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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科技創新功能 
 

宋正海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古老的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已十分先進的科學技術中能否發揮重要創新作用，這是個

易於引起爭議的問題。但是自 20 世紀 50 年代以來，學術界已越來越有肯定的回答。 
在國外，英國李約瑟（J. Needham）、美國薩頓（G. Sarton）等科學史家；美國卡普拉

（F. Capra）等物理學家；比利時普利高津（I. Prigogine）、德國哈肯（H.Haken）等系統科

學家均高度評價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科技創新作用。 
在國內，形勢就更好。早在 50 年代，竺可楨發表〈為什麽要研究我國古代科學史〉，

進而在中國科學院成立自然科學史所，就是要發揮這種創新功能。 
改革開放以來 30 年，形勢發展很快，成果很多，但爭鳴也日趨激烈。主要反映如下： 
（1）在歷史氣候學、歷史地震學、歷史水文學、歷史災害學等進一步發展。歷史地質

學、歷史生物學、歷史潮汐學等新學科出現。在此全面發展基礎上，歷史自然學（historical 
naturology）從中國古代自然科學史中獨立出來，形成學科體系。 

（2）爲研究自然史和全球變化提供歷史資料，各種（各省、全國、各類）歷史災害《彙

編》、《年表》整理、彙編、出版。爲推動自然史綜合研究，大型綜合性的《年表總集》、《年

表總彙》出版。 
（3）「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技術」形成新學術領域。第 58 次香山科學會議「中國

傳統文化與當代科學技術前沿」召開，與會高級專家聯名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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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技術》大論文集出版。

國家社會科學基金課題《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科技前沿探索中如何發揮重要作用的理論研

究》完成。 
（4）《周易》研究活躍，「科學易」崛起，有著許多會議、座談會、筆談、論文集、專

著。對科學易的爭鳴：《周易》是否只有歸納法沒有演繹法，從而阻礙了近代科學發展？《周

易》是籠統思維還是整體思維？陰陽五行是否是僞科學、反科學？ 
（5）中醫是僞科學，還是科學？是應該取消還是要大發展？出現空前激烈的大辯論。

《科技進步法》中删除了僞科學一詞，僞科學帽子、棍子滿天飛的學術界得到澄清。中醫

迎來大發展局面。 
（6）有著傳統整體論思維的民間科學充分發展。儘管存在良莠不齊，整體學術水平不

高等問題，但數量龐大，有不少傑出成果。 
（7）自然國學崛起。11 位高級專家聯名發表《“自然國學”宣言─—為中華科學傳統走向

未來敬告世界人士書》。《自然國學—21 世紀必將發揚廣大的國學》論文集出版。《東方科學宣

言》發表。大型《自然國學叢書》（100 本）已啓動。 
所有這一切，說明「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創新功能」的學術領域已受到重視，前景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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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簡述只是開頭作個鋪墊。爲迴避易引起爭論的新理論、新學科、新學術動向問題，

本文只以成功事實來說明中國傳統文化確實有著巨大的現代創新功能。 
目前學術界越來越多人士認爲：（1）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傳統整體論科學文化

與當代科技相結合，可以帶來「靈氣」，具有巨大的科技創新能力。（2）中國古代大量自然

記錄，是中國古人留給今人，貢獻給世界的自然史資訊寶庫，這對於當代重建自然史，探

索自然史規律，研究全球變化有著特殊作用。這已有許多成功事例。 

一、中國古代自然史料的現代應用方法 

中國古代由於受有機論自然觀和天人感應思想的統治，特別重視自然災害和異常現象

的觀測與記載。中國古代文獻中自然史料不僅數量巨大，而且有著類型多、系列長、連續

性好、綜合性强等優點。中國古代遺存和文物也保存有相當多的自然變動的痕迹。這是個

珍貴的自然史資訊寶庫，有著廣泛的現代科技價值。 
當代人類面臨著境惡化、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資源匱乏、人口壓力、疾病流行等

嚴重困境。這些困境大都是自然史或人與自然關係的複雜性問題。近半個世紀以來，發達

國家對大自然變動的監測和研究已大大加强，但是一個明顯的問題是所獲資料的系列均很

短，無法用來研究自然史的中、長周期規律。而中國古代長達幾百到幾千年的自然史記錄

可以彌補這個不足，有效延長資料系列，從而有助於發現各種自然發展規律、有助於當前

的全球變化研究、有助於自然災害預測和國民經濟遠景規劃的自然背景評估。成功事例： 
（1）1921 年瑞典天文學家隆德馬克（Lundmark）首先注意到金牛座蟹狀星雲的位置

與中國《宋史‧天文志》等古書所記錄的 1054 年（北宋至和元年）的客星（超新星）的天

球視位置相近，估計兩者可能有因果聯繫。1942 年荷蘭天文學家奧爾特（J.H.Oort）證認蟹

狀星雲就是中國 1054 年超新星爆炸的遺迹。於是中國古代客星記錄顯示了巨大的現代天體

演化學價值。1952 年前蘇聯無線電天文學家什克洛夫斯基（И. С. Шкловский）又發現仙后

座强射電源與中國古籍記載的 369 年（東晉太和四年）客星有因果關係。這些連續的重大

發現，使世界天文學界十分興奮，開始重視中國古代客星資料。前蘇聯天文委員會「向中

國科學院請求研究中國的史志」。竺可楨副院長將此任務交給了席澤宗。席系統收集中國古

籍中的客星史料並進行研究，完成《古新星新表》。此表受到國際天文學界普遍好評和應用。 
（2）中國古代自然史料的綜合研究導致了自然災異群發性、群發期的發現。在對比多

種自然現象的周期後，中國的歷史自然學家發現了不少自然現象出現的頻度在 16、17 世紀

形成明顯峰值，於是定名爲「明清災害群發期」。在時段上它與國外提出的單現象的氣候「小

冰河期」、太陽活動「蒙德爾極小期」相當。之後又相繼發現「夏禹洪水期」、「兩漢群發期」

等。又發現這些災害群發期均有一定天文背景，故又名爲「宇宙期」。現在，群發期和群發

性的概念又推廣到人類出現之前的地質時期災變研究中，收到很好的效果。中國古代自然

災異群發期現已進行較系統的研究，並出版《中國古代自然災異群發期》。中國古代自然災

異群發期、群發性的發現和推廣，促進了歷史天文地學的發展。 
（3）王嘉蔭對歷史地震資料研究，發現一區域地震的活動期中，震中有著某種規律性

的遷移過程，從而提出「地震線」概念。根據歷史地震資料分析，初步指出了某些地震線

的位置、方位和交叉點。這當代地震地質學、地震預報有較大價值。 
（4）竺可楨應用中國古代豐富的氣溫史料和文物所載自然資訊，重建了中國近 5000

年來氣溫的歷史，1972 年發表〈中國近五千年來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論文，指出在公元

前 2000 年，黃河流域年平均溫度比現代高 20C，冬季溫度高 3-50C，與現在長江流域相似；

後 3000 年有一系列的冷暖周期，每個周期約 400—800 年，年平均溫度變化範圍爲

0.5—1.00C。論文不僅標誌著歷史氣候學的重要發展，而且也顯示了中國古代異常豐富的自

然記錄在當代氣候變遷和全球變化研究中有著特殊作用。英國《自然》周刊評說，竺可楨

論點是特別有說服力的，著重說明了研究氣候變遷的途徑。西方氣象學家無疑將爲獲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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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綜合性研究文章感到很高興。 
（5）1976 年埃迪（J.A.Eddy）提出，1645-1715 年太陽活動異常衰微，可稱之爲「蒙

德爾極小期」；進而他認爲太陽活動在歷史上並不存在 11 年周期，從而引起天文學界的激

烈爭論。中國的歷史天文學家應用中國太陽黑子和北極光史料，進行統計分析證實了 11 年

周期的存在，初步解决這一爭論。 
（6）古礦史料的發掘研究幫助於當代淺層優質礦床的再發現。李鄂榮在〈古代礦業文

化與當代礦產資源的勘探〉論文指出，湖南錫礦山銻礦、湖南鎢礦、江西德興銅礦、大冶

鐵礦、山西中條山銅礦、甘肅白銀廠（今白银市）銅多金屬礦田的發現和擴大均與古代礦

業文化有關的。還指出，如果我們對於本世紀 50 年代以來，我國大規模利用現代地質普查

勘探方法所探明的大中型常用礦產的發現史加於研究，不難發現其中大多數礦床都位於古

代曾經開採過的老礦區或鄰近地區，其數位遠不止上述所列幾處。 
 

二、當代大型工程論證的歷史模型法 

大型基本建設工程百年大計，造價極高動用國力，因此設計不能有大的差錯。工程設

計的論證常用物理模型法和數學模型法，這兩種方法必須簡化邊界條件，捨弃認爲是次要

的因素。但大型工程是個複雜系統，人們對其內部複雜關係不易搞清楚的，何况複雜系統

有著非線性特證，次要因素的漲落也可能導致（工程）系統的崩潰。周魁一提出「歷史模

型法」，根據古代嚴重的自然災害的記錄和痕迹的研究，得出歷史上特大自然災害的基本自

然數據，可作爲工程設計和論證的基本依據。歷史模型法是一種宏觀的論證方法，它不只

是作爲其他模型法的補充，在對付百年一遇、千年一遇的特大自然災害的大型基本建設工

程設計中是作爲基礎性論證的。成功事例： 
（1）50 年代，蘇聯援助中國建立 156 個工礦單位，後又增加 49 個。依照設計程式，

必先知道建設地點的地震烈度。我國地震台站抗戰以前只北京鷲峰和南京北極閣兩處，且

複蓋地域有限，觀察時段不長，又因日本侵略而中斷。1949 年以後，雖逐年增設台站，但

爲時短。中國科學院地震工作委員會主任李四光副院長提議利用中國歷史地震史料來解

决。中國科學院歷史研究三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化二年的時間，查閱三十幾

部正史，三千多種地方志，收集大量地震史料，整理、研究、彙編成《中國地震資料年表》。

在編制的同時，中國科學院地球物理研究所根據搜集的史料，進行現代地震學分析，到 1957
年已制定歷史地震震中分布圖、中國地震區劃圖，完成地震烈度表，從而爲大型基本建設

工程選定了地點、確定了工程抗震係數。 
（2）黃河小浪底工程的大壩高程設計是根據了 1843 年的黃河洪水的復原研究成果。 
（3）長江三峽工程防洪設計，以出現 1870 年特大洪水時下游荊江大堤不决口爲前提。 
（4）三峽庫區歷史岩崩、滑坡的調查研究，對當代庫區新縣城建設和未來的水庫安全

和開發提供了重要依據。 
 

三、中國系統思維與當代複雜性科學 

中國古代整體論思維與當前從分析型科學脫胎出來的系統科學不完全同,各有所長。中

國系統思維，特別是中醫系統思維，對當代複雜性科學的世界性崛起，有著啓發作用。成

功事例： 
（1）耗散結構理論創始人普利高津、協同學創始人哈肯等人均談到中醫等中國古代系

統思維對他們各自的系統理論的創立有著重要啓發作用。清華大學有學者認爲，維納

（N.Wiener）創建資訊理論主要在清華期間，這可能得益於劉仙洲的中國古代機械史研究。 
（2）李世輝創立的在地下工程設計中預測圍岩穩定性的典型資訊法，研究思路與《周

易》取象比類一脉相承，中西文化互補融合，具有專家諮詢水平，已納入《防護工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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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解决了二灘水電站導流洞、小浪底水利樞紐地下廠房等複雜性工程技術問題。（3）
徐欽琦在現代古生物學、天文氣候學研究基礎上，根據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四時韻律，吸收了莊子中的「大年」思想，提出了陰陽大年生物進化論，較好

解釋了生物進化史上普遍存在的大絕滅、大爆發現象。 
（4）鄭繼兵對清代江永《河洛精蘊》的河圖研究進行深入研究得到特殊數圖（幻方、

縱橫圖），以此建造的易經柱有著特殊的場效應。用此原理製成的「和合治療儀」，經過多

年嚴格的檢測，已確定對許多種疾病有著明顯的治療作用。 
 

四、中國傳統科技文化基因的現代創新功能 

中國傳統科技是在特定而漫長的自然-社會-文化環境中形成的，具有一些穩定的地域和

文化特徵，可稱爲傳統科技文化基因。將這種文化基因注入到當代科技前沿探索中，猶如

注入新鮮血液，有利於中國原始科技創新産生。成功事例： 
（1）中國古代數學不發展演繹幾何學，但充分發展程式性演算法且有較高水準。吳文

俊受中國傳統數學程式性演算法的啓發，將幾何問題證明用數學方程來表示，然後應用當

代大型電子電腦這種高速計算工具，從而有力地發展了幾何問題的機器證明，取得廣泛成

果，推動了機械化數學的新發展。 
（2）中國傳統醫藥學博大精深。西醫、中醫、中西醫結合平行發展方針有利於現代醫

藥學健康發展，加速了整體醫學理論的現代化進程。相對西醫，中國傳統整體論和陰陽平

衡原理的醫藥學對癌症、愛滋病、SARS 等各種疑難病扶本祛邪方法表現出的較明顯治療優

勢。在國外，針灸熱、中醫中藥熱、中華養生熱，一浪高過一浪，不是偶然的。 
（3）古代失蠟法（熔模法）是中國古代鑄銅鐵佛像或工藝品的常用方法，能保證鑄件

表面有高的光潔度。近代先進的金屬精加工機床均無法加工形狀十分複雜的部件。古代失

蠟法啓發了現代精密鑄造，已滿足了這種特殊要求。 
（4）長期來，學術界對萊布尼茨（G.W.Leibniz）是否看到中國伏羲八卦圖受到啓發才

發明二進位問題爭論激烈。胡楊、李長鐸，經考證大量國外原始文獻以及萊布尼茨本人信

件後，出版了《萊布尼茲二進位與伏羲八卦圖考》，以充分可靠史料證明，萊布尼茨確是看

到伏羲八卦圖之後才發明二進位的。 
 

五、天人合一論與當代人與自然協調發展 

天人合一論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之一。近現代科學的大發展，以及對自然的征服和

短視的掠取，已使自然界嚴重失衡，越來越嚴厲地報復著人類。爲了擺脫困境，人與自然

協調發展的理論和實踐得到廣泛的重視和發展。而中國古代博大精深的天人合一論對當代

協調發展理論有著廣泛而多層次的啓發作用。成功事例： 
（1）當前環境和生態學者普遍推崇中國古代的有關思想和做法。在區域開發中，中國

傳統强調尊重自然，按自然規律辦事，因地制宜。古代治水中的「不與水爭地」思想和做

法對於當代河流行洪區的退耕還河、退耕還湖以增强防洪能力，是有啓發的。同理，對於

退耕還林、退耕還牧以保持水土也是有啓發的。古代長達幾千年的「四時之禁」，藏傳佛教

的「禁春」以及捕魚中限止網眼等做法對於當代保持生物資源持續發展也是有啓發的。 
（２）古代人與自然和諧的理論已在當代城市規劃、小區建設、建築設計、室內裝飾

中得到較廣泛應用。 
（3）古代「人與天地相參」理論已在當前全民體育和養生中發揮指導作用，傳統體育、

中醫養生已得到廣泛的推廣。 
（4）中國傳統文化强調和諧，不僅强調人與人之間和爲貴，也强調衆生平等，這對當

代生物多樣性概念的崛起、自然保護區的建設以及保護珍稀瀕危生物事業發展均有促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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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六、科技傳統缺陷研究與當代科技發展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均有著自己的長處（光輝）和缺陷（暗區）兩個方面。只發掘古

代科技成就不研究科技傳統缺陷方面，很難全面認識中國的科技文化傳統，更談不到能深

刻探討中國近代科學落後的原因，以及當代科技現代化在充分發揮民族文化優勢時如何揚

長避短或揚長補短。分析中國科技傳統的缺陷在當代應該主要吸取的兩方面教訓： 
（１）中國傳統科學發展系統論的自然觀、科學觀、方法論，重綜合性的科學觀察而

輕分析性的科學實驗：長於辯證邏輯而弱於形式邏輯。公理化體系和系統科學實驗未形成。

中國古代對於與系統科學實驗與形式邏輯有密切關係的科學研究十分薄弱。所以在方法論

上必須繼續大力發展還原論科學（實證科學）。 
（２）中國古代對於先賢的結論奉著神明，不敢突破。中國古代長期堅持地平觀、化

生說、黃河伏流重源說等錯誤理論等均是這種過分信奉經典，迷信權威的結果。科學技術

發展最根本的精神應是尊重實踐，沒有任何迷信，才能不斷創新，走出趕超世界的中國式

的科技創新之路。 
本文歸納的方法類型和舉出的成功事例只是初步的，目的是引發廣泛的思考，更希望

中國年青的專家學者在自己的科技探索中更自覺發揮民族文化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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