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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希望能够在本届博览会上看到好于
往届的景象，因为在科技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
天，无论是在科技馆里，还是在电视屏幕或科
普画廊以及图书架上，我们实在需要越来越多
的不断创新的科普产品，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广
大公众的要求。实现这个目标，不仅是我们对
科普产品创作者和生产厂家、出版商的期待，
也是我们全体科普工作者的责任。要担负起这
样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我们对任何
一件 （部） 科普产品创作的依据、目的和意义
等基本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今年上半年，我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普理
论研讨会上提出“什么是科普”的问题，并介
绍了在 《科普法》 起草过程中，因为对这个问
题争论不休而未能将其基本概念写入 《科普法》
中。可见基本问题的答案往往并不简单。如果
我们又提出科普的内容和目的是什么？我认为
这仍然是一个不甚明了或意见难以统一的关系
科普境界的又一基本问题。什么是“科普的境
界”？科普这项“事物”也像一个人一样，它的
境界，表现在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内涵、
维度和追求的价值。我说我们对这样的基本问
题不甚明了，这种状况好像与我们多年做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科普工作形成悖论。实际不然，
试想社会上的事业、部门里的工作以及每个人
的生活，往往都是在对一些基本问题有所认识
又不甚了解之中走过来的，这可能就是事业与
生活真实演进的过程吧。但是这个过程绝不是
让人们停滞在一成不变的“混沌”状态之中，
而是要看清出现在面前的一个个问题，逐渐明

白其中的道理，以使工作和生活更有效率和价
值。我们对科普的一些基本问题也应该这样，必
须坚持不懈地探索、置疑、争鸣和辨析，以形成
对现实科普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理性上的共识。
科普工作者向广大公众传播、普及什么？科
普的目的又是什么？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在中
国科普近 10 多年的历史中，其答案总是在传统
与现实、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权威意见与科普
实践者之间游离不定。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我
们认识到这是中国科普事业成熟发展必然要经过
的路程。已有的实践经验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如
何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些道理。
我相信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一段历史时
期，广大科普工作者是以普及科学知识为宗旨
的。当人民公社解体、国家对农民实行联产承包
责任制以后，我国广大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积
极性空前高涨，这使面向农村服务的科普工作者
顺势走入了农业实用技术推广的行列，这是对科
协传统科普内容的一次重大突破。在上世纪末
期，有人在 《科协论坛》 上发表文章置疑农村科
普出现了越轨。但经过一番讨论以后，科普既包
括科学知识的普及，也包括技术知识和技能的传
播逐步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为了掌握中国公众的科学素质情况，从上世
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我们按照美国人泰勒先生
提出的 3 条标准，进行了数次全国和不同地区的
公众科学素质调查工作。这项工作获取了一些国
内外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可以对公民素质情况进行
比较的数据，对全国科普工作起到了一种“应试
教育”的导向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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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面向社会实际和对不同人群的主要要求。
2000 年 4 月，江泽民同志为中国科技馆新
馆题词：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
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因此提出的“四科”，成
为全国科技馆展教方向的要求，也被很多人认
为是全国科普内容的定位。2005 年，国务院颁
布了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人们比较
普遍地把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视为科普工作的
全部目标。
以上这些认识和意见是否科学、全面？形
而上的理论抽象和概括，总要源于实践、服务
实践，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我认为，当代中
国科普事业正在接受着来自 4 个层面上的述求，
或者说正处于四重境界中的历练和检验，这是
我们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科普工作的新局面，是
挑战，也是机遇。这里提出的 4 个方面内容并
不是依次递进，而是相互交融、彼此促进的。
工作在不同部位的科普工作者和单位，都有可
能根据各自的实际在其中进一步理解科普的内
涵和意义，并明确自身开展科普工作的内容与
目标定位。
其一，联系实际，广泛开展科学知识和科
技技能的传播与普及，这是近年来人们称为的
“民生科普”
。
民生科普很受欢迎，并展现出越来越大的
发展空间，它以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的实际需
要为切入点，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科普
工作，使受众得到实用的科学知识，掌握相关
的技能，达到促进生产发展、提高生活质量以
及强身健体的目的。这个过程，科普的受众虽
然是被动的，但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公众学科学、
用科学的积极性。近 20 年来中国科协各级组织
在广大农村、城市社区和企业开展这方面科普
工作的大量成功经验说明：大力开展“民生科
普”，符合中国国情，也是更广泛地向公众传播
科学文化、深入科学教育的基础。
目前，广泛、深入地开展“民生科普”的
关键是：了解社会与公众对科技的现实与潜在
的需求，把握好科普内容的普适性与不同人群
的差异性，坚持适应需求才是最有效科普的原
则。
其二，逐步加强科学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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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在社会中的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科学的工具价值，即通过科学知识的物化产
生新技术、新产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引起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的变革，推动着
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二是科学的理性价值，
即通过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方法
向人类精神领域的不断渗透，改变着人们的世
界观和思维方式，提升了人们的智力水平，推
动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类精神文明的发
展。众所周知，世界近代科学的诞生与中国无
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
科学理性的思维和精神。
在我国科技发展比发达国家相对落后情况
下，任何人只靠校内的学习和校外的科普去掌
握所需要的方方面面的科学知识是不可能的，
必须靠自己不断地学习，并在科学发现和技术
发明中有自己的探索和创新。因此，我们在开
展科普工作中，注重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
思想和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这个过程是
与普及科学知识不可分割的。但遗憾的是我国
科普工作在这方面还始终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例如我国对科技馆的展品、展项设计与制作，
还缺乏积极的探索。
其三，推进公众理解科学。这是今天世界
上一些发达国家坚持的科学传播与普及工作的
方向。
英国人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提出“公众理解
科学”理念的依据是：当代人类活动和社会事
务无不包含着科学的内容，国家各级政府要实
现科学民主的决策，不仅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
意识，也要求公众具有必要的科学素质。我国
从事科学传播与普及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
者，都对提出“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给予了
积极的评价，认为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无不体现着科学内涵的各类建设项目纷纷上马，
商品市场缺乏规范，一些假冒伪劣产品混杂其
中，公众对此不仅要有知情权，也要有决策的
参与权和对市场的监督权。但要做到这一点，
在我国还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其中既要有制
度上的保证，更要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实际上，
任何一个国家的科普工作都不可能使每个人都
有能力参与到各项公共事务的评估决策活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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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种参与只能体现在人民团体或群众中不
同代表的身上以及越来越开放的各类媒体的舆
论监督之中。但不管参与的途径如何，我们必
须认识到实施公众理解科学，这是将提高公众
科学文化素质与推动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和精神文明融为一体的重大命题，也是我国科
普事业应有的高度和必须坚持的方向。
我国推进公众理解科学，要看到社会教育
事业和国民素质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实现上述目标，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高公众
整体的科学素质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
我们在开展科普工作中，不仅要向公众传播科
学技术知识和技能，也要使公众知道为什么和
怎么样正确地认识科技、正确地应用科技。这
是因为近 300 多年来，一些重大的科学发现和
技术发明对中国人来讲都是外来之物，人们看
到的多是科学技术创造的奇迹和给生活带来的
好处，还不能全面认识科学真理的相对性和许
多技术应用的两面性。也就是说，我们的科普
应当让人们知道，每一种科学知识都是在一定
环境条件下才得以成立的相对真理，每一项技
术都会因为应用正确或不正确而产生正负两个
方面的效果。全面认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
系，即所谓的 STS 理念，这是推进公众理解科
学的基础。我们目前的科学传播与普及能够涉
及到这方面的研究和面向公众的教育是不多的。
其四，我认为，科学传播与普及的最高境
界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这种结合既体现了科
普的内容，也是科普的目标。
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走入工业文明以后，
人们尽情地享用着近、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丰
富多彩的生活，但也愈来愈感受到人类面对着
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危机：按照传统的生产和消
费方式，自然界可提供的资源以及生态的变化
都向人类社会亮出了“黄牌”，还有科技发展与
战争的威胁以及人们贫富差距的拉大等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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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未来社会
的发展必须坚持科学与人文结合的方向，这正
应合了 中 国 老 祖 宗 早 已 讲 过 的 一 句 话， 叫 做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中国政府面对社会发展出现的诸多矛盾，
及时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是
确保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
我们所实施的科学发展观，并不是不要科学与
技术，而是要更快、更好地发展科技，实现科
技的不断创新，主要用科学的办法解决当前面
临的矛盾和问题，并在应用科学技术过程中，
坚持对人类根本利益的关怀，倡导人文精神、
人文思想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实现社会
科学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最近，中国科协科普工作委员会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科普的社会责任”问题。我理解
科普的社会责任，就是要求各类的科普工作都
要做出回答：如何正视当代社会出现的主要矛
盾和问题，在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观中有更大的作为。这是科学传播与普及的时
代特点和使命。这方面的工作仅刚刚开始，还
缺乏经验。今年以来，我看到六七家科技馆的
内容建设都增加了科技与生态的展项；有的自
然博物馆也在积极考虑如何改变单纯展示地质
演化和生物进化的各类标本的格局，增加人类
活动，特别是人们应用科技对自然环境带来各
种影响的内容。这些都是科普工作在新形势下
的积极探索，值得提倡。
综上，我在分析科普现状的基础上，提出
了当代科学传播普及应有的 4 个方面不同内容
的要求，即要达到的四重境界，也包括了要达
到的目标——
—既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素质的
全面提高，也要为推动经济社会实现科学的发
展和进步做好服务。显然，这些内容还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讨论。仅以上述内容作为引玉之砖，
并愿意与大家共同探讨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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