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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甫洛夫的科学研究活动主要经历了 3 个阶

段 :第一阶段是关于他在血液循环方面的研究工作 ;

第二阶段是关于消化生理现象的研究工作 ;第三阶

段是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工作。这 3 个阶段的

研究成果也是巴甫洛夫对生理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的 3 个主要方面。更主要的是他在上述的 3 个部分

的生理学研究中建立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这就是

自然实验方法、循序渐进的实验方法和客观研究的

方法 ,这些方法的建立和运用也折射和体现出巴甫

洛夫思想深处潜在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首先 ,当自然实验法被创造性地运用于巴甫洛

夫早年所从事的血液循环生理研究时 ,就显示出了

这种方法是有成效的 ,对他的研究颇为有益 ,使他在

被实验的动物保持健康和精神振奋的状态下系统而

客观地进行研究 ,注意到了神经系统对心脏活动的

影响 ,并发现了支配心脏活动的 4 种神经 ,即减慢神

经、加速神经、减弱神经和加强神经 ,从而解决了血

压在机体的各种不同的状态下是否变化 ,以及内部

环境和外部环境究竟如何影响有机体这些长期以来

一直困扰着人们的问题。第一次说明了神经调节心

脏活动的机制 ,并断定神经系统存在着营养性机能 ,

指出神经系统将血液循环的一切机构结成为统一的

整个系统 ,提出了营养神经作用的概念 ,由此奠定了

神经系统营养机能学说的基础。巴甫洛夫的这一研

究成果 ,集中地体现在他那著名的“心脏的离心神

经”一文中。

其次 ,在巴甫洛夫对消化生理的研究中 ,他把古

典的外科学的方法应用到生理学上来 ,并且创造了

循序渐进实验法 (即只破坏局部组织的实验法 ,但采

取保全动物生命的措施) 。以代替传统的迅速实验

法 (即运用活体解剖的一次实验而不采取保存动物

生命的任何安全措施) 。由于实验方法的改进 ,使他

能够系统地观察有机体在正常生命活动条件下的分

泌情况 ,从而证明了动物的所有主要消化腺都有专

门的分泌神经 ,最后得出了神经系统对消化过程同

样具有重要的调节影响作用 ,以及有机体与环境之

间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的结论。同时 ,他在研究消

化生理过程中 ,提出了条件反射的概念 ,从而开辟了

高级神经活动生理研究的新领域。在研究中 ,巴甫

洛夫创造性地创立和运用了与传统的唯心主义的主

观研究方法迥然不同的客观研究法来研究大脑半球

问题 ,以期对有机体作出系统的、全面而客观的分

析。他提出了条件反射的 3 项基本原则 ,即决定论

的原则 ,分析与综合统一的原则 ,机能与结构统一的

原则。他把有机体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研究在环

境条件作用下 ,大脑皮质对有机体的调控作用和对

外界刺激的信号反映功能。以大量的实验研究 ,揭

示了形成条件反射的基本条件、方式和程序 ,研究了

形成条件反射的大脑高级神经活动的机制 ,以及中

枢神经系统的基本活动过程 (兴奋与抑制)和它们的

主要活动规律 (扩散、集中、相互诱导等) 。在基本的

条件反射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两种信号系统学说 ,

力图从神经学角度说明人与动物的区别。他用第二

信号系统的概念以表示人特有的抽象思维能力和语

言能力。

纵观巴甫洛夫整个生理学的研究过程 ,不难看

出他的整个学说都是以唯物主义为指导和出发点 ,

以因果律为基础的 ,在其科学研究中的每个阶段 ,每

个方面都闪烁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 ,在巴甫洛夫

一生的科学研究活动中 ,始终坚持着动物有机体行

为是依存于外部刺激的唯物主义思想 ,同时 ,他的这

种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所进行的科研活动

及其活动的结果又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坚实的自

然科学基础。尤其是他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更是体

现着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

巴甫洛夫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是在提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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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反射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巴甫洛夫看来 ,高

等动物条件反射的神经行动与无条件反射是不同

的 ,它必须具备作为其中枢站的大脑皮质。巴甫洛

夫证明 ,条件反射 (即暂时的神经联系) 是在大脑皮

质中形成的 ,大脑两半球皮质神经中枢对外界刺激

物具有巨大的敏感性。巴甫洛夫还认为 ,大脑两半

球皮质是高级的、最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器官 ,是动物

有机体与外在周围环境间的“均衡器官”。于是 ,在

研究条件反射的基础上 ,巴甫洛夫又进一步提出了

两种信号系统的学说。而其整个学说中所蕴含的唯

物主义思想体现最突出最彻底的部分而是关于两个

信号系统的学说。巴甫洛夫把第一、第二信号定义

为 :“我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感觉与表象 ,对于我们来

说 ,乃是现实的第一信号 ,即具体的信号 ;而言语 ,特

别首先是那种从言语器官达到大脑皮质的动觉刺激

物 ,乃是第二信号 ,即信号的信号。它是现实的抽象

化 ,它可以概括化 ,它组成了那种附加的 ,即为人类

所特有的高级思维”。在巴甫洛夫看来 ,所谓第一信

号系统 ,就是客观世界直接给予机体的各种刺激所

引起的神经历程和感觉历程 ,是人类和动物所共有

的。而所谓第二信号系统 ,就是运用词的活动 ,以及

在词的基础上产生的思维活动和神经活动历程 ,这

是人类所特有的 ,正是第二信号系统 ,才使人类成为

人类。巴甫洛夫说 :“对于动物来说 ,现实世界几乎

惟一地只是以那些直接达到视觉感受器、听觉感受

器和有机体的其他感受器的专门细胞的刺激 ,以及

这些刺激在大脑半球中留下的痕迹而发出信号的。

这就是我们本身所具有的那些除了听到的与看见的

词以外而从外界环境中 ———不论是一般的自然环境

和我们的社会环境 ,所得到的作为印象、感觉和表象

的东西。这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现实的第一信号系

统”。“当然 ,对于人来说 ,词也象人与动物所共有的

其余的刺激物一样 ,乃是一种现实的条件刺激物 ;但

同时这种词的刺激物 ,却是那样的广阔丰富 ,这是任

何其他刺激物所没有的。就这一点说 ,无论是在量

上或是在质上 ,都是不能与动物的那种条件刺激物

作比较的。词 ,出于成年人过去全部生活的关系 ,是

与那些达到大脑半球的一切外来的和内起的刺激相

联系着 ,并随时成为这些刺激的信号 ,随时代替这些

刺激 ,因而词也能够随时对有机体引起那些刺激所

能决定的行为和反应。”巴甫洛夫认为 ,词具有广阔

丰富的作用 ,掌握了词 ,建立了第二信号系统的人类

的智慧 ,就更加发展 ,使人类创造科学 ,科学又可反

过来指导着人类和现实的关系。巴甫洛夫说 :“第二

信号系统有着比第一信号系统更大的意义 ,而且是

与第一信号系统相联系的。”“智慧工作就是第二信

号系统的工作或者是那种当人转化为‘词的动物’的

时候所得到的系统的工作”。第二信号 ,即信号的信

号 ,它是现实的抽象化 ,它可以概括化 ,它组成了那

种附加的、即为人类所特有的高级思维。这种思维 ,

首先创造了人类的一般经验 ,而最后又创造了科学 ,

即创造了人类在周围世界以及在其本身之间能更好

地确定方向的一种工具。”可见 ,巴甫洛夫所认为的

第一、第二信号系统的“信号”是就生理机能的意义

说的 ,实际上是指神经活动历程。

由此可见 ,在巴甫洛夫看来 ,人的思维是依赖于

客观存在的环境 ,客观实在是思维的惟一来源。巴

甫洛夫应用条件反射的方法阐明了 ,大脑皮质在调

节有机体一切重要的生活机能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

有机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但是 ,大脑皮质的这种

主导作用不能离开客观存在的环境。他说 ,如果没

有外在环境或内在环境对有机体的刺激 ,无论身体

的任何一个器官都是不能发生机能作用的。这就是

说 ,巴甫洛夫认为物质第一性 ,意识第二性 ,意识来

源于物质。不仅如此 ,巴甫洛夫还用条件反射方法 ,

用纯粹客观的实验方法 ,确切地证明了脑是意识的

器官 ,证明物质对于意识来说是第一性的。并且 ,他

还用同样的方法 ,确切地证明了物质之所以对于意

识来说是第一性的理由就在于物质是离开意识而存

在的 ,而且它仅仅只是被反映在意识里面。巴甫洛

夫认为 ,脑的生理活动是一切生理现象的基础 ,它是

一种反射的反映活动。这样 ,巴甫洛夫不仅从唯物

主义立场上 ,正确地解决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这一

哲学的基本问题 ,同时 ,还以自己的实验成果证明了

唯物主义 ,为唯物主义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巴甫洛夫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的学说所蕴含的唯

物主义思想不仅表现在正确解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问题上 ,而且 ,如果我们把巴甫洛夫关于第一、第二

信号系统的学说与马列主义认识论作一比较 ,还可

以发现其学说中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丰富的。这首先

表现为 ,当谈到人类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是如何

产生的问题时 ,巴甫洛夫认为 ,这是“在动物界发展

到人的阶段上而产生的神经活动机构的一种特别的

附加物”,它“是被人类集团的个体之间广泛的交际

的可能性所引起来的”。这与马列主义认识论认为

“语言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

展”,“语言是工具、武器 ,人们用它来相互交际、交流

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经典说法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的 ,巴甫洛夫的观点实际上是对马列主义认识论在

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一种神经生理学的解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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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马列主义认识论认为 ,主观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

不是不变动的、机械的、像照镜子的映像一样 ,而是

靠主动的实践 ,由实践内获得认识 ,认识就是客观存

在在主观上的反映。认识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

段 ,第一阶段是感性认识 ,即靠感觉、知觉、印象、表

象等过程所获得的认识 ;第二阶段是理性认识 ,即由

概念、判断、推理、思维等活动达到的认识 ,感觉、知

觉、印象、表象 ,是以现实的具体事物为对象的。在

认识的这个阶段 ,其生理神经历程主要是第一信号

系统的活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 ,是在语

言的材料基础上 ,“在语言的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产

生和存在的”,它们的生理神经历程则是第二信号系

统。由此可见 ,马列主义认识论把认识分为感性认

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 ,而巴甫洛夫则把认识和适

应现实的神经活动历程分成第一、第二两个信号系

统 ,这不是偶然的巧合 ,而是从不同的出发点 ———一

个是从人类全部的社会实践 ,一个是从动物及人类

高级神经活动 ———达到一致的真理 ! 因此说巴甫洛

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 ,特别是第一、第二信号系统

的学说 ,是马列主义认识论的自然科学基础。再次 ,

巴甫洛夫在发展条件反射理论 ,特别是第二信号系

统的学说时 ,对列宁的反映论作了生理学上的论证。

“反射”、“条件反射”、“反映论”,这决不是术语上简

单的偶合 ,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 ,实际上就是列宁反

映论中所描述的那种多种多样与一般的意义上的被

反映了的活动。并且 ,巴甫洛夫还认为 ,人类的思维

是在言语的第二信号系统及其与第一信号系统的相

互关系的基础上发展的。同时 ,他还用实验证明人

类的思维是与作为一定的物质刺激物的词相联结

的。这样 ,巴甫洛夫就揭露了思维的生理基础 ,同时

也证明了人类反映自然的广度与深度不仅是制约于

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借助于感官接受外界刺激的能

力 ,而且它也是以脑的复杂的分析与综合机能通过

形成对言语信号的复杂联结来实现的。巴甫洛夫把

这种联结称为创造性的联结。在巴甫洛夫看来 ,人

类反映现实的方法使人们能够表示出自己智慧的无

限的力量 ,使人类能够深入地、多方面地认识世界 ,

掌握住它的规律性 ,以人类的权威去控制自然界的

自发力量。他说 :“为了人类的生活和活动 ,不仅征

服地球表面 ,还征服从海底深处到大气外围范围之

内的一切 ,很容易地把巨大能量从地面的一隅带到

另一隅而为他的各种目的服务 ,为了传达他的思想

和词等而征服空间”。这也就是指出了第二信号系

统的革新作用 ,他又说 :“人首先通过第一信号系统

来感知现实 ,其后 ,他是通过第二信号系统 (词、言

语、科学、思维) 就成为现实的主人了。”巴甫洛夫的

这种主张与列宁关于人类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 ,

并且创造客观世界的著名原理也是完全相吻合的。

列宁曾说 :“世界并不能使人满足 ,而人类以自己的

作用来决定世界的变化。”巴甫洛夫则是从生理学的

角度给予列宁的观点以正确的解释 ,并以自己的实

验成果为列宁的观点提供了自然科学的有力佐证 ,

从而给唯心论以致命的打击。

其上所述只是巴甫洛夫学说所蕴含的唯物主义

思想最突出的表现 ,实际上 ,这种唯物主义思想还体

现在其学说中的许多方面 ,例如 ,关于睡眠问题 ,巴

甫洛夫认为 ,大脑高级神经活动分为兴奋与抑制两

个过程 ,而睡眠则是普遍弥漫的抑制 ,这种抑制不仅

包括大脑两半球皮质 ,而且也包括皮下中枢。如果

已形成的抑制刺激物能引起某种发挥机能的神经中

枢或中枢组的全面的局部的睡眠 (抑制) ,则正常的

睡眠也就是在外界刺激物以及来自内部器官的行动

停止其对各相应的中枢作用时 ,皮质的普遍弥漫的

抑制状态。当人酣睡时 ,人的整个大脑皮质处于普

遍弥漫的抑制状态 ,这时 ,梦就不会出现。但是在大

脑皮质处于过渡的、半睡的状态时 ,当外来的发挥作

用的刺激物或活跃起来的痕迹 (回忆)在某种程度上

引起大脑皮质反常作用时 ,梦才会出现。巴甫洛夫

以此阐明了在我们的梦中发生的那种与事实不符的

奇异的幻境。这样 ,巴甫洛夫在高级神经活动学说

的基础上创立的睡眠理论就有力地驳斥了对睡眠和

梦所作的那种宗教神秘的、唯心主义解释 ,从而体现

了其唯物主义的性质 ,并为唯物主义作了生理学上

的解释和证明。又如 ,在认识论上 ,巴甫洛夫是唯物

主义的彻底的可知论者 ,在他看来 ,世界及其规律是

完全可以认识的 ,在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 ,仅

有现在还没有认识的 ,但在将来会以科学与实践的

力量去认识的事物。他认为 ,人类的抽象思维使人

类的认识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它使人类社会实践扩

展并深入 ,而且使人类日益成为“自我管理的系统”。

他并且认为 ,人类反映现实的方法使人们能够表示

出自己智慧的无限的力量 ,使人类能够深入地、多方

面地认识世界 ,掌握住它的规律性 ,以人类的权威去

控制自然界的自发力量。不仅如此 ,同时 ,巴甫洛夫

还从唯物主义出发 ,用客观的方法 ,以自己的实验成

果证明和解决了世界的可认识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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