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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教育、科学精神与人文教育、人文精神曾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现实生活中

由于科学教育主宰和人文精神流失而导致的教育悲剧也对教育实践产生着深刻

影响。本文试图从科学教育与人文精神融汇和整合的角度，对近期生活中的几个

案例进行评述和探讨，从而为我国教育实践工作提供某些启示。 
 
关键词：科学教育 科学精神 人文教育 人文精神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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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代教育实践中科学教育主宰和人文精神流失所带来的种种教育悲剧和危

机状况，有的学者在教育实践中给予了真切的关注，更多的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拯

救或建构的积极倾向与行为，这充分显示出学者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人文关

怀精神。本文试图从科学教育和人文精神的视角对目前媒体所披露的教育实践中

所发生的问题进行评述，希望为教育发展带来一定启示。 

一、案例引发的思考 

2001 年 11 月 30 日《北京青年报·课题新闻》中，一篇名为《十七岁少年为何残

忍弒母》的文章报导，河北省某市一位 17 岁初三学生赵为（化名）向母亲提出

了不上学的要求，被母亲拒绝并挨了两个耳光打骂之后，当晚便趁母亲熟睡之际，

用铁板手活活将母亲砸死。据尸检报告，赵母的头颅几乎被敲碎。  
 
2001 年 12 月 28 日，该报另一篇名为《望女成凤却成疯》的报导披露，重庆的

韩燕燕（化名）在父母的严加管教下，年仅 21 岁就考取了硕博连读，却在接到

通知书前四天突然精神失常。据介绍，从小学到大学，父母都不许女儿谈朋友，

平时不允许唱歌，参加同学聚会，每天早晨 5 点起床直到 23 点才休息，因此，

大学四年来，韩燕燕基本上没有朋友，而她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孤避，一两天不

说一句话是常有的事。据韩燕燕的主治医生讲，今年以来，该医院已经接收 18
名由于学习压力太大，精神负担过重而造成精神病患的初、高中及大学生。  
 
无独有偶，最近家长们发现书摊上并排叫卖着三本书：《千万别管孩子》、《孩子

不能不管》和《管还是不管孩子》。作为家长，孩子到底该管还是不该管？如果

不管，放任自流，诚然难以成才；如果管得太多，是不是会重蹈上述覆辙？  
 
对于第一个案例，文章作者分析，母亲如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缺

乏交流，继而推论中国家庭中家长与孩子之间普遍缺乏交流。缺乏交流固然可以

引发矛盾，但要让孩子杀了自己的母亲，难道仅仅是因为缺乏交流？教育现象背

后的深层原因真会如此简单？对于第二个案例，文章作者提出，心理精神卫生问

题，已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  
 
其实，对于类似的案件，很多人都会认为悲剧的祸根是当前孩子的心理健康远远

没有得到重视。就这一点来说，笔者持赞同意见。但事情远远不是那么简单。正

如案例二中孩子母亲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们将舍去全部乃至

生命换取女儿的快乐！"这句令人痛心的话语和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是

不是在警醒我们：当代教育制度是否过分注重科学教育，而导致"以人为本"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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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过度流失？ 

二、科学教育、科学精神、人文教育与人文精神 

(一) 概念界定： 
有关科学、科学主义、科学教育、科学精神、人文、人文主义、人文教育、人文

精神等诸多概念，各个时期不同学者对它们的理解不完全相同，提法不一。 
 
19 世纪以来，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一直处于矛盾和冲突之中，这种矛

盾和冲突延伸到教育领域，产生了科学主义教育和人本主义教育之别。由于二者

所持价值观迥异，因此在对教育现象和人类生存状态给予关注并进行解释时的精

神就存在差异，它们各自体现出来的相关素质就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本文的科学教育指科学主义教育，人文教育则指人本主义教育，在此不再区分人

本和人文的含义。因此，科学教育是那种以征服自然，促进物质财富增长和社会

发展为目的，向人们传授自然科学技术知识， 发人的智力的教育。它包括自然

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主要体现以社会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人文教育

则是培养人文精神的教育，它通过把人类积累的智慧精神、心性精粹与阅历经验

传授给下一代，以便使人能够洞察人生，完善心智，净化灵魂，理解人生的意义

与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张应强，1995）。此处的人文教育实质上是一种

人性教育，它以完善所有人的心性为最高目标，主要体现以个人发展需要为标准

的教育价值观。 
 
科学教育应当遵循和追求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精神呢？哲学将科学精神定义为

人的意识对客体的尊重精神和追求精神，具体表现为求真、求实和求利精神，亦

即意识对真、实、利的追求精神（杜金亮，1998）。其中，科学的求真精神，是

对真理的执着求索和尊重；科学的求实精神，是对客观实际与实用的追求与尊重；

科学的求利精神，是对真实利益的追求与尊重。周光召院士认为"科学精神是彻

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其要点是客观、求实精神，另外还有不断求知的精神，追

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的科学怀疑精神，创新的精神，继承的精神等

（周光召，1996）。 
 
同样，人文教育也应当遵循和追求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人的意识对主体自身的

尊重精神和追求精神。它具体表现为求善、求美和求自由的精神（杜金亮，1998）。
所谓善，是有利于主体自身以及社会的目的和行为，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包括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求善精神就是一种对于人与人、人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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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协调关系与作用的追求与尊重，它注重的是相互协调的关系，而不是客观事

物对人的利益。所谓美，是人的本质和主体意识在客观对象中的自由展现，是一

个超功利超客观现实的意识境界；求美精神就是一种对主体意识自由展现的追求

与尊重，它注重的是人的主体意识的感受而不是实际的功利。所谓自由，是人的

彻底解放状态，是真正获得自觉、自主、自为的状态，它的最大特点是永远只能

是目的，而决不是手段。自由的具体化形式就是善和美,自由是至善至美的境界。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人文精神作为人类对人世探求和处理人世的活动的理想价值

追求和行为规范的集中表征，作为人类对人世探求活动及其成果在精神上的沉淀

和升华，应该有其独立的丰富的内涵，它的核心应当是主张以人为本，强调人的

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类处境的无限关怀（冯天瑜，1997）。 
 
科学教育的求真、求实、求利之精神，使人类在面对客观世界时，能够积极地认

识并加以改造，从而获得科学知识和物质财富；人文教育的求善、求美、求自由

之精神，使人们能够牢记人的价值、精神的价值，牢记人永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人的目的就在于人自身，从而使人成为一种具有崇高精神，追求自觉、自主、自

为的真正主体。从二者的关系来说，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形成的基础，人文精神

必须建立在科学精神的基础上，这样的美、善、自由才会具体和真实。如果人文

精神失去了科学精神的真、实、利，就会成为一种空想（杜金亮，1998）。人文

精神作为科学精神的灵魂，它应该为科学精神的发展起着导向的作用。如果科学

精神放弃了人文精神，人们就会沿着科学精神的内在逻辑"真--利"，最终成为只

关心物质利益的"经济动物"，人的本质就会丧失，人性就会泯灭，社会就倒退。 
 
人们往往很难认识到二者之间的这种辨证关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近代思想史

上出现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以及相应的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之间极端的矛盾

和冲突。一方面，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是因为科学的发展显示出了科学知识和

科学精神的巨大威力；但另一方面，人本主义的产生，则是同一原因的另外一种

结果，即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这种理性思维阉灭了人的本性、人的尊严和人的价

值（毛亚庆，1999），甚至造成了"全球性难题"，如生态失衡、能源枯竭、环境

污染、核恐怖、传染病全球蔓延等等。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科学教

育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明显，人的个性、主体性的沦丧，让人类感受到了自我的残

破和生存本性的异化，不仅科学知识奴役人，甚至今天的教育和知识也在奴役人，

获得知识不再成为人的乐趣和"天赋人权"。难怪 M·海德格尔叹息现代社会发达

的技术吞噬了人，功利的考虑排挤了思辨，人成了既无历史又无家的漂泊者，自

然成了贯彻人的意图材料，而人本身也成为用于高级目的的材料。 
 
(二) 教育"困境"及其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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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考试制度和人才筛选机制为人才的选拔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

富的人力资源环境，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但是另一方面，

这种筛选机制使得大部分学校和家庭认为孩子只有好好读书，考上名牌大学，长

大后才会有"出息"。于是，才会有现代学校的高度科学化的课程体系和高深的科

学知识；科学知识在这里完全体现了工具之性，而不再具有人之性，科学技术与

社会文化、伦理之间不能够沟通和联系，因而科学教育也就缺失了人文之精神--
求善、求美和求自由之功能，教育成了冰冷冷的强制性义务，知识成为奴役人的

工具，获得知识和受教育不再成为一种乐趣和天赋人权；对家长来说，由于学校

和考试制度要求学校教育重视知识的传授，因而也和学校一起忽略了对孩子人格

的培养和个性的充分发展，要求孩子通过严格而激烈的竞争保持较高的学习质

量，更严重的是把孩子学习质量的变化视为孩子人格培养和健康成长的过程与结

果；对学生来说，面对学校和家长在学习上的严格要求，面对日益严格的标准化

考试制度，学习过程成了冰冷的科学知识的灌输，每天必须面对浩如烟海、题型

复杂的选择题和判断题，深深地感受到了自我主体性的丧失，从而对来自社会和

家庭的温暖视而不见或麻木不仁。 
 
目前这种选拔制度和环境下衍生出的"应试教育"（可以说仍会在目前的教育过程

中以多种形式普遍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各种教

育环境中的人文精神的流失，可以说，目前在学校、社会、家庭和孩子之间存在

的各种隔阂和误解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与科学教育的主宰和人文精神的流失密

切相关。在现代人类文明史中，科学教育的极端化导致了人类科学文明的高度发

达，以及人类物质生活的极度丰富，但这些所谓的成就却是以牺牲人的精神和最

起码的人性为代价的。所以，科学教育的片面发展不仅无助于人与自然的冲突、

人与人的冲突以及人内心的不平衡等问题的解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些矛

盾和冲突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尤其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彼此之间不理解、不

信任、冷漠无情、自私自利的现象日益普遍，并由此导致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严重

失衡，孤独、苦闷的情绪日益滋长，也因此产生了诸如吸毒、赌博、自杀、精神

分裂和暴力行为等种种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和教育悲剧。所有这一切，既是目前发

达国家面对连续的校园枪击等恶性事故的教育困惑所在，也是中国学校和社会可

能会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具体到本文第二个案例，韩燕燕事件不仅是我们的

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悲哀，也成为教育制度中科学教育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后导致

人文精神极端流失所发出的教育警报；而对于韩燕燕本人及其家庭来说，精神和

物质上的伤害却是无法估量的。 
 
针对人文教育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人文精神出现三种"困境"，
即"断裂"(Interruption)，"错置或错位、错逆"（Displacement）和"疏离"（Is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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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认为"毋宁说，尴尬境况的意识，才是其当代性存在的一种证明"（钱超英，

1998）。这样，人文精神在当代的意义，以及它自身的局限性都体现在它对自身

的认识中。 
 
于是，面对由此造成的种种不和谐社会现象和教育悲剧，有很多学者提出了当代

人文精神的拯救方略，包括：（1）"回归自然"的反文明策略，主张彻底摒弃"病
态"的现代文明，回归到人类的自然人性的本真状态；（2）"回归传统或传统复兴

"的文化保守主义方略，主张寄希望于传统文化精神的复归或立足于传统本位而

进行重新 掘；（3）"自我"凸现和"主体"解构的方略，主张非理性的生命本能的

勃发进而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策略解构的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思潮，

它表现出了一种极端的反传统倾向而和文化保守主义发生直接对立。马克思主义

理论工作者则在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则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上述理论

进行甄别与选择的基础上，提出要"以共产主义信念的理想、信仰为其内涵的人

文精神才是我们时代所应有的人文精神"（彭新武，1998）。这从方法论和价值观

的视角给予了我们更好地思考现代科学教育、科学精神、人文教育与人文精神的

关系与并对其进行整合和重构以某些方面的启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一些学校 始设立"科学、技术和社会"课程，以调整

和应付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从此，STS 教育（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简称 STS 教育）便 始在英、美、澳、加等国家相继问世并受到普遍欢迎。1984
年 12 月在澳大利亚召 的科技教育国际论坛上所形成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共

同作用所形成的教育》论文集成为 STS 教育的国际宣言。作为应对科学主义和

科学教育所带来的"全球性灾难"这一后果的策略，STS 正是这种思考和探索在教

育领域结出的一个积极成果，也是人们从教育的角度去克服科学教育给人类带来

的困惑的一种新的尝试（王小阳，1995）。STS 教育的目标1不仅是使学生掌握科

学知识和科学技术本身，而且要让学生学会如何在社会中对待和应用科学知识和

技术，使新一代的公民和科学专家能够形成科学技术与人类福利、社会发展相一

致的价值观，并推动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和谐共进。 
 
同期，美国还出现了一种称为"合作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的新的教学策略，

产生背景就是当时的多元文化和科学教育的片面强调竞争，来自不同社会结构中

                                                 
1
美国理科教师协会 1982 年报告书中，提出 STS 教育的基本任务包括发展科技探究能力、提供科技知识、应

用科技于个人和社会决策的能力、加强对科技本身的理解及其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以及在与科技有关的社会

问题上正确处理科学、技术、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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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拥有不同"社会资本"（cultural capital）和"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
导致其发展差异很大，不同种族、性别、文化的学生冲突严重，学校到处充斥"
反智亚文化"（anti intellectual subculture）的不良习气。为解决这些严重的教育和

社会问题，合作学习应运而生，以促进不同种族、性别、水平之间的学生围绕具

体的目标共同交往和学习。合作学习的倡导者力图把课堂内的合作学习推向全

球，在教育领域内实现"合作革命"。 
 
源远流长的建构主义在当代欧美国家文化界的兴起,对学校教育产生了重要影

响。尽管建构主义不同学派研究问题的侧重点、提出问题的角度和使用的术语都

有所不同，"有多少个建构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建构主义"，但它们却都认为世界的

意义并非独立于主体而存在，而是源于主体的建构，"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个主体，

并会有一百个不同的建构"，所以建构主义者更关注如何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

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精神世界，强调主体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在多元

文化背景中，建构主义历经碰撞与交融，其教育理论和知识观已经产生了广泛影

响，本质上对人的主体价值充分尊重的教学观体现了现代教育和教学论的发展方

向。 
 
进入 90 年代，生态主义者从批判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发展到了批判"人类中心主

义"，并由此展 了一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论。这一思潮反对

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的霸权地位，否定把科学技术视为至真、至善、至

美的科学主义，提醒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人们去寻求和建构一种

新的价值观，建构一种科技与人文、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全新关系。所有这一

切都为科学教育、科学精神、人文教育与人文精神的融汇和整合作了思想上的重

要准备。 
 
对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作为两种文化思潮如何进行融汇和整合，科学史作家乔

治·萨顿提出"文化整合观"。他认为，文化整合机制的前提是两种文化的相通性或

兼容性，而关键点则是科学的人道化，并要力图使人文文化围绕科学形成"新人

文文化"的文化精神。他说："……单纯为了传授知识和提供专业训练而教授科学

知识，那么学习科学就失去了一切教育价值了，无论从纯粹技术观点来看其价值

有多大。""新人文主义不会排斥科学，它将包括科学，也可以说它将围绕科学建

立起来。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我们不能只靠真理

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新人文主义是围绕科学而建立的原因。科学是它的核

心，但仅只是核心而已。新人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相反将最大限度地 发科学，

它将减小把科学知识抛弃给科学自己的专业所带来的危险，它将赞美科学所包含

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起来。"（乔治·萨顿，1994）。萨顿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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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义"主张虽然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所阐明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的兼容性与互补性，使科学人文化，并力图使人文主义围绕科学建立起来的思想，

却是文化整合机制的深刻内涵。事实上，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整合，与科学教

育、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整合与融汇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教育实践中，科学教育、科学精神、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融汇和整合的内涵并

不是简单地让两者合二为一，也不是一方去消解或统率另一方，而是指人类在教

育实践中，有关认识、协调、变革自然的科学活动或探索与处理人世的人文社会

活动时，都能够受到两种精神的指引，使得科学技术同人文社会协调发展，既要

遵循科学精神，又要顾及到人文社会后果，用人文精神指引来处理科学知识和科

学教育本身所带来的种种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这种融汇和整合，是儿童在获得

具体的人类谋求生存和发展（即 learn to learn , learn to do ,learn to live together and 
learn to be）的活动中的融汇和整合，是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中的融汇和整合。 

三、科学教育与人文精神讨论对教育实践的启示 

通过把本文 篇所引用的那几个案例置于这样一种科学教育、科学精神与人文教

育、人文精神此起彼伏，以及对它们重新构建和整合的时代背景下，笔者认为，

它们至少会对我国目前的教育实践和未来的科学教育实施产生如下启示： 
1. 有关科学教育、科学精神和人文教育、人文精神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

由来已久的；热闹过很久的有关它们之间的学术讨论虽然可以说是已经

告一段落，却没有留下令人满意的解决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有效办

法，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仍旧悬而未决；在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主宰的教

育界，人文精神的流失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仍应引起包括教育界在内的

所有人的足够重视，而且人文精神在注重求善、求美、求自由的同时，

还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大的层面：人文理想和人文现实，或曰：终极关怀

和现实关怀"（左克厚，1998）。近年来，建构主义理论在西方教育界逐

渐流行，尽管其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仍需时日，但是它的学生观、教师

观、学习观和教学观被喻为"当代教育心理学中的一场革命"，它重视人

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性作用，主张"合作学习"，对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

的客观理性形成理论上的挑战，也部分超越了客观主义认识论的局限，

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学校教育具有积极意义。因此，

只要批判吸收所有上述理论思潮中的合理见解，我们就能尽快建构出适

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教育理念和范式，增强学校教育改革的科学性、针对

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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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

念深入人心，科学教育受到政府、学校和家庭的日益重视，相反，人文

教育却日益受到排斥和冷落，教育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正在迅速

增长，但与此同时，各种教育实践中产生的教育问题和教育悲剧也接踵

而至。这种现象以及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曾经经历的社会后果和教育悲

剧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和重视。因此，学校教育在设立科学课程的同时，

要同时设立人文课程；在注重对儿童进行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培养与

教育的同时，要注意在科学教育中贯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使

科学知识和理论真正具有对儿童进行真、善、美的熏陶、培养、 发之

功效；在对儿童进行人文知识和理论的培养与教育的同时，要注意在人

文教育中贯穿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使人文知识真正具有 发儿

童个性、特长和全面发展之功效，而这正是我们的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

对人类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3. 在目前"合作学习"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

对它解决教育体制过分强调竞争所带来诸多问题的有效性予以承认和关

注。合作学习既被作为着眼于不同背景学生关系的一种措施，也可被视

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公民的一项重大策略。它从一般意义上

的学生之间相互帮助、教师的指导等相关的交互作用，使学生们能够完

成一定的学习任务，并培养和促进他们在认知、情感和态度方面得到积

极的发展。合作学习的倡导者通过探讨通过如何解决现代教育体系中的

竞争性教学组织方法和教育评价制度，以恰当处理教育和社会中的竞争

与合作关系，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4. 上述探讨表明：孩子当然要管，但是最好要在孩子具有一定自我意识的

时候 始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这甚至比向孩子传授科学知识更为重要，

因为只有教会孩子懂得了遵守规则才能使孩子更有效地利用所学到的科

学知识。一般来说，没有或不懂得规则意识的孩子很难取得学业和事业

上的成功；学校和父母要在与孩子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成功的沟通，

并在尊重儿童人性的基础上教孩子学会自我管理，尊重他人；另外，教

育者和儿童之间要注意彼此之间体贴入微的相互理解。从本质上说，目

前书摊上的三本热情介绍如何教育孩子的书，其主旨并不矛盾：《千万别

管孩子》通过介绍正在攻读哈佛 MBA 的陈宇华的父母的教育方法，重

在告诫家长，与其严格地管制孩子，不如根据儿童心理的不同发展阶段

采取正确的方法引导他们，让其在正确的准则和方法下，学会自己管理

自己；《孩子不能不管》则通过介绍美国人教育孩子的经验和方法，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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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道德、学习和生活等方面，向当代父母提供教育儿女的成功经验；

《管还是不管孩子？》尽管进行了对"管与不管"这一问题的讨论，但全

书用了大量篇幅，对如何管教孩子，如何教孩子写功课，及如何培养天

才儿童等方法给家长提供适当的建议和方法。三本书的最终落脚点是一

致的，即孩子还是要管的，但在管的方式、方法、内容、形式上却各抒

己见，不过都强调学校和家庭要加强对孩子的引导，要始终注意与孩子

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总之，对于当代教育制度中某些不如意的教育现象和问题，学校和家庭只有重新

融汇和整合科学教育、科学精神、人文教育与人文精神等相关关系，只有在重拾

人文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知识的教育，并注意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对人的真、

善、美 发之功效，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教育实践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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