面积和高精度的天文观测，在射
电望远镜口径、灵敏度、分辨率、巡星速
度等关键指标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利
用它的强大功能，天文学家将进行一系
列的科学观测和研究，并且和中国其他
5 座射电望远镜一起构成“天眼”群，形
成主导国际射电领域的低频测量网，以
认知天体超精细结构。2016 年 9 月，科
研人员在进行 FAST 试验观测时，就接
收到 1351 光年外的脉冲星信号。可以
预期，FAST 将为科学家在射电天文学

及相关领域的重大科学发现提供机会。

空间科学迈出新步伐
中国的科学探索继续向太空发展。

嫦娥三号落月探测器在 2013 年 12 月
发射成功，实现了中国航天器在地外天
体软着陆和巡视勘察的零突破，并且在
世界上首先使用月基光学望远镜、极紫
外相机和测月雷达。天宫二号空间实验
室于 2016 年 9 月发射升空，10 月 17 日
至 11 月 18 日与神舟十一号飞船进行
对接飞行，完成卫星在轨释放，考核面
向长期飞行的乘员生活、健康和工作保
障等相关技术，开展航天医学、空间科
学实验和空间技术应用。至此，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已经完成“三步走”发展战
略的前两步，实现了发射载人飞船、突
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的
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
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
用问题。

利用火箭和卫星等先进技术手段，中
国科学家在空间科学领域迈出了新的步
伐。2015 年 12 月，作为中国空间科学系
列首发星，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它是迄今为止观
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空间
探测器，轨道高度为 500 公里，其科学目
标是通过探测宇宙中高能粒子的方向、能
量以及电荷来间接寻找和研究暗物质粒
子。到 2016年 12月，“悟空”已探测 18亿
多高能粒子。中国科学卫星系列的第二
颗，即“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于
2016年 4月 6日升空，18日顺利返回。这
是我国第一颗微重力科学实验卫星，安排
了 10项微重力科学实验和 9项空间生命
科学实验。

中国的量子通信研究和应用已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
研团队建成国际上首个规模化城域量子
通信网络，自主研制的量子通信装备已
经为国家重要政治活动提供信息安全保
障。2016年 8月，中国利用长征二号丁运
载火箭发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墨子号”，使量子信息研究又迈出重要
一步，即率先探索星地量子通信的可能
性。这颗卫星搭载了量子密钥通信机、量
子纠缠发射机、量子纠缠源、量子实验控
制和处理机等实验设备，还带有两套独
立的有效载荷指向机构。

深海科技获得突破
人类对海洋奥秘的探索永无止境。

海洋探索和开发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
展和国家安全十分重要。中央大力支持
海洋研究和开发。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 2002 年立
项，2012 年 6 月在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
沟进行了海上深潜试验，最大下潜深度
达 7062 米。“蛟龙”号使中国成为世界
上拥有最大潜深作业型载人潜水器的
国家，其工作范围可覆盖全球 99% 以上
的海域。四年后，即 2016 年 6 月 22 日
至 8 月 12 日，中国科学院“探索一号”
科考船在马里亚纳海沟开展综合性万
米深潜科考活动，船上搭载着国产的

“海斗”号万米级自主遥控潜水器、“天
涯”号深渊着陆器、“原位实验”号万米
级原位试验系统等深海探测和科研设
备。在这次科考中，“海斗”号下潜深度
达 10767 米，成功获得深度序列完整的
海底沉积物样本和马里亚纳海沟水样
及大量数据，在世界上首次在万米深度
进行深渊底部氮循环的原位培养实验，

单次获取大于 100 升的海底水样。这些
突破有力促进了深海深渊科学研究的
发展，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个别具备
万米深渊科考能力的国家之一，宣示中
国深海科技创新能力正在由跟踪向领
先转变，有能力为海洋环境探索和海洋
资源开发做出重大贡献。

生命科学“三志”接近完成
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也有诸多突

破，其代表性工作包括经过长期积累
才接近完成的《中国植物志》《中国动
物志》和《中国孢子植物志》的研究和
撰写。

《中国植物志》于 2013 年完成英
文版(Flora of China)。《中国孢子植
物志》在 2014 年 9 月已刊出 88 卷。

《中国动物志》到 2016 年底出版了 154
卷。“三志”是全国几代生物分类学家
不断努力的协作科研成果，收录全国
85% 以上已知的生物种类及其区系、
演化、地理分布、物种生物生态特性和
经济价值。它们的问世不仅为中国和
世界生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的基础性
贡献，还为国家生物资源的保护和持
续开发及有害生物控制等提供了科学
依据，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环
境、粮食和人口等全球性问题也有十
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总之，中国科学技术已经取得举世
瞩目的长足进步，以上所举的只不过是
大量科技突破中的几个典型创新事例。
美国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
标 2016》表明，中国在科技论文产出、研
发投入等重要指标方面已位列世界第
二，某些科技领域甚至居于世界首位。
例如，中国发表纳米科技 SCI 论文数量
在 2009 年就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SCI 论文引用次数居于世界第二位。在
2012-2016 年间，中国科学院已连续五
年高居自然指数排行榜的全球首位。屠
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分享 2015 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意味着国际科学
界对中国科学家做出重大贡献的高度
尊重。

中国古代的众多发明创造和当代
的科技成就表明，中华民族并不缺少创
新的基因。以“墨子”命名世界首颗量子
科学实验卫星，是正视和尊重传统文化
的一个表现，也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
回答“李约瑟之问”。(作者为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以科技创新实践回应“李约瑟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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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30 年代，研究中
国科技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
瑟首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
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中国
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
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
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
有在中国发生呢？这就是著名
的“李约瑟之问”，曾经引发国
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科学技
术落后原因的广泛探讨。

对于这个问题，李约瑟本人
提供了一些解释：一是中国没有
具备适宜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
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
滞留在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
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
索的兴趣，“学而优则仕”成了读
书人的第一追求，等等。进入 21
世纪，今日之中国已绝非古代之

中国。在科技创新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中
华民族能否破解“李约瑟之问”，对现代人类
社会科技发展、知识积累、文明传播做出一
个大国应有的贡献？

经过 60多年、尤其是近 40年的发展，中
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发
展，为科技创新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尤其是当
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中国的科技发
展更是走上了快车道，不仅有量的积累，也实
现了质的飞跃：在一些重要领域，中国已跻身
世界先进行列；在某些领域，正从跟跑向并
跑、领跑转变。古老的东方之邦正以科技强国
的崭新面貌回应着“李约瑟之问”。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
除学者外，鲜有人了解这位剑桥导师

进行的有关中国科学历史的研究。他改变
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明落后无望的错误
评价。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贡献巨大，以
至于这一谜题一直被公认为“李约瑟难
题”。甚至连中国人都接受这一提法。

在谷登堡将印刷术引进德国前 600年，
中国人业已掌握这项技术。中国建造出第一
个利用链条传送动力的装备，领先欧洲人
700 年。他们首先使用指南针，至少一个世
纪后世界其它地方才出现相关信息。那么，
到了 15世纪中期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什
么突然止步不前了呢？

李约瑟从未完全搞清楚中国的发明创造
为何干涸。其他学者给出了各自的解释：中世
纪帝国时期对官位的一味追逐以及经商阶层
的缺乏使其无法形成竞争和自我改进意识；
中国相对于欧洲小国的绝对规模，使其无法
产生由激烈对抗培育出的科技竞争；等等。

西班牙《起义报》：
中国政府希望让这个亚洲大国未来几

年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全球最大的创新中
心。为此中国政府绘制了一份蓝图，计划改
变监管框架并刺激对企业的经济援助。阿
里巴巴、腾讯和百度等国内商业巨头不断
成长，并准备在数年内引领整个行业。

在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导者是所有
国家梦寐以求的目标之一，因为这不仅
意味着掌控了现在，也意味着掌握了未
来。迄今为止，美国因极负盛名的硅谷而
位居前列；然而中国紧随其后，甚至可能
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夺走美国的宝座。此
外，中国还渴望征服天空：中国占全球无
人机市场 70% 的份额，并计划在 2020
年前后建成永久性空间站。

中国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止。这个亚洲大
国在科技领域投下了巨大赌注，并终将会令
那些希望看到中国计划落空的人们震惊。 ·责编 范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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