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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学中心形成的社科之基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张新科

近年来，我国提出了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

等世界科学中心的形成和转移是在 16 世纪到 19

和创新高地的宏伟目标。纵观世界范围内科学中

世纪初，而近代欧洲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

心的几次形成和转移，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

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时间跨度则是从

哲学社会科学，因为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着为世界

14 世纪到 18 世纪。直观可见，两者的时间跨度

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奠定思想之基、理论之

存在高度重合，且思想解放的时间在前。一定意

基和战略之基的使命职责。在近代以来的科学发

义上，正是这些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天主教会、

展史上，先后形成了五个世界科学中心，分别是

统治阶级和世俗的束缚，唤醒了人文精神和科学

16 世纪的意大利、17 世纪的英国、18 世纪的法

精神，为科学革命和科学发展创设了前提。

国、19 世纪的德国和 20 世纪的美国，其间经历

文艺复兴运动崇尚理性与科学，反对宗教教

了四次世界科学中心大转移。1954 年，英国科

条与权威主义对人的愚弄与束缚，推动了宗教改

学史专家贝尔纳在 《历史上的科学》 一书中，定

革，为后来启蒙思想的出现奠定基础。宗教改革

性描述了科学技术活动中心在世界范围内随时间

动摇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打破了民众对

转移的概貌。1962 年，日本神户大学科学系学

教会的迷信。启蒙运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宗教

者汤浅光朝受贝尔纳思路的启发，用定量的方式

愚昧及特权主义，宣传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

描述了 16—20 世纪世界科学中心及其转移的情

提倡科学和理性，使人摆脱了自然界和人自身的

况。汤浅光朝认为，近现代科学中心转移的大致

束缚。

路径是：从意大利经英国、法国到德国，最后又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在思想解

转移到美国。学界以汤浅命名这一规律，称世界

放和理性精神指引下，出现了颠覆“地心说”的

科学中心的转移为“汤浅现象”。纵观近代以

哥白尼“日心说”，以及布鲁诺对“日心说”的

来，每一次世界科学中心的形成和转移，都是多

发展和完善，从而引发人类宇宙观的深刻变革。

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哲学社会科学

这是近代世界科学中心最早形成于意大利的思想

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主要包括：思想解放的先

基础。英国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通过宗教改

导作用、哲学思想的指导作用、社会氛围的铺垫

革、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等，大大解放了人

作用、制度创新的保障作用、精神力量的滋养作用。

们的思想，形成了注重自然知识、热爱科学的社
会认知，在 17 世纪中后期成为第二个世界科学

思想解放的先导作用

中心。法国在 18 世纪掀起了启蒙运动的高潮，
接棒英国成为第三个世界科学中心。德国最早掀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推动的思想解放是近代自

起宗教改革运动，并受英国和法国启蒙思想的影

然科学发展的先导。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

响，在 17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展开一场启蒙运
2021.3

27

本 刊 特 稿

动，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思想准备，逐渐形成了

的禁锢，让人们从教会和王朝的束缚中解放出

重工、重技、重商的民族传统，继而成为第四

来，极大促进了英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法国在

个世界科学中心。

启蒙运动中形成了理性主义认识论，以“我思
故我在”闻名的笛卡尔是其代表人物。这种理

哲学思想的指导作用

性主义认识论对法国自然科学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发展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

了辩证法和唯物论思想。集大成者黑格尔提出

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世界科学中

了对立面的渗透和统一、由量变到质变、否定

心的形成，不仅需要思想解放作为先导和前

之否定三个辩证规律，批判了以往自然科学中

提，而且需要以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指

使用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对科学方法论作出

导。人类生活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世

了重要贡献。美国在英国新教伦理价值观影响

界和人的主观认识构成的价值世界。哲学社会

和早期拓荒经历中孕育了实用主义哲学。实用

科学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

主义哲学强调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倡导以实

具，其重要使命就是不断剔除非理性因素，让

用、实效为准绳，主张通过实际效果检验一切

主观认识更加接近和符合客观事实。哲学思想

理论和学说，其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是詹姆斯

的发展往往会推动科学观念的更新。

的“有用即真理”。实用主义哲学深刻影响了美

关于世界科学中心和哲学发展的关系，有

国人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促进了注重发明、

学者把哲学高潮转移曲线与科学中心转移曲

创新创造的科学精神的培育，推动了美国科学

线、各国科学家人数编年曲线三者加以比较，

技术的发展。

发现它们总体上呈现一一对应关系，甚至它们
之间的波峰波谷也大体上一一对应。而且在这

社会氛围的铺垫作用

种对应关系中，哲学高潮对科学中心和科学家
高峰都要超前一个时期，被称为“哲学超前

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着以思想启发引导民众

期”。以开始年代计算，对科学家高峰的哲学超

的重要责任。通过对知识和理性的倡导，以及

前期平均约为 40 年；对科学中心的哲学超前期

对科学家和科学成果的宣传推广，有助于营造

平均约为 60 年；以峰值年代计算，对科学中心

推崇科学、鼓励创新、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

的哲学超前期平均约为 30 年。这一研究成果从

为科学发展提供支撑和铺垫。

量化分析的角度，揭示了哲学发展与世界科学
中心之间的密切关系，表明哲学对科学发展有
着深远影响，哲学高潮往往是科学兴盛的重要因素。

英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离不开弗兰西斯 ⋅

培根等思想家的呼吁和推动。弗兰西斯 ⋅ 培根呼
吁人们尊重科学知识，重视自然科学，倡导科

英国在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过程中，形成

学实验，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在英

了强调经验和实验思想的经验主义哲学，代表

国乃至欧洲产生深远影响。在此推动下，英国

人物包括弗兰西斯 ⋅ 培根、托马斯 ⋅ 霍布斯。经

政府和社会形成了重视知识和科学实验的氛

验主义哲学的发展打破了经院哲学对人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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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大批科学家。法国文艺复兴期间，以狄德罗

年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专利法

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主张用科学成就对抗神

《垄断法案》，法国和德国先后效仿建立。专利权

学。狄德罗主持编纂了 《百科全书》 一书，总结

制度大大激发了科学创新动力。在教育、科研管

了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法国文学家和启蒙思想

理制度方面，德国于 19 世纪初推动大学教学与

家伏尔泰，著有 《牛顿哲学原理》 和 《牛顿的形

科研相结合，推动科学与产业结合，形成了全新

而上学》 等书，给法国科学注入了活力。美国世

的教育科研体制，使德国成为当时高等教育最发

界科学中心的形成，与其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

达的国家。美国在借鉴德国教育管理、科研管理

社会氛围密切相关。美国是由移民组成的多种

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新型大学、科学园

族、多民族国家，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其国民精神

区，建立金融资本体系、科学基金体系、国家创

的重要特征。这为美国引进先进的科学管理经

新体系等，为美国科学发展提供了强大动能。

验、创新科研管理体制、吸纳优秀科学人才提供
了土壤。20 世纪 30 年代，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

精神力量的滋养作用

大批科学家迁居美国，为美国科学技术发展作出
了重大贡献，使美国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更
加稳固，并持续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启迪智
慧、温润心灵，为人们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很
多顶级科学家都具备深厚的人文知识底蕴。例

制度创新的保障作用

如，法国的笛卡尔既是数学家，也是哲学家、思
想家；爱因斯坦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哲学社会科学致力于探寻纷繁复杂的社会现

也是思想家。而且，很多顶级科学家都具有深厚

象背后的运行规律，有助于推动社会变革发展，

的家国情怀和令人动容的精神力量。德国在成为

促进公共治理和公共政策健全完善，从而为科学

世界科学中心期间，经历了一战战败，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是国家层

发展几近崩溃，教育科研资源严重不足。然而在

面的顶层设计。17—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提出

这种情况下，当时德国的科学依然保持世界最高

“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重要思想，为新型国

水平，这与德国科学家具有的人文精神密切相

家运行体制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准备。而新型国家

关。正是因为拥有精神力量的支撑，很多科学家

运行体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政治条件。斯塔

即使身处困境依然求索不懈，而精神力量的孕育

夫里阿诺斯在 《全球通史》 中指出：“政治影响

则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

了科学，法国革命对科学进步强有力的促进就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

一个佐证。”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科学大高潮，

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

与国家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密切相关。

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我国要从科

此外，法律、教育等具体制度的改革创新也

技大国成为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

是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而这些都是哲学社

创新高地，还要经过非常艰辛的奋斗，其间哲学

会科学的研究范畴。比如，专利权的制度创新，

社会科学肩负着重要使命，可谓天地广阔、大有

对科学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英国在 1624

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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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的深刻内涵
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张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在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

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领导全国人民努力探索在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

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一最

会主义的道路，其间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

新论断深刻阐明了党的事业成功与否根本上取

取得的巨大成就仍全球瞩目。改革开放以来，

决于人民，彰显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

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对于党史

中逐步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

学习教育中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想、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有着重要指导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用。

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党来自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
党来自于人民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进中国

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历史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 1921 年到 2021

一再昭示：“强大的失败，因为它脱离人民；弱

年，站在新起点上回首过往，中国共产党为什

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在抗日

么“能”？因为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是最广大

战争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

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胜

党服务于人民。1944 年毛泽东同志在出席
党服务于人民

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同

张思德战士的追悼会时发表 《为人民服务》 的

样是人民群众一砖一瓦垒出来的。党带领中国

著名演讲，号召全体军民学习张思德纯粹彻底

人民经过 28 年浴血奋战，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自此，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从封建专制

被我们党不断深化改造，并被确立为党的根本

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历史性跨越，从根本上

宗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习

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指向和历史进程。新中

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

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快速治愈了战争的

心”的发展思想，这是党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

创伤，彻底改变了“一穷二白”的国家景况。

党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和升华，是对“全心

30

2021.3

本 刊 特 稿

全意为人民服务”科学内涵的发展和创新，这充

长期执政的党。”这一历史论断肯定了十一届三

分体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选择问题，成为改革开放以

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部实践中。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正确制定政策、确立方针的关键所在。中国

来，在全面小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在全

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后，高度重视执政方式和领

面依法治国中“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导方式问题。尤其在改革开放后，针对社会上思

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

想解放潮流所带来的社会变革问题，以党章和宪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在全面从严治党中

法的形式确立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

坚决推倒隔开党和人民群众间的“无形之墙”，

活动”的原则。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在坚持

这些关乎国之大计、党之根本的战略决定无一不

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上遵循着“由内及外”的逻

体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习近平

辑理路，明确规定了党组织系统内部的权力运行

总书记的人民情怀始终饱满厚重，进入新时代他

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

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标”，面对疫情他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

定》 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价”。党制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所围绕的

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战

中心始终是“人民”。从“为人民服务”到“以

略任务，将党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到治国理政的

人民为中心”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

各领域、各方面和全过程，从制度、法律上保证

晰的并一脉相承的思想和逻辑底线，即：“始终

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顺利贯彻实施，得以巩固

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

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十二个

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

字是中国历史千百年来王朝兴衰更迭证明出的历

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

史真义，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的利

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

益和幸福而探索奋斗的有力证明。中国共产党始

伟业。”

终顺应时代、顺应实践、顺应人民的要求，把不

党因人民而兴。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非凡历
党因人民而兴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

程，在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过程中，

追求目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深

领导人民共创了历史伟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刻印证了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因人

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民而兴的道理。

议》 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
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在全国执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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