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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科 学 精 神
杨晓雍
摘

要

人的精神始于认识。科学精神则来自科学认识 ,它是由科学理性、科学追求和科学道

德这三个方面构成的。 科学理性表现为实证性、普遍性、相容性和可怀疑性四个科学认识的基本原
则。而科 学认识在创新、开拓和统一的发展过程中的不断突破 ,则表现了作为科学的内在激励机制
的科学追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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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一切所谓“精神” ,其根基皆始于认 识 ,一

由于科学认识的对象和科学 认识的方法与其他

切精 神最终都归 结为人 的认识 ,人对 认识的 追求和

认识对象和方法毕竟不相同 ,所以 ,由之生长起来的

人对自己的认识的反省。

科学精神也就具有自己明显的个 性特征。

人是自然之子 ,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自然界

科学 精神正 如科学 认识一 样 ,有 相当确 定的形

在创 造人类时 ,也赋予 了人类 一个有 别于其 它一切

式 ,并且在 科学认识的 长期发 展中形 成比较 具体和

存在物质的最高恩赐: 智慧。这同时也就注定了人类

完整的“精神规范”体系。由此 ,可使我们对科学精神

面对自然界和面对自己都有一个 最高责任: 去 认识 ,

有一个科学的理解。

认识自然、认识自己。 人类必须认识、人类不得不认

科学 精神表 现在三 个基本 方面 ,我们分 别称之

识 ; 人类不但能够认识 ,还能反省 自己的认识。 认识

为: 科学理 性精神、科学 追求精 神和科 学道德精 神。

与人类同格。 这也许就是人类自身的真谛。

本文仅阐述前两者 ,至于科学道德精神 ,因牵涉社会

由于认识 ,便产生了精神。所谓科学精神和人文
精神 ,不过是 人的认识 所关注 的对象 不同时 所处的
两个不同的状态。当人类认 识自然时 ,科学精神就发

人文的诸多方面 ,拟另文讨论。

一、科学理性精神

生了 ;当人 类认识自 身时 ,人文 精神就发 生了 ; 而当

这是 科学认 识中十 分自觉 的、已 形成规 范的精

人反 省自己的认 识时 ,科学精 神和人 文精神 便融入

神形式。它包括四个科学 认识原则。它们是: 实证原

了心灵、情感和理智交织的深层背景中 ,它们在这种

则、普遍性原则、相容性原则、怀疑原则。

状态下变得不可区分了。

实证原则。 这是在近代科学发 展以来形成的一

科 学精 神是 人的 认识 精神 在 科学 认识 上 的投

个具 有代表性的 原则 ,差不多 可以作 为科学 和非科

影 ,是人的认 识活动在 关注自 然界的 过程中 凝炼而

学的划界原则。 它要求一切科学认 识首先必须建立

成的。随同科学认识的发展 ,逐渐形成一种相对独立

在充 分可靠的经 验基础 上 ,以 可检验 的科学 事实为

的独特精神形式 ,并又始终和人文精神相互交 融、相

出发点、运用公认为正确的研究方法 (包括相应的推

互渗透、共生共长。

理规则 )完成科学理论的构建。 它还要求 ,科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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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 果可以而且 必须经 过科学 经验的检 验 ,不但要
求 能用基础事 实检验 (解释 ) ,还要求 能用其 他的经

作为科学理论的出发点的“第一性原理”越是普
遍、越是 原始 ,就 越显得朴 素、清晰 、和“易领悟” ( in-

验事 实检验 ; 进而更要 求能用 尚未在 已有的 经验中

tellig ibility) ,也就与“直接可见”的经验更接近。这不

出现过的事实的检验 (预见 )。就是说 ,科学认识始终

但可 在方法上使 科学认 识变得 简单 ,还使它 由于更

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本认识

加感到基础的牢固可靠而获得更 大的安全感。 在人

原则的。

的一切认识中 ,科学认识可能是最需要安全感的。而

实 证原 则不 仅 是一 个原 则 ,而 且 ,在它 的 要求

这种 安全感直接 来自对 其前提、即那 类第一 性原理

下 ,科学认 识还形成 了一个 “认 识操作 系统” ,例 如 ,

的可靠性的信念。非 欧几何创建以前的两千多年里 ,

对基础事实的检验结果的可靠性的判 定标准的确定

古代数学家试图证明或用其他公 理取代平行公理的

和判 定方法 ,推理规 则和推 理系统 的确定、模型 化、

尝试 ,就是 科学认识迫 切需要 从认识 的起点 处便获

理想 化及修正方 法、定 性和定 量关系 的对应 和转化

得 安全感的深 刻表现 ,希尔伯 特的“证明 论”在很大

关系的确定方法等等 ,都属于这个系统。这个系统把

程度上也反映了这样的心理。

科学 认识和科学 理论构 建变成 一个可操 作过程 ,正

科学 认识走 得越远 ,就越 需要时 常审视 自己的

是科 学认识的操 作系统 及其实 现的认识 过程 ,才使

基础 是否可靠 ,以至于 它时常 会通过 对理论 发展的

科学认识必然是满足实证要求的。 经 验基础和认识

最前沿的状态和要求的观察来回 顾自己的基础和前

的操 作系统构成 了实证 原则的 基本内容 ,从 而使科

提 ,以期有可能时进一步加以普遍化 ,使之具有更加

学认 识区别于仅 由思辨、直觉 和想象 等思维 过程获

直观、可靠的形式。 例如 ,能量守恒 定律长期以来被

得的认识。同时 ,又正是实证原则对经验基础和认识

看 作 是 易 领 悟 的 第 一 性 原 理 , 但 由 于 诺 特 ( E.

操作系统的严格要求 ,才使思辨、直觉 和想象等思维

N o the r)定理 的出现 ,这个 定律看 来正在 被时间、空

形式获得了极为重要和深刻的科 学认识价值。 事实

间的均匀性和各向同性 (对称性 )所代替。 这可能是

上 ,建立在科学经验基础上的思辨、直 觉和想象恰使

因 为 ,后者 所包含 的概念 (时间、空 间等 )更基本 、更

人的 认识充分自 由、甚 至以颇 具浪漫 的方式 超越经

原始 ;而关 于它们的对 称性假 设似乎 也有更 大的简

验、跃入为经验所暗示、但又是经验不 能直接表达的

单性、易领悟性和可接收性。

某个新的认识境界中。然后 ,把认识在这个新的境界

当然 ,由于实证原则的要求 ,第 一性原理的可靠

中的 感悟经认 识操作 系统的 回收、聚敛、整理、规范

性和 被公认 ,最终还得 取决于 由它所 推出的 一系列

和过滤而终于把认识变为科学认识。

可经 操作而被检 验的判 断是否 与科学 经验一致 ,以

所以 ,实证 原则所 表达的 认识要 求和方 法与非

及这些判断之间是否彼此相容。

实证的思辨、直觉、想象等思维 (认识 )形式在科学认

普遍 性原则 是科学 认识本 身的一 个必然要 求 ,

识上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如果说实证原则并不拒

它不 断推进科学 认识的 深入、提高科 学认识 的普遍

斥直觉和想象的话 ,那么 ,实证原则也 没有理由拒斥

性。 另一方面 ,我们还可以说 ,在人 的某个认识形式

思辨。

和认识领域里 ,是否存在某些公认的“第一性原理” ,

普遍性原则。这既是一 个方法论原则 ,又是个认

而且 ,这些原理是否能在认识的发展中久经 考验 ,可

识论原则。它要求科学认识 应建立在尽可能普遍的、

以作为判断该认识形式和认识领 域是否具有科学性

反映自然 界的 尽可 能 基本 的特 征 的“第 一性 原理 ”

和科学价值的一个标志。

上。作为方法论原则 ,最早已深刻地体现在欧几里德

相容性原则。它 要求 ,在科学认识所构建的理论

几何学的建立上。而且 ,欧氏几何的这个方法论原则

系统中 ,不允许出现矛盾的结论。 即 A 和非 A不得

同时也体现了科学认识从一开始就是 把其认识的可

同时为真。 这是形式逻辑向科学认 识提出的基本要

靠性与其前提的普遍性联系在一 起的科学精神。 显

求 ,而形式 逻辑的推理 规则正 是在实 证原则 中提到

然 ,在认识上 ,普遍性原则是实证原则 某种意义上的

的认识操作系统的一部分。这也说明 ,尽管在科学认

极限形式。现代科学认识 (特别是像数学和物理学这

识过 程中经常允 许并要 求思辨 ,但任 何思辨 形式不

类 演绎性很 强的“精密科学” )对“第一性 原理”的追

允许出现在作为科学认识结果的 理论系统里。

求和 探究热情 ,仍是欧 氏几何 体现的 这种科 学精神
的继承和发扬。

这个 原则看 上去是 十分简 单的 ,但在科 学认识
中有重要意义。

杨晓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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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它使 在经验 基础上 建立起 来的科 学认识

理各种点分布 (点电荷、点质量等 )问题并十 分成功 ,

可以 在一个时期 和一个 范围内 独立于经 验而发 展。

从而使它成了物理学的一个重要 数学概念。 但最初

当科 学认识一旦 形成推 理系统 以后 ,相容性 原则使

数学 家对此 不以为 然 ,因 为 δ函数与 数学对 函数及

我们 在一定的 范围 (前提或第 一性原 理所限 定的范

其性 质的理解完 全不相 容: 仅在一点 上不为 0的函

围 )内相信 ,一个 结论或 命题 ,如果在 逻辑上 是必然

数却在 全空间上对 积分有贡献 ,归一 化后 ,δ函数在

的 ,那么在经验上也是必然的。 这样 ,除非必要或本

全空 间上的积分等于 1! 这与 古典函数概 念和积分

身有 实用上的价 值 ,我 们就没 有必要 逐一用 经验去
检 验每 个经 科学 推理 所获 得的 结论 或命 题的 正确

论是完全相悖的。 但 δ函数在物理 学中成功的事实
迫使数学家冷静下来去认识这矛 盾背后的原因。 结

性 ,正如我们 无需逐个 用经验 去检验 欧氏几 何的每

果导 致数学认识 的一个 重大深 入 ,由 此形成 了广义

个定理便充分相信其正确性 (公理规定的范围 内 )一

函数论这一重要的数学分支。

样。因为它们在逻辑上是相容的。这就使得理论可以

相容性原则在一切科学认识 发展的每一步上都

在看上去十分远离经验的形式下表现 出超越经验的

随时 随地起作用 ,它把 科学认 识构建 成一个 互相连

巨大理性力量。 这种力量 ,例如在海王星的发 现、预

通、互相兼容、互相支撑的稳固、和谐的认识 体系 ,相

见电磁波以及质能关系的导出中都曾 有过非凡的表

容性原则使这个体系在整体上能 经受任何认识和经

现。

验的冲击 ,永不会瓦解。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一定程度地认为 ,人的

怀疑原则。这个 原则一方面与哲学精神相通 ,它

认识 ,能否在 一个时期 内和一 定范围 内仅以 相容性

是科 学认识审视 和反省 自身的 一种形 式 ;另 一方面

原则 为据而独立 于经验 地发展、并获 得为直 观经验

它又是实证原则必然产生的一个 要求。 在科学认识

所不 可及的重大 发现 ,是认识 的科学 性程度 及其价

上 ,怀疑原则认为: 一切未经科学证 实的结论都允许

值的又一标志。

被怀 疑 ,从 而一切科学 假设或 关于直 接经验 的陈述

第二 ,人的 认识深 化和扩 大的一 个重要 形式是

就都是可以怀疑的。因为它们作为基于归纳、类比或

理论的 扩大或推广。 某 个理论 T 1经对其 前提或第
一性 原理的推广 而扩大为 理论 T 2,那么是否 T2包

直觉 而得出的结 果是未 经证实 的 ,它 们虽然 被过去

含 T 1,相容性原则 就表现为“对应原理”: 若 T 2的前

今后的和尚未发现的事实继续证 实。 一切事实都未

提 或其 第 一性 原理 退 化 为 T 1的 前 提或 第 一性 原

能超越有限的经验。因此 ,怀疑总是直指那些具有极

理 ,则 T 2自动地退化为 T 1。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相
容性原则就成为理论推广或扩展的合 理性的一个重

大 普遍性的“第一性 原理” ,即 科学认 识的那 些最基

要检验标准。 例如 ,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在 宏观、

明性。另一方面 ,这类假设常常与科学上的经验常识

低速 的情况下分 别退化 到牛顿 力学 ,这正是 量子力

相 一致 ,而 且十分 “易 领悟” ,久 而久之 ,它们 自己也

学 和相 对论 力学 在理 论上 和逻 辑上 合理 的重 要标

就变 成了科学上 的经验 常识 ,有些则 以自然 观的形

志。

式成为科学认识中的传统观念和 科学理论的潜在背

的和 已发现的事 实一再 证实 ,并不意 味着必 然能被

本的 前提 ,因为正是这 样的原 理和前 提不具 有可证

此外 ,科学 认识的 理论的 出发点 是基本 原理和

景。 像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由落体 “重者快、轻者慢”、

基础概念。 理论的相容性主要植根于 基本原理和基

“自然界 没有跳跃”的 认识 ,牛顿的 绝对时 空观、“以

础概念的准确、无歧义、无矛盾。因此 ,一旦理论中出

太”假设等等都曾经起过这类作用。

现原 理或概念的 冲突时 ,相容 性原则 便迫使 人去审

对这类假设产生怀疑通常有 两种情况。 一是假

查基本原理和基础概念。而 且 ,总能通过发现因以往

设本 身从未被证实过 (例如 S· 斯台文和 G.伽里略

的认 识所限而存 在于其 中的缺 陷或错误 ,这 就带来

对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由落体假设 的怀疑 ) ;二是以这

科学认识的深化乃至突破。 “第三次数学危机 ”便是

些假设导出的结论甚至理论体系 与实验事实不符或

相容性原则在数学自身的基础中遭到 破坏后引起的

出现 理论上的冲 突时 ,如果实 验事实 一再被 证实为

一场使数学认识及其理论得到重 大发展的变革。 在

无误 ,则科 学认识的怀 疑锋芒 必将指 向作为 理论的

不同 的理论领域 中也可 能出现 这种情况 ,数 学和物

前提 的那些假设 ,因为 它们是 未经证 实而被 设定并

理 学由 于它 们的 密切 联系 而往 往容 易陷 入这 种遭

逐渐被公认的。例如对 “以太”假设、“自然界没有跳

遇 ,典型的实例是 δ
— 函数。 物理学家用 δ
— 函数处

跃”、牛顿力学的速度合成法则和绝 对“同时性 ”概念

26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8年第 4期

(它们都是 牛顿力学 中与绝对 时空观 相联系 的潜在

法觉察的认识对象 ,如电磁波、基本 粒子及其相互作

的基本假设 )等认识的怀疑都属于这种情况。

用力、基因等等。 所以 ,这就使科学 创新获得了它特

对已形成理论体系的认识所依据 的那些基本假

殊和 独有的认识 价值: 它不断 创造和 扩大人 的经验

设和 观念背景的 怀疑具 有巨大 的挑战性 和革命 性。

范围和认识基础 ;同时 ,也正是在这 个过程中不断创

因为这些基本假设和观念背景在认识 形成理论的过

造新的认识手段、认识形式 ,扩大和 提高人的认识能

程中已逐渐成为“不容怀疑”的科学“常识”乃至科学

力。

信仰 ,具有科学传统的地位 ,对它们提 出置疑不但需

科学 创新的 第二个 主要特 点及其 价值是 ,它通

要敏 锐的科学洞 察力和 卓越的 科学胆识 ,而 且要有

过自己不断创新的发现向技术创 新提出可能性及途

向积成的传统挑战的勇气。这种怀疑的革命性在于 ,

径 ,激励、指导并 时而直 接参与 技术创 新 ,通 过技术

它不 但是对传统 的挑战 ,尤其 是它包 括着对 以往的

创新 ,充分 开发和利用 自然界 一切物 质质料 创造出

全部 科学经验 的超越 ,这时 ,特 别需要思 辨、直觉和

自 然界 本 身前 所未 有的 人工 创造 物 ,形成 “人 工自

想象。 一 旦怀疑 是正确 的 ,并 由此诞 生新的 科学概

然”。 人工创造物和人工自然可能是人类创造 “物质

念、新 的科 学思 想和 理论 ,那 么这 就意 味着 科 学革

文明”的最高的和唯一的形式。如果说物质财富和物

命。

质文明的创造是人类对创造的追 求精神和创造能力
怀疑原则是科学发展的最重 要的理性动力。 它

的最 伟大、最直接 可见的 体现 ,那么 ,这种对 创造的

蔑视 一切传统和 权威 ,使人的 认识去 反省和 批判自

追求和创造能力的形成都在极大 程度上依赖于科学

己的 经验 ,把 科学认识 中一切 似是而 非的东 西逐一

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所达到的水 平。

清 除出 去 ,迫使 人的 认识 就范 于新 的假 设、新 的原

科学认识通过技术所实现的 物质创造又反过来

理、新的自然观 ,不断开拓科学思想和 科学理论的新

不 断更 新人的认 识 (对自然 、社 会和自 身的 认识 ) ;

领域。

并不断创造新的认识手段、认识形式和认识价值。

二、科学追求精神
追求精神是人类心灵、情感和理智中最活 跃、最

总之 ,科 学对创造 的追求 精神在 人类物 质文明
和精 神文明的创 造性认 识和创 造活动 中 ,在 整体上
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具进 取性的因 素 ,同 样 ,也是科 学认识中 最活跃、最

追求开拓。 就人的认识而言 ,所谓开拓 ,其基本

富进 取的因素 ,它表现 了人的 认识对 自身的 不断超

含义 首先是发现 未知世 界的存 在 ,然 后用认 识去耕

越。 科学追求精神表现在四个基 本方面: 追求 真知、

耘它 ,使之成为知识之花到处盛开的丰饶之地。如果

追求创新、追求开拓、追求统一。 本文 仅讨论后三种

是这 样的话 ,那么 ,在人 的一切 认识活 动中 ,科学的

追求形式。

开 拓精 神就 是指 向最 明确、实 际 ,从而 也是 最 强烈

追求创新。人的一切认 识活动都力图创新 ,即创

的。

造某种在现存经验中尚未出现过 的形式和对象。 在

事实上 ,在人类的一切认识领域中 ,“未知 ”可能

科学认识中 ,创新的主要特征是发现 ,即通过发现新

仅仅 属于科学 ,科学也 恰因最 大限度 地拥有 未知而

的认识对象而创新。因此 ,科学创新不仅得以区别于

显得 最为富 有。 这是因 为 ,真 正知道 自己不 知道什

其他 认识活动中 的创新 ,并从 而以此 为其他 一切认

么、应该知道什么和可能知道什么的唯有科学。这又

识活动中的各种创新提供创造的 基础。 科学创新不

归因于 ,科学认识必然能被未知世界所反射。

必、也从不刻意去追求什么“新的形 式” ,而仅在于去

世界 是一个 由无数 因果链 条织成 的巨网 ,科学

发现 在经验中前 所未有 的认识 对象并探 求其本 质 ,

认识便在这网上延伸。它所达到的部分 ,就是所获得

一旦 新的认识对 象被发 现 ,则 新的认 识形式 必然与

的已知世界。 科学认识总是在已知 世界的边缘上把

之俱来。科学创新所孜孜以 求的 ,是不断把一个又一

认识 之光投向未 知世界 ,然后 它必被 未知世 界的某

个新的物质对象从它们所潜藏的自然 背景中“拖”出

个环 节反射回来 ,并把 这些信 息与对 已知世 界的认

来 ,从而使它们成为可以被认识的、进 而再去认识它

识结合起来 ,于是就构成科学问题 ,科学问题总是用

们。 所以 ,科学认识本身就总是不断自我更新的。

已知向 未知提 问的方式构 成的: 它建立 在已知世界

特别 是 ,科 学认识 总是敢 于并善 于以其 穿透一

的 坚实 的 认识 土壤 上 ,以十 分确 定的 方向 和“未知

切的洞察力识别出人的直观感觉难以 觉察或根本无

度”投向未知世界的某个环节。经认识反射而形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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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和 可解的科学 问题 ,这就是 科学开 拓的实 在基础

科 学认 识总 是向 自然 界的 一 切可 能的 方 向延

和确定方式。 那些永远不会被未知世 界反射回来的

伸 ,因而产生出极为丰富多彩的知识 ,但自然界本身

认识 ,不会是科学认识 ;不能用已知世 界的知识向未

是统一的 ,它的统一性不但在科学认识中反 映出来 ,

知世 界提出明确 和可解 的问题 的认识 ,同样 不会是

而 且也 只是 在足 够丰 富多 样的 知识 中才 能反 映出

科学认识 ,认识的开拓 ,便不复存在。

来。 所谓“统一” ,无非是指把多统于一、把无限统于

科学 所以成 为科学 ,就在 于它永 远能在 其前进

有限。 正如数学家们只有在认识了 充分多的闭曲面

的每一步上 ,以所获得的全部认识为基础 ,觉察到它

以后 ,才能 用同胚的概 念把无 限多样 性的闭 曲面分

所面 临的未知世 界 ,总 能准确 地知道 自己当 前还不

且仅分为三类。

知道 什么、需要知道 什么、以及 最近可能 知道什 么 ;

科学认识不断深入的一个形 式就是能在看上去

特别 是 ,它还 经常以一 定的方 式知道 自己应 当如何

十分不同的知识和它们所反映的 复杂现象中感悟到

知道。 这一切 ,就构成科学开拓的指向和动力。

它们的种种内在联系和共同特征 ,而且还发 现 ,一旦

在这 里 ,我们要 表明的是 ,在 人的认识 领域 中 ,

能用这些内在联系和共同特征去 重新组织和表达知

富有 成效的开拓 精神必 须是有 坚定的开 拓基础、明

识 ,这些知识立刻就变得十分简捷、清晰、完 整 ;而人

确的开拓指向和为开拓所必须的 作业手段的。 这一

自己的认识也立刻随之深化并更 加开阔了。这样 ,关

切 ,皆为科学认识的开拓精神所具备。这就是科学认

于世界的统一性和科学认识自身 的统一性的科学理

识那 些公认并世 代相传 的已知 知识系统、有 准确结

念也便油然顿现。

构和 指向的科学 问题、已经拥 有的和 为解决 问题所

如果说阿波 罗尼用 “圆 锥曲 线”的概 念对椭 圆、

应当拥有 (即已知应如何构建 )的认识 方法和认识工

抛物线和双曲线的卓越统一表达 了两千多年前初期

具。

科学认 识便对统一性有了 敏锐的感 悟的话 ,那么 19
科学 认识可 引以为 自豪的 是 ,它 总是能 充分运

世纪以来 ,随着科学认识的逐渐成熟 (其中也不乏德

用已知去发现未知而带来富有成效的开 拓和创造。

国思辨哲学中统一性思想的影响 ) ,统一性思想就已

追求统一。 爱因斯坦感到: “从那 些看来同直接

完全变成了科学认识中十分清醒 和自觉的认识 ,“统

可见的真理十分不同的复杂现象中认 识到它们的统

一性原理”也 变 成了 科学 认 识中 的一 个 “第 一 性原

一性 ,是一 种十分壮 丽的感 觉。”此语 生动概 括了科

理”。

学精神中关注统一性的热忱。

随着 对世界 的统一 性认识 不断深 化 ,科 学家对

在科学认识中 ,对统一性的追求是指 ,在对自然

科学 认识的统一 性的追 求更加 执着和 自觉 ,在这种

界的 直接认识日 益丰富 多样的 基础上 ,不断 把所获

科学 精神的召唤 下 ,牛 顿完成 了地上 的物体 和天上

得 的表 象知 识用 各种 科学 方法 加以 提炼 约化 和概

的物体的运动规律的第一次伟大 的统一。此后 ,在对

括 ,由此建立起某种更简捷、一般、抽象的科学 形式。

电和磁、时空和物质、波和粒子、场和实物、基本粒子

这些科学形式揭示出自然界的更深刻 的内在特征和

及其 相互作用、有 机界和 无机界、生命 的本质、人和

普遍联系。麦克斯韦把奥斯 特、安培和法拉第关于电

自然、乃至 对整个可观 测宇宙 等等所 有这一 切的认

磁现 象的一系列 表象知 识概括 为麦克斯 韦场方 程、

识上 , 20世纪的 科学实现了一 次又一次革 命性的突

门捷列夫把 63种元素的诸多物理、化 学性质的关系

破。所有这些突破 ,也都是科学认识在统一性的追求

提炼 为元素周期 表、爱 因斯坦 推广协 变性建 立相对

道路上的里程碑。

论等 科学伟业 ,都突出 地表现 了科学 认识对 统一性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 ,一部科学认识发展 的历史 ,

的追 求 ,也表 现了科学 认识的 统一化 方法和 统一性

也是人对世界的统一性认识的不 懈追求和这一认识

形式。

不断提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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