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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一般的风格：
科学也可以这样传播和研究
——评《多视角下的科学传播研究》
岳丽媛 *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 100084）

[ 摘 要 ] 近些年来，国内有关科学传播的研究日渐兴起，但相关专业书籍并不多见，缺乏研究理论和方法的
系统化梳理。作为国内最早、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者之一，刘兵教授将近年来自己及所指导的学生在科学
传播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集结成《多视角下的科学传播研究》一书。该书以“多元化”的理论和视角，拓
展了科学传播研究领域的范围；以对当下的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的理性批判，挖掘了科技、公众与社会分析
的深度。各章节之间看似联系松散，实则有着多元化的科学文化观贯穿始终。全书绘制了一幅科学传播研究
的新图景，展示出独特的“风一样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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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视角下的科学传播研究》一书，收

思想体系。就这几点体会简要评述如下。

录了刘兵教授及其指导的研究生、博士后的
三十几篇文章，汇集了近年来作者在科学传
播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刘兵教授是国内最
早进行科学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也是目前
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者之一。刘兵教授在其过
往的一些著述中也曾部分谈及科学传播，此
书是首次以科学传播为主题，完整地体现了
其在科学传播方面的研究旨趣。通读下来，
惊讶于书中所展示的丰富多元的理论与视角，
感慨着作者对实践的敏锐批判和研究的深刻
反思。既觉得有趣、过瘾，又觉得意犹未尽。
细细品味，能体会到内容背后的研究脉络和

图 1 《多视角下的科学传播研究》封面

收稿日期：2017-11-03
* 通信作者：E-mail：yue_liyua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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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与视角的多元化（广度）

深入分析和反思。在梳理国内学界混淆交替

正如书题中的“多视角”所示，全书展

使用的“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

示了许多层面上的“多元化”。在研究领域

播”几个概念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践和学理

涉猎科学技术哲学、科学史、科学知识社会

层面的辨析。在国内，科学传播作为一个研

学、传播学、人类学、符号学、图形学等学

究领域的历史虽然短暂，而科学传播（或更

科；在研究理论和视角上引入了社会建构论、

准确地说是“科学普及”）活动却由来已久。

视觉文化、性别研究、地方性知识研究、科

从新文化运动的“赛先生”，到“科技是第一

学修辞学等；在具体研究问题上，既关注国

生产力”，再到今天的“科技强国”梦，科学

际的、当下的、主流的、热门的话题（如转

普及长期以来都是备受重视的一个领域。随

基因），也深入到遗落在地方的、历史的、小

着国际上“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等理

众的、边缘的问题（如蒙医、科学幻想画等）；

论的不断引进，传统科普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研究对象也几乎囊括了当下公认的“科学传

受到了启发，也面临着突破与转变。在作者

播”定义中的每一个面向，包括重要的传播

看来，
“科普、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的区

主体（科学家、政府、媒介与公众）和传播

别并非是历史的或是层次的，三者只是侧重

实践中的教育、出版与公众参与，等等。

不同”[4]。从书中的具体研究来看，作者很大

全书以一种全新的多元化视角拓展了科

程度上是将三者都纳入到一种最宽泛意义上

学传播研究的理论和视角的范围。在研究视

的“科学传播”范围内，也就是科学文化的

野上，不仅引入了相关学科的理论与研究视

层面来研究，认为三者各自反映了不同时期

角，延伸了历史维度，关注了被常规研究所

科学、公众与社会的关系，都应该归集到当

忽视的边缘性问题，还尝试了几种理论视角

下的科学传播研究中来。

和方法融合的可能性，例如对牛顿、玛丽·居
[1]

书中还对科学传播的研究、实践与现实

里、何谢尔与萨默维尔之形象的分析 。在一

脱节进行了批判，例如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某

定程度上打破了科学史、科学技术哲学、传

些以传播理论外套 + 科学传播概念的机械组

播学等学科的界限，例如对老上海时期大众

合，过于宏大叙事的高谈阔论，和当下只重

[2]

刊物中的科学漫画史研究 ，在这里，科学传

视新闻的具体操作实务，
“把科技新闻、报道

播也成为科学史的一部分。这些研究成果将

等同于科技传播”的研究。指出传播学界的

当下的科学传播研究，推向更广义上的科学

问题在于，将关注点局限在“如何有效地传

文化层面的研究，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新的视

播”上，并没有把科学传播本质的问题搞清

角和研究进路。诚如刘兵教授所言：
“对科学

楚，对于科学传播的研究忽略了“科学”，而

传播的研究，既可能，也非常有必要从不同

只注重传播 [4]。在作者看来，当下的科学传

的视角进行，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对于科

播，要从关注如何传播，转向传播什么？为什

学传播这一非常复杂的问题获得相对全面的

么传播？此外，在具体研究中，作者还对针对

一些认识和传播。”

[3]398

实践中的电视科普娱乐化现象、科普读物出版
面临的困境、国内科学教育方面对“建构主

2 实践和研究的批判与反思（深度）

义”的误用等现象进行了批判与反思。

书中文章的一个很大特色就是注重理性

不同于西方国家，国内的科学传播研究

思辨，对当下的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进行了

诞生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学等对科学进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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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分析的研究领域，科史哲研究者在科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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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科学看作人类在不同的社会与境下认识

播领域的研究工作居于主导地位 。来自传播

和探索自然的系统知识，包括西方科学在内

学界的学者虽然也对科学传播产生兴趣，由

都是一种在地知识，因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于国内学科设置及对科学的认识程度等原因，

与体貌。同样，作者对科学传播的研究视野，

研究更注重“传播”中的实践，经验研究颇

也是最宽广意义上的，囊括了科学普及、公

多，理论深度不够。本书作者均来自于科史

众理解科学和狭义上的科学传播。

哲领域，对于科学与社会之关系有更为全面

在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多视角、多面

的认识，基于其对科学本质的反思，科学的

向的体察下，作者始终难以掩饰一种对自然

社会建构论层面的认识，及科学的社会功能

环境和人类命运的深切的人文关怀。在经验

等更多维度的认知，更能够辩证地看待以往

层面，作者深入挖掘因时间、地域和在地文

作为科学普及不容置疑的前提——假定科学

化而被忽视的科学传播参与者，如女性科学

确定性的客观真理等观点

[3]171

。这似乎在很大

家、少数民族医学、非主流媒介（医院挂图、

程度上解释了作者在研究中更能将理性思辨

科学幻想画、日本漫画、科幻电影）等，无

表现得淋漓尽致，将批判进行得鞭辟入里的

不体现了其对现实中被边缘化的“弱”的一

原因。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未止

面的关怀。在思想层面，作者敏锐地批判了

步于此，我们在书中也能看到采用传播学经

当下脱离现实的实践与研究，关注了人类赖

验学派理论视角和方法的案例，及不少颇有

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揭露了现代科学

新意的经验研究。

技术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表达了对追求
科学技术发展的工业文明和现代性的深刻反

3“多元科学文化观”贯穿始终（脉络）
如果说作者在书中绘制的科学传播研究
图景中，
“多元化”的理论和视角是纬线，对

思，体现了作为科学文化人、作为学者深深
的学术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概 而 言 之， 该 书 因 为 是 论 文 集 的 形 式，

实践和研究的“思辨与批判”是经线的话，

各个章节及文章之间看似联系不大，实则背

那么在经纬交织的网络图景下，贯穿始终的

后都有多元科学文化的思想贯穿始终。那些

莫过于或暗含其中或明确强调的多元化的科

视角新颖、言之有趣的文章读罢第一感受是

学文化观。

惊叹，科学传播这也可以研究？！进而发觉作

在其中《对于“公共科学”概念的一种

者对此类文章的把握似乎有种信手拈来的感

理解与设想》一篇中，作者的多元科学文化

觉。让人不禁感叹作者研究领域之广，学术

观体现得最为明显。作者针对徐善衍教授提

思想之融会贯通，故而能在多视角下穿梭自

出的“要重视公共科学服务体系建设”的问

如，为国内科学传播研究绘制一幅丝丝入扣

题，就“公共科学”概念进行了探讨。认为

的新图景。不由得联想起刘兵教授曾言“其

应该在传统科普中与公众有联系的科学外，

实，做学问，搞传播，也完全可以按照那种

将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研究、地方性知识，和

风一样的风格，也包括像风一样，可以无孔

公众参与的科学决策活动一起纳入到“公共

不入地穿行于各个领域之间，实现一种贯通，

科学”概念中。从全书来看，作者对“科学”

但又有着风脉作为线索。”[6] 我想，这句话更

概念的理解和研究，是属于国内科学文化界

能概况此书的研究风格，而多元的科学文化

的“宽面条”一列，是最宽泛立场上的科学，

观应该就是书中绘制研究图景的主脉络，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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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刘兵教授研究思想的“风脉”吧。
所以，科学传播，当然也可以按照这种

“风一样的风格”进行研究和实践。为什么
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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