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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民”还是“公众理解科学”？
关 茜 刘 兵*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 100084）

[ 摘 要 ] 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讨论“公众理解科学”的同时，国际上已经有一些学者将视线转到“公
民理解科学”的讨论上。“公众理解科学”与“公民理解科学”两者之间是有着紧密联系和重要差异的，这
种差异给出一种新的看待科学传播问题的立场。本文通过对于“公众理解科学”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讨论，进
而对“公民”一词进行概念分析，讨论了公民教育与公众教育、公共教育等的差别。针对“公民理解科学”
中比较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指出以公民的立场或视角看科学传播，与以往“公众”的立场看科学传播
的不同和意义。
[ 关键词 ] 公民 公众 公民理解科学 公众理解科学 科学传播
[ 中图分类号 ] G206.3
[ 文献标识码 ] A
[ DOI ] 10.19293/j.cnki.1673-8357.2017.03.003

在中国的科普领域，除了“科普”这个

的文章或著作是有关公民科学素养方面的，其

被使用最多的词汇之外，另外两个相关的概

他也有很多关于公民教育的文献。反观国外，

念，即“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也在

以公民理解科学（citizen/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

不同程度上被使用。尽管有学者对这几个概念

of science）或以公民和公众理解科学（citizenship

的差异做了辨析 [1]，但在更多的场合，其实使

and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为关键词

用者却经常在相近的意义上使用这几个词汇。

在 Jstor 数据库中得到的结果大约为 19 000 多

不过，在这许多讨论中，尤其是在使用“公众

条，而这些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公众

理解科学”这一外来的概念时，却忽视了在国

理解科学中以公民为对象进行探讨；大量有关

外还有另一个概念，即“公民理解科学”。这

公民教育方面的研究；还涉及公民对某项新的

背后的原因及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值得进行分

科技出现或应用态度的讨论等。

析讨论的。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张馨文曾做过关于

在中国知网中输入“公众理解科学”这一

《公众理解科学》刊物发表文献的计量研究，

关键词会出现 6 300 多条结果，但是输入“公

她 发 现，2005—2014 年 间， 在 期 刊 Public

民理解科学”得到的结果却几乎没有。如果将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一 共 发 表 的 521 篇 文

关键词改为公民、科学，所得到的结果将近

章中，全文包含 Public 关键词的有 462 篇，

15 000 之多，而在此数字中又有将近半数以上

全文包含 Citizen 关键词的有 73 篇，标题包含

收稿日期：2017-01-14
* 通信作者：E-mail：liubing@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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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关键词的有 149 篇，标题包含 Citizen 关
①

以及财产权等。公民的法律权利基本上都属于
自由权，它要求国家法律尊重个人的这些自由

键词的有 11 篇 。
根据上述文献的初步搜索情况，我们不

并给予保障。而政治权利是指公民参与公共生

难发现一些问题。在国内，大量有关“公民”

活的权利，包括公民选举权和参加政治活动的

与科学相结合的话题都集中在公民科学素养

权利，选举政治代表、制定法律、竞选和担任

方面和公民教育问题，少有与“理解科学”相

公众的权利以及游行示威权等 [2]。

连用的，而国外对“公民理解科学”及相关方

在涉及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科学传播方

面就相对比较完整和充分。对“公民”与“公

面，“公民”也是同样拥有决策权、自由选择

众”理解科学在概念上的差异及背后的意蕴进

权和参与权的。“公民”是有义务享有科学教

行比较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在科普领域

育，并有权利参与科学活动，更有对于某项科

现存问题的某些深层原因。

学活动或产品支持与否定的决策权。这样看

本文将通过对“公民”在法律和政治层

来，我们就不能简简单单地把公民当做普通的

面上的特殊意义的剖析，关注“公民”在身份

公众来对待，而要加强关于“公民”的权利

上的不同和重要性所带来的新的立场和观点，

意识，以“公民”为视角来看待科学传播问

通过对相关概念（例如：公民教育、公众教育、

题。应该承认，公民（citizen）与公众（public）

公共教育）的区分和对比，分析“公民理解

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一般来讲： 1、从广义

科学”概念下比较典型的案例，来揭示以“公

上说，公众是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具有排

民”立场看科学传播与以往的公众理解科学又

己性； 2、从狭义上说，公众是除自己及与自

有哪些不同和新意，发现我们在以往的科学传

己有相当关系或一定交往的人（或团体）之外

播中所不具备的视角和缺失。

的人群，具有排他性 [3]。对于公民权利和概念
的弱化与重视不够会导致我们无法做好科学

1“公民”与“公众”

传播。因为公众只是一般层面上对于群体的统

公民是宪法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新中国

称，并没有像“公民”所强调的权利，通过词

成立初期，曾经将国民（national）作为公民

语分析，提到“公民”我们就应该马上反应出

[2]

的同义词使用 。从一般意义上说，公民指具
有一个国家国籍的个人。凡具有一个国家国籍
[2]

它所映射的权利和义务。
在涉及传播和教育方面时，谈到“公民”

的人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公民的内涵是具

与“公众”的话题，还要区分几个概念：即“公

有法律上的义务和权利，这种义务和权利又反

民教育”、“公众教育”、“公共教育”。这

映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

些概念之间看似一字之差，其实有不同层面的

宪法规定公民是享有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社

差别，认清这些概念才能更加明白什么是“公

会权利和参与权利的。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

民”，什么是“公民教育”，也才能明白在“公

尤为关注的是法律权利和政治权利，法律权利

民教育”的层面“公民”有着怎样的意义。

包括程序性的权利和实质性的权利。程序性的

（1）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应该是“造就

权利主要是在法庭中接受公正待遇的权利，如

公民的教育”。公民教育的目标是：由于公民

免于非法拘禁、由陪审团进行裁决的权利等；

绝对不是“私民”，
“公民教育”就绝对不是“私

实质性的权利主要包括表达自由、身体控制权

民教育”[4]。它是一种“公民”所享有的受教

①感谢张馨文提供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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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权利，也是“公民”对于所受教育的反馈。

面，虽是一字之别，却有着不同层面的差异。

如“把公民教育过程看做是学校的责任，这一

我们是不应把“公众”与“公民”混为一谈的。

过程很大程度上与共同体分离，也与个人终生
作为公民的经验相隔绝，这完全是一种虚假的
[5]

看法” 。因此，公民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教

2 对“公民”和“公众”理解科学的国内
外比较

育，更来源于社会或更大的环境。当代中国公

从以“公民”为关键词搜索文献得出的结

民教育还是“责任优先”理念，“责任优先”

果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在以“公民”为视角方面

的公民教育理念强调价值观的统一性，它试图

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但通常以在法律、政治

把某种绝对的“责任”伦理观念传递给学生，

和社会学领域为主。在法学研究中，“公民”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极度地忽视了个人的道

作为一个具有法律属性的称呼，它定义了人群

[6]

德选择性，对个人形成了大的强迫 。这正是

范畴，也指出这一概念所具备的法律权利、义

现今我国公民教育的现状，如何实现在“权利

务和责任 [9-11]。在这个层面上，“公民”的称

优先”的基础上培养负责任的积极公民也是国

谓是无可替代的，因此这也是“公民”作为关

内对于公民教育的关键所在。

键词时出现频率最高的领域。既然“公民”天

（2）公众教育：公众作为教育价值关系

生具备着法律属性，那么它同样在政治上也拥

的重要主体，而公众教育又与经济发展、社会

有着政治意味，与法学方面的研究相互结合时

文化进步等方面密不可分，公众教育价值也经

[9]

[7]

，特指某一地区或领域的特殊政治情况时出

历了由空白到觉醒，再到反思和质疑 。随着

现。“公民”在社会学中使用得就非常广泛了，

经济快速发展，地域差别越来越大，导致公众

更多的探讨是关于道德、经济、教育等。这

教育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择校。教育资源

里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大陆第一家以公民与道

的不均衡，使得公众教育面临了极大的考验，

德教育为研究的综合性研究中心——北京师

学生在面临考学、专业选择、是否深造都出现

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对于“公民”

了与名、利相挂钩的思考。不再是教育所提倡

的概念以及“公民身份”方面的研究是非常详

的自由选择、培养兴趣的人文教育关怀，这也

实的，并且对于公民教育、公民道德建设也是

是我国公众教育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做了大量工作 [4]。他们的研究中指出，“公民”

（3）公共教育：是在社会文明发展的一

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称呼，从历史上，早在古希

定历史阶段中所形成的，由国家、团体或个人

腊就有对此词的解释了，并且“公民”一词也

向社会单独或混合提供，为全社会成员分享并

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也有着不

服务于社会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而教育

一样的指向，不同的差异下，对于“公民”所

[8]

则是培养责任的一种社会活动 。提倡公共教

赋予的特殊的属性也就不同，所承载的概念和

育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权利的多中心

意义也就大有区别。

化、服务治理结构的多样化。这种教育形式特

总体来讲“公民”是有它独有的定位的，当

点是资源来自公共，教育形式则是一种社会活

它与科学相关联时，更多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公

动，无责任、无义务。

民科学素养”及“公民科学教育”两大方面。
“公

无论是“公民教育”、
“公众教育”还是“公

民科学素养”方面国内有大量的学者一直在讨

共教育”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我

论，主要集中于“公民科学素养测试”是如何

们可以看出，在与“公民”切实相关的教育方

形成的，形成的过程、影响和意义 [12-13]，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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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媒体又有怎样的互动和影响 [14-15]，与国

挑战。对于公民教育，教师在以后如何更好地

外或国内原有相关测试的比较和分析等几个

进行工作也是值得关注的，这一群体不但承

大的研究方向

[16-17]

。“公民教育”的研究也基

本上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其演变和发展

[18]

，我们

担了“公民”的角色，更肩负了教育者的重担，
这也要求他们时刻铭记“公民”的权利再进行

在对于“公民”的教育上确实是做了一些工作，

教育者的任务 [23]。对于公民教育，不但对教

在体制上、方式方法方面都有所转变和改进

育者有了新的要求，同样对受教育者也要有及

[19]

时的反馈和跟踪，了解学生们想要学到什么，

，但是在涉及“公民”的参与、选择和自由

方面的权利的权限上还是有限的，还是秉持着
“我教你听、我给你用”的教育模式，而“公民”

什么是他们需要的，而他们对于未来的影响和
作用又是什么。

的所具有的特殊性没有充分得到重视，还是把

“公民”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也是在不断

“公民”与“公众”混为一谈。国外学者对于“公

改变的，这也需要我们及时了解才可以对公民

民身份”（citizenship）的理解和应用，并与

教育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改进，才不会造成历史

科学相结合成为新的“科学公民身份”，也有

与现实对接不上的尴尬局面 [24]。在我们对“公

学者提出了“科学公民身份”概念是理解和评

民”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对于“公

估科学与公众关系的新阶段

[20]

。它不仅指当

民”的分类和探讨就越加深化和明确，甚至

代社会中知识对于公民身份是关键的，而且指

于将“公民”分出几种不同种类，他们互相之

公民可以对科研的可问责性提出合法的诉求。

间也有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别 [25]；再将“公民”

因此，它是关于在一个日益以来科学知识的社

放置全球化的范围，全球公民也成为另一群

。

特殊的“公民”[26]，继而也就产生了全球公民

探讨在理论和实际测评（公民科学素养）的意

教育 [27]。以英国的 LsE（the London school of

义。国内在以初探形式讨论“科学公民身份”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为例，全球管

时，很少有关于“公民”或“公民身份”方面

理（Global Governance）网页就是针对全球公

的研究，即使提到了公民科学素养，也只是设

民所设置，其中包含大量有关全球公民在教

想将“科学公民身份”引用到“公民科学素养”

育、科学、经济等方面的主题。

会中的民主治理的适当形式的规范性理念

[21]

做分析，难免有“穿新鞋走老路”的嫌疑。

在科学传播方面，“公民”身份是特殊

其实，“公民”（citizen/citizenship）的概念

的研究视角，以“公民”的立场看待科学传

并不是很复杂，在科学传播领域，若要是强调

播，更多的是提倡平等对话的原则，视公民

以“公民”为立场时，是在关注公民所拥有的

对于科学的理解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法律和政治权利，默认与“公民”对话时要接

提出“公民”科学是促进“公民”与科学家之

受“公民”的参与权、自由权和选择权，大致

间沟通的桥梁 [28]，只有更好的沟通才能促进

形成平等互动的模式。通过对科学的理解，再

科学有效发展。在对于科学的发展上，其重点

结合公民教育的特点进行公民科学教育，使得

是参与、选择的权利，这也是“公民”与“公

双方达到互相理解，平等对话的形式，打破原

众”或其他概念的核心区别 [29]。意识到“公民”

有的上下级，教育与受教育的模型，更流畅地

的决策权和参与权、选择权对于科学是同样有

传播科学知识，也引得公民参与更加活跃

[22]

。

效时，我们才能更好地进行公民教育，才能明

当意识到公民教育已经改变了形式时，也对未

白什么是好的传播形式和途径 [30]。反观国内对

来进行公民教育的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和

于“公民”的认识，往往只是在称呼上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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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对它所隐含的意义加以深入的体会，在

是专家们的“共识”，进行讨论的也不都是专

所涉及的公民教育和公民科学素养方面，也只

家，开始让公众进行参与并吸收其中的一些建

是做到了替换词语的工作，并没有对“公民”

议。当然“共识会议”也并非一开始就是这般

所附有的权利给予尊重和重视。

理想形式，也是逐步给予“公众”的参与权，
慢慢地将“公众”向“公民”转变。“公民”

3 在理解科学中找回“公民”

不仅有参与权，也有知情权和否决权等，这些

在我们明确“公民”的概念和在不同层面
的意义的基础上，又与“公众”进行对比之后，

权利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是逐步被赋予的。
这也正像有国外学者在讲及两个概念的

可以比较深入地领会“公民”的特殊性。在我

关系时所指出的：在公众理解科学领域，“公

们对于科学传播的研究中，不经常使用“公民”

众的观点在于，一群活跃的、独立的、负责任

这一称呼，而更多地称为“公众”，表面上只

的公民，他们拥有一定的权力、财富和相应影

是名称的替换，这却意味着我们默认地摒弃了

响力，了解最新的信息，为给自己的社会存在

受众对于科学的参与权、自由权和选择权，这

和社会旨趣创造条件而争辩……直到达成一

就不是简单的同义词转换的问题了。

种民主共识……从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中得出

在传统意义上来讲，科学传播的形式是

的很重要的一项收益在于，一群具备科学素养

单向的、受众群体是被动的接受，形式为专家

的被授权的公众对于个人发展以及公民社会

讲授，公众接受，没有反馈的传播效果当然不

建设所发挥的有益作用。”[33]

好。这种单向的传递过程不知道受众群体接受

在国内的科学传播实践中，也存在着对公

效果如何，也缺乏对话的环节，导致这种传播

民概念使用偏少的问题，其原因之一，也与我

方式不尽如人意。当意识到传播效果不理想

们对传播对象的“身份”的认识和理解相关。

时，学者们也试图了解“公众”，出现了以杜兰

由于“公民”在科学问题上的参与权利的缺少，

特（John Durant）为代表的缺失模型，缺失模型

又没有有效的途径获取科学知识，导致沟通不

的主要观点是：公众缺少科学知识，因而需要

顺畅，结果也只能不尽如人意。这导致了多个

提高他们对于科学知识的理解

[31]

。其中，模

典型案例的出现。例如，2007 年至 2008 年之间，

型中隐设科学是绝对正确的假定也是最大的问

广东省大埔县在当地经济背景下，人们出于对

题，并且它只试图拉拢“公众”，并不允许“公

机构和专家的信任和依赖，当地居民没有足够

众”的参与，又将“公众”视为一群没有科学

的“科学知识”来理解核能的风险，也无法根

知识的人，剥夺了“公众”的权利，因此这里

据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理位置合理地计算风

只能称之为公众，并没有“公民”的定位。

险和收益。直到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发生，

在缺失模型之后，又衍生出一批模型，如

大埔县当地人才意识到核危机，造成了社会的

对话模型、民主模型，都试图加重“公众”的

恐慌和对政府以及专家的怀疑，产生了难以解

话语权，科学传播的研究视角也转向科学技术

决的社会纠纷事件 [34]。这个现实的例子显示

的理想存在方式，也意识到让公众参与的重要

出，当我们将传播对象理解为“公民”，重视

性。在这样的契机下，像“共识会议”这类新

其权利，才有可能形成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对科

的科学传播方式诞生了，通过作为外行的普通

学技术问题恰当的解决，才可能实现在科学决

公众与作为内行的科学技术专家的对话，而形

策上的民主性。

成共识的全新形式

[32]

。这里的“共识”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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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科学素养基准》，不仅把一些科学知识纳入

更要明确的是它背后所代表的权利，这些都是

基本科学素养中，还加入了大量中国元素。值

“公众”所不能替代的。而将“公众”作为

得注意的是，这一《基准》的命名，也意味着

主体时，已经是不自觉弱化或者剥夺了权利

我国开始重视“公民”在科学问题上的权利。

属性，这也让我们忽略了很多问题，而这些

上文中提到的“公民科学素养”也是同等情况，

问题并不仅仅是用词不当，更多地反映出我

已经意识到“公民”异于“公众”更为重要的

们对研究主体认识得不够深入和细致。具有

特殊性。如何将这种权利落实、做好，是科学

法律和政治权利的“公民”因其特殊的身份

传播日后的发展方向，也是改善科学传播效果

背景，在教育、经济和科学方面更为突出地

的根本所在。在科学传播的形式由单向转变为

体现其参与权、知情权、否决权等对各领域

双向时，主体也随之进行变化，主体的变化更

的影响和意义。这些权利并不是要对某权威

意味着权利的转移，赋予了“公众”参与权、

或机构提出挑战，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和互

知情权等，这些话语权的获得，将使得“公众”

动，提倡更多的沟通，达到平等对话、双向

越来越接近“公民”。

交流的良好模式。
以往，我们更多地习惯于讲“公众理解科

4 结语

学”，而对国际上有学者讲的“公民理解科学”

从以上关于“公民”与“理解科学”的话

关注不够，在这背后，意味着某种潜在的意识

题之后，我们对“公民”的含义有了重新的认

上的差别，尤其是在中国的语境中，意识到两

识，它不只简单的是一个称谓或一种叫法。当

个概念含义上的差别，对于改进我们的科学传

我们使用“公民”、“理解科学”概念的时候，

播工作，应该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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