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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沈括 梦溪笔谈 为基本材料,通过对他主要科学成就的分析, 认为他的科学成就的取

得与他科学方法论思想密切相关,为此, 论文总结和归纳出他科学方法论中的三大主要方法:观察方法、类比

推理方法和怀疑方法,并简要论述了这些方法的基本内涵及其在沈括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关 键 词 科学方法论 观察方法 类比推理

在中华民族科技文化发展史上,沈括无疑是

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古代科学家。这位生活在公

元11世纪(即北宋时代)的杰出科学家,一方面积

极从事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在天文、数学、历法、生

物、医药及史学、音乐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英

国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 在他所著的 中国科学技

术史 一书里, 用了相当的篇幅, 讨论了沈括所著

的 梦溪笔谈 , 称它为! 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

他用来赞美这位科学家的词句,揆之历史事实,丝

毫没有过誉的地方。我国古代科学家向多方面发

展,取得多方面成就,这原是祖国科技文化上的优

秀传统,东汉的张衡和南齐的祖冲之,都是突出的

典型。生于北宋时代的沈括, 继承了这个光辉传

统,在当时已经展开研究的各个科学部门,总结、

充实并进一步发展前人已有的成果,赋予了我国

古代科学技术以新的生命力。

沈括一生科学成就的取得是他严谨科学的思

想方法的硕果。因而, 探讨和研究他的科学方法

论思想,不仅使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他的科学成

就, 而且对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活动更有着积极

的启迪意义。

如果我们对 梦溪笔谈 ∃中记载的沈括的科

学成就作一审视和分析, 我们也许可以梳理出沈

括如下一些主要的科学方法:

1.严谨细致的观察方法。被马克思誉为西方

古代! 百科全书式∀的哲人亚里士多德曾把观察方
法称为科学发现之父。在沈括的科学研究活动

中, 我们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概括是异常

精当的。从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 倘若离

开了严谨细致的观察方法, 沈括在科学发现和科

学研究中的一切卓越成就都将失去根基。

严谨的观察方法是沈括在科学活动中能够作

出许多发现的先导。譬如, 在备受后人推崇的光

学现象的发现过程中, 沈括靠的就是严谨而细致

的观察方法。根据 梦溪笔谈 记载,他看到凹镜

(阳燧)照物体所成的像是倒的, 便做了两种不同

的实验: 一是小孔成像的实验。人直接观察鸢儿

移动:这时,影子移动的方向,是和鸢飞的方向一

致的。然后把窗纸穿上一个小孔, 让光线照到鸢

身上,再穿过窗孔照在室内的壁上,看到影子和鸢

飞的方向,便恰好相反了,鸢儿原来向东, 影子便

向西;鸢儿向西, 影子便向东。同样, 窗外的楼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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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物, 光线穿过窗上小孔时,所成的影子也是颠倒

的。沈括发现凹镜照成倒像,就是这个道理。为

了进一步深入地观察凹面镜现象, 他还做了凹面

镜成像和凹面镜向日取火两个实验。前面一个实

验是他用手指当作镜前实物,先把手指迫近镜面,

然后逐渐向远处移动。当手指靠近镜面时, 看见

像是正的。以手手指逐渐远移, 到某一处(焦点)

地方, 镜子里便看不见像,这个地方就是沈括所说

的! 碍∀ ,就好如窗纸上的孔。当手指离开这里再

向远移,看见的像便是倒的。后面一个实验是他

把凹面镜对着太阳, 看见反射的光都向内聚集在

离镜面一、二寸地方,形成一个像芝麻或豆子那么

大小的小点,把东西放到那里,就会燃烧起来 %。

也是借助于严谨细致的观察, 沈括对凸面镜

成像的大小,在 梦溪笔谈 一书中也有精当的论
述。他说,古人造镜子, 大镜造得平一些, 小镜造

得凸一些, 因为凹面镜所照的像比人脸大,凸面镜

所照的像比人脸小, 所以小的平面镜里, 照不出整

个人脸的像,必须造得稍微凸一些, 使所照的像缩

小。这样镜子虽小, 却可照出整个人脸。因此造

镜子的时候,必须根据镜子的大小, 来决定镜子的

曲度,使人脸的像恰好和镜子一般大小。他从古

代劳动人民制镜子的规格,推出镜子大小和应具

曲度的关系。这样他不但研究了凹面镜成像,也

研究了凸面镜的特点, 而这一切无疑都是他严谨

细致的观察方法的硕果&。

依靠严谨细致的观察, 他还对! 透光镜∀提出
了新的解释,启发了后来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透光镜是我国古代制镜技工的智慧创造, 把镜对

着太阳照射, 镜背的花纹文字, 能够反射到墙壁

上,了了分明。当时学者不知它的制造过程, 对这

种现象得出了不正确解释,认为铸镜时薄处先冷,

只有镜背上比较厚, 冷却得慢, 铜缩得多, 纹理虽

在背后,而镜面隐约露出痕迹, 所以在光线中反射

出来。沈括对这解释感到疑惑, 他用同样外形的

几面镜来做实验, 有自己家藏的, 也有别人家藏

的。结果只有透光镜才能透光, 非透光镜那怕是

很薄, 也不会透光。正是基于这一细致的观察,他

就否定了古人的这种解释,另外提出! 古人别自有
术∀的看法,导致后来学者的继续研究。在沈括以

后,金有麻知几,元有吾丘衍,明有方以智,清有郑

复光, 都研究了同一课题。譬如吾丘衍在研究时,

便注意到制镜的方法,得出了! 铜有清浊∀的结论,

这不能不归结到沈括首倡的功绩。∋

2.科学的类比推理方法。从科学发现的逻辑

来看,由于客观事物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规律性, 因

而,科学的类比推理方法从来是科学家们在科学

发现与科学研究中所特别注重的。在中国古代,

沈括是最早比较科学地运用了类比推理方法的伟

大科学家。

我们知道,我国自古以来便有! 高山为谷, 深

谷为陵∀的说法,但在沈括以前的时代,一般都说

得不够具体, 不能正确阐明山谷变迁的原因。沈

括在这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在我国科学史上留下

光辉的记录。而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一卓越的成

就,显然得益于他基于观察基础上的类比推理方

法的成功运用。

在 梦溪笔谈 一书中, 他最早描述了悬岩峭

壁的水蚀地形,并说明它的成因是水力侵蚀所致。

这一普遍性的结论,来自他对浙东雁荡山的考察。

1074年(熙宁七年)沈括察访浙东时,曾深入到温

州的雁荡山, 观察了山区的特殊地貌, 发现雁荡诸

峰, 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穷崖,不像其他的山,都包

在群谷之中。从岭外望去,什么都看不见, 置身山

谷里面, 但见奇峰异石, 森然冲天。他研究这种地

形的成因,认为应当是被谷中大水冲激,泥砂尽被

涮去,才剩下巨形石块高峻独立。他说! 像大龙
湫、小龙湫、水帘、初月谷等处, 都是水凿的洞穴,

从下面望上去, 只见高岩峭壁; 从上面看来, 恰好

和地面相平, 以至各峰的顶尖, 也低于山顶的地

面。∀ (

特别值得推崇的是,他运用雁荡山观察结果,

和其他地区类比, 特别联系到西北的黄土地带, 由

此而得出结论说: ! 今成皋、陕西的大涧里, 常看见

百尺高的土墩, 迥然耸立,这是雁荡山的缩影, 不

过这里是土那里是石罢了。∀ )他用类比研究方

法, 还进一步指出西北黄土带的土墩, 正是相同的

应力所造成的,所不同的只是组成物质,有土质和

石质的分别罢了。生在 11世纪的沈括, 对地形构

造有此卓识, 可说是难能可贵的。世界上和他同

时而略早的学者, 用侵蚀作用解释山岳成因的, 也

只有阿拉伯的阿维森纳一人。

据 梦溪笔谈 记载, 沈括还根据岩石中古生

物遗迹, 正确地推断河北平原的生成, 并归纳成为

普遍的原则, 用以说明河流对海陆变迁所起的作

用。1074年秋天, 沈括察访河北西路时, 沿着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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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山北行, 曾观察到所见山崖, 杂有螺蚌壳和鸟孵

形砾石,横亘石壁中有如带状。经过思考与研究,

他断定这带原是旧日海滨,观察时已经距海近千

里,所以太行山东麓就是古代的海岸线。自此而

东,昔为沧海, 今为大陆。这一带所说的大陆,都

是泥砂沉淀所成, 也就是黄河、漳水、滹沱河、涿

水、桑干河等浊河,挟带来的泥沙构成的平陆,今

天我们叫它河北平原。

然而, 他的成就并不停留在研究河北的个别

地区, 同样地他采取了类比的方法, 从河北平原的

构成,推论到其他地域。进一步他认为关陕以西

诸水, 每年挟带东流的泥沙,也都成了大陆的冲积

土,是理所必然的。这样就断定了河流上游的侵

蚀,经过水流搬运以后,都会在下游沉淀起来,成

为大陆的泥土,这在中国乃至古代科技史上都是

对河流作用的科学而全面概括。沈括根据古生物

化石来推论海陆的变迁, 更是非常正确的。唐代

的颜真卿,虽也提到抚州南城县(今江西南城)麻

姑山, ! 高石中犹有螺蚌壳, 或以为桑田所变。∀ ∗

但是远远没有沈括讲得确切,描写得那么具体,他

甚至对化石沉积的形态, 横亘成为带状, 也留下了

明确的断言。后来南宋的朱熹, 便发展了沈括这

一学说,由化石而推论到岩石的生成,更是完全以

梦溪笔谈 的记载作为立论依据的。至于提出河
流侵蚀的作用, 在世界上也是他最早:英国人郝登

是较先提出的, 但却迟于沈括六百多年 +。由此

可见科学的类比推理方法对于沈括科学活动的重

要性。

3. 可贵的怀疑与否定精神。20世纪最伟大

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把怀疑精神视为一个科学家

的基本素质, 他由此而极力推崇著名的怀疑论者

休谟的哲学方法论。爱因斯坦的成就得益于他对

牛顿经典力学的大胆怀疑和否定。在沈括的科学

研究活动中, 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怀疑和否

定精神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沈括的科技发明和学术创见很多, 他的著作

为历代各门学科专家经常引用。这固然因为他有

敏锐的观察能力,能够刻苦钻研;但也和他对前人

的结论有一种科学的怀疑和否定精神相关。从有

关史料记载看, 沈括对待各种问题, 最先总是采取

存疑的态度, 不肯随便盲从。他曾认为古今讨论

漏壶的几十家, 没有不是粗疏谬误的 。并且一

再认为地志、小说等类书籍, 往往得自一时见闻,

错误很多,不可随便深信。为了制造浑仪, 他列举

古今错误天文学说十三点,逐条加以驳斥, 并且根

据自己的结论,对旧仪作了大胆的改革:取消不能

正确显示月球公转轨迹的月道环,放大窥管口径

使它能经常看到极星等等。在制造漏壶时, 把原

来安装在上面的曲筒管子,改装在壶体下部,曲筒

改为直颈玉嘴。经过这个改革,能使水流舒畅, 管

子坚固耐久。所以,这种办法直到清朝还在采用。

不仅科技发明, 而且许多科学发现亦都源于

沈括大胆怀疑和否定精神。据 梦溪笔谈 记载,

他对许多植物名称、形态、功能等等, 能够观察出

它们的区别, 在著作中提出有力的辩证,纠正了古

书上的错误, 成为后来学者的指南。有的直至清

代, 还被人们所广泛征引。例如论细辛、杜衡的区

别, 指出薰陆、乳香、塌香为一物, 辨明石龙芮有两

种等见解,宋人寇宗爽 本草衍义 都摘录了他的
文字。他论苦耽与酸浆本一物及其产地, 赭魁的

形状与功能,莽草、芦、苇本为一物, 枳实、枳壳的

区别等等,都被清人吴其浚 植物名实图考 所引
或赞许。其中赭魁一条, 明人李时珍 本草纲目 
除全文照录外, 还称赞他纪录详明 。有一条是

人们最熟悉的,就是他的蒲芦即蒲苇之说。从 尔

雅 到 说文 , 都用蜾赢(昆虫的一种)来解释蒲

芦,误植物为动物, 汉唐释经家翕然风从, 没有人

怀疑这种说法,到沈括才开始纠正它的错误,所以

朱熹特别征引来解释 中庸 , 明人马元调认为沈

括有! 杰然超世之识∀!, 这句话显然是有感而发

的。

沈括对生理学说的阐发,所论虽然不多,但根

据 梦溪笔谈 载的 论肺腑 一则, 我们知道沈括

在这方面也有精深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同样得益

于他对古人学说的大胆怀疑和否定。古药方中说

到服药, 经常把人体的呼吸和消化器官混淆起来。

在沈括生活着的时代,又流行! 人有水喉、食喉、气
喉∀的说法,甚至根据人体解剖绘画的 欧希范真

五脏图 , 也因观察不够仔细, 根据流俗的传说而

绘画错了。沈括这篇简短的论文, 论证了两种说

法的错误。他说: ! 水和食物一齐吞咽, 怎么能够

在嘴里分入两喉呢? 人体不过只有咽(食道)和喉

(气管) 二种罢了。咽用来容纳饮食, 喉用来通

气。∀ ∀

沈括的科学方法论思想当然不仅仅只是上述

几点, 它也还体现在诸如注重学以致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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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他谈到四川的鸬鹚时,记载了当地临水居住

的劳动人民,家家畜养,用绳子套在颈上, 放在水

里捕鱼的生产情况; 在谈到南海的车渠时,便提到

大的一种背有渠垄, 制器细如白玉; 在谈到北方出

产的麋鹿时,又提到它的角和茸的价值。此外,有

关步行虫(即! 傍不肯∀ )制约虫子虫方(粘虫)的记述,

对虫子虫方危害农作物的情况,和庆州农民利用步行

虫防治的经验, 都有所介绍#。这种注重学以致

用的思想, 对科学研究的推动作用同样是不可低

估的。这也是沈括科学活动的一个内在动力。

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

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曾这样评价沈括及其 梦溪

笔谈 : ! 它(指 梦溪笔谈 ,,引者注)的作者沈

括,也许是中国科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 ∃他在

书中甚至详细罗列了沈括在科学研究中提出的学

术观点、见解、创见, 达 207条之多,他认为这不仅

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是一个奇迹, 而且在世界科

技史上也是一座丰碑。沈括这些成就的取得, 固

然是许许多多因素所致,但他那种自觉的科学方法

论思想无疑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因此,我们

今天研究和整理沈括留给我们的这一份科技文化

遗产时,不可不重视对其方法论思想的开掘。

#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 1卷,第 135页。 ( Joseph Need

ham: Science and China Vol. I. P. 135. )

∃ 沈括在润洲(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居住时曾将平日的见闻谈

论,形诸文字,汇集成为一本综合性著作, 名叫 梦溪笔谈 。

此书虽叫 笔谈 ,其实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学术著作。里面包

括了他毕生研究科学的结晶,还有当时的诗文掌故, 以致街

谈巷语,民说奇闻, 无不兼收并蓄,网罗渊博。原书编为 30

卷,现传本都作 26卷,大约是经后人重编过的。 梦溪笔谈 

写成后,又继续有所增补, 这就是传世的 补笔谈 和 续笔

谈 。今本 梦溪笔谈 ,共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从事、官

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

志、药议等十七目。这种分类是否出于原书,已不可知晓,有

可能是后人根据阅读便利,代为编辑而成。

% &参考王锦光 祖国古代在光学上的成就 , 载 科学画报 

1955年 5月号。

∋ 参考王锦光 梦溪笔谈中关于磁学与光学的知识 ,载 浙江

师范学院学报 1956年第 2期。

() −沈括: 梦溪笔谈 卷二十四、卷二十四、卷七。

∗颜真卿: 颜鲁公文集 卷十三, 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 。

+高泳源: 我国古代对一些自然地理现象的认识 , 载 地理知

识 1954年 7月号。

 !参考胡道静校注 梦溪笔谈校证 下册,第 877、1093页。

∀沈括: 梦溪笔谈 卷二十六; 苏沈良方 卷一。

#沈括: 梦溪笔谈 卷二十四。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 1卷,第 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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