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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生人學術講座二十年 
 

宋正海
1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 

 

 

20、21 世紀之交，中國大陸學術界由於西化迅速的加大，以還原論爲形態的科學主

義一統天下。中國傳統文化、整體論科學、民間科學被惡意妖魔化、邊緣化。一些學術

菁英（如何祚庥、方舟子）以反對「偽科學」為名，企圖在中國實現全盤西化。2006 年，

更有學者企圖利用互聯網策動萬人大簽名，主張廢除中醫。 

在這種形勢下，16 年來默默無聞的天地生人學術講座主要成員拍案而起，及時聯合

150 位高級知識份子於 2006 年 12 月 1 日撰文《不要讓僞科學一詞成爲滅亡傳統文化的

藉口——懇請將僞科學一詞剔除出科普法》。這在學術界引起巨大震動展開了所謂「廢

僞」與「反僞」的大辯論。各種媒體作了大量報道，鳳凰衛視更組織了多次激烈辯論，

引發廣大群衆和政府有關部門的關注。 

經過近一年的不斷爭論，人們已普遍相信中醫不再是「最大僞科學」，全國人大常

委會通過的《科技進步法》，决定把「僞科學」一詞去除。一向默默無聞長期堅持多學

科大交叉學術交流的天地生人學術講座（以下簡稱講座）突然間進入了大衆視線。20

年在市場經濟浪潮下，一個沒有經費的講座是如何存活下來，最終脫穎而出的？這就引

起了大衆的興趣，有了瞭解的願望。 

講座是一個旨在推動天（宇宙）－地（地球）－生（生物）－人（人類社會）的大

交叉研究的群體。他從 1990 年 4 月創辦，20 年風雨前行，終自成體系。作爲中國科學

史的一隅，他從另一個角度折射出 20 年中國科學史的影像。 

講座至今共舉辦 840 次講座（含 2600 個報告）。另外，還舉辦「天地生人學術會議」

26 次；「天地生人學術座談會」35 次；大型全國學術會議多次；協辦國際學術會議 2 次；

編印 580 期快訊；多種簡報、會議論文摘要彙編和資料集；正式出版物有論文、文章、

筆談、論文集、專著、叢書等；建立兩個網站（wwww.tdsrjz.org 和 www.tdsr.cn）。對於

與國家民族有重大意義的學術問題，還專門發表宣言、呼籲書、反映信、公開信等，向

中央彙報或向社會呼籲。 

而所有這一切是民間的，主要是一大批離退休較有聲望的高級知識份子在沒有專項

經費、沒有固定會議室，後期又被一些權威人士污蔑爲「僞科學大本營」的艱難情况下

生存至今的。但講座卻得到學術界和社會廣大群衆的理解和支援，大家捐錢捐物，想辦

法解决會議室。如今的講座取自民間，生存民間。這也是講座鼎力支援民間科學，內容

更多涉及到與民生、民族有關的學術問題的原因。 

 

                                                        
宋正海，前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天地生人學術講座創辦人。電郵：

tdsrsong@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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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源頭兩個源頭兩個源頭兩個源頭 

天地生人學術講座有兩個源頭：張衡學社和科學史理論小組。 

張衡學社。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人與自然關係明顯緊張。1983 年，一個旨在以天

地生綜合研究爲主，以研究地震、旱澇等自然災害爲主要目標的群衆學術團體──張衡

學社在北京大學地學樓成立。80 年代，學社在中國科協支援下召開三届全國天地生相互

關係會議。90 年代以來，迫於經費問題全國會開不起來，而新成果又需要交流。其時，

講座主創者宋正海的工作單位──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剛搬到孚王府（俗稱九爺府）。

多種條件促使下成立了天地生人學術講座，經多届所領導支援，講座在九爺府堅持 18

年，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講座發展的基本路子大交叉新觀念是直接來自張衡學社。張衡學社主要成員自始至

終成爲主要組織者。自然災害綜合預報、地學成爲講座的重要內容。 

科學史理論小組。自然科學史所創建時的宗旨是發掘整理中國古代科技遺産，故內

容長期偏重中國古代，方法偏重考證。所領導和群衆已感到這不利於唯一的國家綜合性

的科學史研究機構發展，故對所內進行的理論活動較爲支援。 

 

從愛因斯坦相對論到民間科學從愛因斯坦相對論到民間科學從愛因斯坦相對論到民間科學從愛因斯坦相對論到民間科學 

民間科學家（簡稱民科），是近十年在中國大陸出現的新的科學群體。他們區別與

以科學研究爲專有的職業科學工作者（簡稱官科）。天地生人學術講座全開放辦會，自

然有大批民科參與進來。其中就有對相對論問題的爭鳴。愛因斯坦相對論是 20 世紀最

重大科學成果之一。但自其提出至今，爭鳴也始終不斷。在持不同觀點的學者中不乏世

界級物理學大師、諾貝爾獎得主。有關學術爭鳴在中國也不斷的，但當時並未引起主流

科學界的重視，甚至頗有非意。而越來越多的學者，特別是民科，通過長期研究有著新

的理論見解。 

講座認爲，不讓發表是不可取的，應因勢利導，百家爭鳴才是必由之路。爲此以「關

於愛因斯坦相對論問題的學術爭鳴」爲名組織了系列學術討論、創辦了《簡報》。2000

年以後連續舉辦了兩届全國會議。會後出版了兩本論文集。可喜的是不久北京相對論聯

誼會成立，由中科院物理方面專家組織經常性活動。他們也尊重民科。 

通過組織相對論會和其他學術活動，我們深入瞭解了民科。他們的艱辛和他們對科

學研究的不懈追求深深地打動了我們。一些民科高水準的成果更是震撼了我們，徹底改

變了我們以前對民科的看法，感到民科不僅是個龐大群體，更是科學上藏龍臥虎之地，

是國家應亟待開發的科技寶庫。 

我們進一步又看到民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科技界科學資源分配的嚴重不公。目前

一方面官科掌握了幾乎全部國家科學資源，但另一方面民科卻舉步維艱。部分民科生活

也難於為繼。科研成果發表無門，還常遭白眼。當然我們必須承認民科學術水平整體偏

低，成果表述也不規範，但高水準的也不乏其人。但他們對科學研究十分執著，有著豐

富的原創精神，更可貴的是民科幾乎不存在當代中國科技界十分嚴重的高浪費和腐敗現

象。我們相信只需些許對民科的幫助和指導，若干年後足可以産生巨大科技成果。 

爲了推動民科發展，2004 年講座 20 位高級專家聯名寫信給中央。溫家寶總理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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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批示，中國科協也召集部分簽名專家討論。接著講座又公開發表了《重視並開發民

間科學呼籲書》，並先後參與組織在長沙、深圳、都江堰、北京、徐州等地全國民間科

技發展研討會，大力推動了民間科學事業的崛起。 

2008 年，講座又提出發展民族科學體系的構想，民族科學體系包括傳統科學、民間

科學、經驗科學、整體論科學。民族科學體系並不排斥還原論科學，相反更重視發展還

原論科學以更好推動 21 世紀民族科學體系的建立。 

講座支援民科人士及其成果，其中主要有創立 Iso 數論證明費馬大定理並獲國際金

獎的蔣春暄；發現無偏二極管現象的徐業林等。 

 

地震可以預報地震可以預報地震可以預報地震可以預報，，，，應該預報應該預報應該預報應該預報 

堅持地震可以預報，堅持群測群防，專群結合方針是講座的又一重要內容：曾多次

邀請耿慶國、汪成明、徐道一、徐好民等專家來討論諸如海城預報、唐山地震中的「青

龍奇迹」；群測群防在長期、短期、臨震預報的可行性分析；指出美國等先進國家所主

張的不能預報的理論是錯誤的，更批評了地震能預報就是僞科學的錯誤說法。 

2006 年是唐山大地震 30 周年。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委員會、中國災害防禦

協會災害史專業委員會、天地生人學術講座聯合舉辦第 20 次天地生人學術會議，「從海

城地震到青龍奇迹研討會──中國特色的原始創新典型事例的研討」。會後 20 位高級專

家聯名給中央寫了《關於加强地震預測工作的呼籲》建議信，提出 4 點建議。其中第一

條就是建議「國務院及中國地震局應明確恢復和監督執行國務院（1974）69 號文件所强

調的『預防爲主，專群結合，土洋結合，依靠廣大群衆，做好預測預防工作』的地震工

作方針。」第二條是「認真總結並吸取唐山地震血寫的教訓，認真總結海城地震成功預

報和 1976 年唐山大地震期期間青龍縣預防地震的典型經驗……。」建議信的附件更明

確提出《建立中國地震預報新體系──用東方科學思維，解世界難題》，嚴肅批評了主

流地震學界長期堅持的「地震不能預報」的錯誤觀點和不作爲。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發生特大地震造成了慘重損失。2008 年 11 月，講座參與

組織第 25 次天地生人學術會議，「第四届中華文化與 21 世紀新文明國際研討會──

暨如何使汶川悲劇不再重演研討會」。 

 

創建自然國學創建自然國學創建自然國學創建自然國學，，，，大力弘揚傳統文化大力弘揚傳統文化大力弘揚傳統文化大力弘揚傳統文化 

講座初期的一個學術重點是「中國近代科學落後的原因」即「李約瑟難題」，研討

爲什麼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産生，專門組織「中國傳統科技的缺陷方面」會議和筆談。

內容如傳統地球觀是地平大地觀；沒有小比例尺製圖系統（沒有經緯度測量、地圖投影

和世界地圖，天文導航不發達）；討論多個近代科學史上的遺憾（爲什麽鄭和航海沒有

導致中國人完成地理大發現？爲什麽中國人未能發現哈雷彗星？爲什麽近代潮論沒有

在中國産生等）。 

但幾年後，講座認爲總結教訓固然重要，但科學史研究不宜長期停留在李約瑟難題

上，而應該用更大精力放在傳統文化對當代科技發展的推動作用。況且竺可楨、李約瑟、

錢學森、張家誠等學者有關言論對我們影響很深。1997 年，講座申辦並協辦第 58 次香

山科學會議「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代科學前沿發展」。在會議基礎上組織與會高級專家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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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發表《中國傳統文化在 21 世紀科技前沿探索中可以作出重大貢獻》呼籲書；1999 年

又出版《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技術》論文集。 

2001 年講座提出建立自然國學，發表《自然國學宣言──爲中華科學傳統走向未來

敬告世界人士書》；2006 年出版《自然國學─—21 世紀必將發揚光大的國學》論文集。 

講座努力開拓歷史自然學、中國傳統有機論的現代科技價值、科學易，進而越來越

多發現傳統文化的巨大現代文明價值，因而講解古代經典；弘揚天人合一觀；宣揚「和

實生物，同則不繼」思想等中國傳統文化成爲講座的重中之重。 

 

反對僞科學冤案反對僞科學冤案反對僞科學冤案反對僞科學冤案，，，，參與世紀大辯論參與世紀大辯論參與世紀大辯論參與世紀大辯論 

20 世紀 90 年代和 21 世紀初，在中國大陸學術界有一種風氣。即一些既得利益者，

或一些有西方背景的人假托科學的名義，將僞科學問題政治化，並以反僞科學爲名，打

擊非共識科技成果和重大原創科學成果，道德敗壞，下手不擇手段，在國內學術界産生

了極壞的影響。最爲著名的是「三大僞科學冤案」。除前面提到的蔣春暄、徐業林，還

有一位是民間生物學家張穎清，某位生物學部的權威只一個小小的手段，他的一切事業

即化爲烏有，最終含冤悲憤而死。另一著名的僞科學冤案的人物是早期曾與劉伯承、李

維漢等同期公派留法勤工儉學的劉子華，他因當年在國外證明了冥王星外行星的存在和

軌跡，論文在當時世界科學界爭得了巨大榮耀。而 2006 年當美國宣布發現了太陽系第

10 顆行星時，在毫無根據的情况下，卻又被污蔑其使用的論證方法爲「僞科學」。劉子

華家人憤然將方舟子告上了法庭。在講座的積極支援下，劉子華的冤情得到了社會各界

的關注。最後贏得了勝訴。 

蔣春暄是傑出的民間數論人才，在國外發表了大量成果，但國內數學界對他成果進

行了冷處理，何祚庥卻誣陷其數論成果爲僞科學。2004 年，「澄江動物群與寒武紀大爆

發」被評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卻被方舟子毫無依據攻擊其宣揚神創論。這種不顧國

家和民族利益，信口雌黃的攻擊激起了講座的不滿，因而挺身而出，一再為這些民間科

學家仗義執言。 

 

講座的歷史使命講座的歷史使命講座的歷史使命講座的歷史使命，，，，探索新科學研究模式探索新科學研究模式探索新科學研究模式探索新科學研究模式 
天地生人學術講座風風雨雨 20 年，幾度面臨絕境，但在廣大志士仁人支援下，終

能絕處逢生，鳳凰涅盤，堅持到今天。通過一次次磨難，講座廣大參與者對天地生人大

交叉綜合研究認識越來越清楚，感受到講座所承載的歷史使命是十分重大的，意識到科

學由還原論體系到整體論體系的轉化是歷史的必然。 

回想 20 年一路走來，講座所以堅持到今天秉承了幾個宗旨：（1）不把講座上升爲

少數人的課題組；（2）爲能持續發展，講座處事一貫十分謹慎（堅持學術性，不涉及政

治、也不涉及神秘文化）；（3）節儉辦講座，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刃上。因每一分都是捐

助而來，是信任也是責任；（4）堅持百家爭鳴。我們創造一切條件，力爭不同學科、不

同文化、不同學術觀點的專家做到一起友好交流；（5）探索科學的本真，就事論事，反

對亂扣帽子、亂打棍子。 

時至今日，講座猶如越挫越勇的紅梅已到了怒放時期。至於今後，我們只希望春催

百花爭艶，我們在叢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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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生人學術講座第 600 講合影（於北京孚王府，自然科學史所花園）。 

 

 

天地生人學術講座朋友在北京國際機場歡迎蔣春暄榮獲特勒肖—伽利略科學院 2009 年

度金獎回國（自左至右：徐欽琦、蔣春暄、宋正海、李世煇、陳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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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生人學術講座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會議室舉行。 

 

 

 

 

 

 

 

 

 

 

 

 

 

 

收件日期：2010 年 6 月 6 日 

定稿日期：2010 年 6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