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续4个多月的澳大利亚森林大火，已经造成

至少26人死亡，数千所房屋被烧毁，澳大利亚的经

济增长可能因此减少 0.4%。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在应对火灾上的不力，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批评。

在舆论压力下，莫里森承认，目前的危机已经

把联邦政府的“宪法权威”推到危险边缘；同时在山

火与气候变化关系的问题上也出现转变，此前他曾

一度回避两者联系，如今也提出澳大利亚正在提升

目前环境现状下的“适应能力”和“韧性”。

但大火影响的远不只是澳大利亚自己。据

NASA的科学家介绍，森林大火的烟雾已经“绕过地

球一半”，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空气质量，新西兰首

当其冲，产生了严重的空气质量问题，山区的积雪也

在变暗，新西兰人可谓“人在家中坐，烟从天上来”。

某种程度上，澳大利亚森林大火影响的外溢犹

如涟漪效应：围绕澳洲，向外扩散。

澳大利亚的大火迄今已释放超过3.5亿公吨二

氧化碳，预计未来2个月火灾将继续燃烧，释放的二

氧化碳还将增加。伦敦帝国学院勒沃霍尔姆野火中

心主任科林·普伦蒂斯表示，“越来越严重的山火季

节可能加速全球气候变化”。在野火发生后的几个月

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不断增多，同时增加当地

大气中的热量，使当地的气温升高。在随后的数年

内，这些二氧化碳会随着大气环流，飘移到世界的其

他地区，一部分会消失，其余会贡献到整个大气层的

二氧化碳含量。而通过人类活动消化这些二氧化碳，

包括林地修复，可能要经过很多年时间。

一个国家的大火，需要全世界的人来消化，这

其实与气候变化所面临的尴尬情形非常类似，气候

领域的“公地悲剧”越来越严峻，一些国家靠着“侥

幸”来硬撑，但灾难随时可能来临。

去年年底，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无果而终，一

些大国拒绝承担减排责任。世界资源研究所所长安

德鲁遗憾地说：“国家经济发展领域的野心与全球

日益迫切的气候需求，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这次跨年森林大火再次给人们敲响警钟，我

们的生态系统在地球不断升温的背景下是非常脆

弱的。澳大利亚最近几年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一

直打退堂鼓，面对不断扩大的山火，多地民众最近

集会呼吁政府更重视气候问题。

2014年起，澳大利亚政府废除了要求大型工业

排放企业为其温室气体排放付费的法律，澳大利亚

温室气体排放逐年增加。澳大利亚在2015年巴黎气

候会议之前宣布的气候目标是，到2030年将温室气

体排放在2005年水平上缩减26%—28%。但这几年

并没有采取具体行动来落实，这届政府上台后，又放

弃了一项旨在推动电力系统减排的政策。

对此，澳大利亚政府显然需要反思，在减排上

的犹疑和倒退，不但无益于问题解决，反而会加剧

严重程度，最终自己吞下干旱和山火的苦果。因此，

有必要恢复大型工业排放企业为二氧化碳付费的

法律，同时像美国和中国一样，大力发展风能、太阳

能等新能源。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光照充足、风力充沛，在新

能源的利用上其实很有优势。同时，在交通、农业、

重工业和采矿等领域，也要进一步采取减排行动，

才能逐渐脱离气候变化带来的困境。

当然，应对气候变化不是一两个国家的事，地

球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环境的

伤害也显而易见。在澳洲的这场大火中，其实没有

哪个国家是真正的局外人。我们既是原因之一，也

将承担部分后果。推广低碳节约的生活方式、更大

幅度的减排，需要各个国家的行动。

摘自“新京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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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咏

异化的评价土壤种不出科研之花

【读 品】

推荐图书1：
《动物帝国》

作者：［法］恩基·比拉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人和动物之间古老的敌

意，在生态浩劫的面前，是否能

够转化成妥协和合作？沉寂十年

后，比拉携“地球震怒三部曲”回

归漫画：三部曲，三个故事，三段

旅程，想象力瑰奇、沉重而富于

诗性。每个故事具有独立的界

线，各自为政而又环环相扣，写

尽“人”在震怒地球面前的渺小

和伟大。“正值隆冬，我却发现我

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推荐图书2：
《世界杂货店》

作者：［美］罗伯特·谢克里

新星出版社出版

罗伯特·谢克里，美国科幻

大师，星云奖特别大师，以短篇

创作著称。他的作品以奇巧脑

洞和幽默讽刺著称。谢克里的

文字犹如涂着蜂蜜的圆溜溜的

洋葱，观之滑稽，入口甘甜，后

味辛辣，最后不知不觉间，竟已

潸然泪下。

26 张通往奇异想象世界

的单程车票……当电子警察鸟

失去控制；当杀人游戏可以合

法进行；当为了房子参加一场

大逃杀；当话痨置身一群语言

不通的外星人中；当宅男拥有

一支可以偷窥他人生活的望远

镜；当你在一颗小行星上独自

老去，与机器人相依为命……

且看谢克里借奇想之力带你体

验琳琅满目的世界杂货店。

推荐图书3：
《被统治的艺术》

作者：［加］宋怡明

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明代沿海卫所为背

景，剖析在明朝世袭军户制度

下军户家庭与官府的互动，着

重描述和总结了承担兵役义务

的军户如何趋利避害，制订出

种种策略以优化自身处境。他

们既未公然蔑视权威，亦非俯

首帖耳，而是在反抗与服从的

“中间地带”运作，以期将需要

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同时使

利益最大化。本书深入剖析了

中国文化肌理，透视“阳奉阴

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制

度套利”等深植中国社会的潜

规则。

观 点
mrlyi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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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师娘美”到“父子集”：

澳洲大火烟雾飘散全球：气候治理的“公地悲剧”

七年前发表于核心期刊《冰川冻土》上的一篇

论文，再次被舆论推到聚光灯下。这篇名为《生态经

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的文章近30页，除了

引言稍有学术概念之外，其余部分皆在赞美导师崇

高和师娘优美。导师程国栋在冻土研究领域位高权

威，也是该期刊的主编。作者徐中民目前是中科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博导。

徐中民辩称他谈的不是简单的师生关系，而是

人生哲理，大家没看懂。但是，具有正常阅读理解力

的人，都不会接受这一辩驳，因为论文之荒谬，超越

了常理的底线，明显与中国相关研究领域唯一学报

级学术期刊的定位不符。

这并非个案。此前，有梁莹论文抄袭事件，这

位学术不端的南京大学教授却获得了青年长江学

者的称号；后来又有“猪年第一瓜”翟天临事件，

这位不晓知网为何物的演员，被北大录取为博士

后。“师娘美”论文风波尚未平息，又曝光出另一

本核心期刊，开设有“父子集”专栏，刊登主编的

书法和他儿子的文章，其子在刊物上首次发表文

章时年仅10岁。

这些不折不扣的丑闻，折射出中国科研评价体

制积弊至深，甚至可以说，这一评价体系已经异化

失效。目前，《冰川冻土》表示审核不严，致歉撤稿。

导师程国栋表示对文章发表不知情，但依然申请引

咎辞去主编之职。这不应该是句号。涉事论文究竟

是如何经过各个审稿环节上到期刊版面上的？这些

环节是形同虚设还是被开了绿灯？《冰川冻土》于

2015年获评“百强科技期刊”，这一评价标准又是

什么？另外，这篇论文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资助，是否意味着国家科研预算监管体系也

失效了？文章发表后的7年间，又被引用过多次，其

中不乏其他核心刊物，却无人刺破“皇帝的新衣”，

是否意味着至少在冻土研究领域，求实创新的科研

精神已经抵不过怪诞的现实？更值得担忧的是，这

一论文如果不是被媒体曝光，靠科研圈内部的自审

自查机制是无法纠偏的，但问题是，如果涉事文章

并非是连外行都一望即知的荒诞，那么靠什么来维

护学术研究基本的公正呢？

很大程度上，学术评价体制的异化本质上还是

因为长期以来行政思维主导评价，由行政部门确定

论文指标，它的数量以及刊发载体。过于僵硬的量

化指标会带来“一刀切”式的简单粗暴，也会带来寻

租空间，反而失去公正客观。而基于学术本位的管

理和评价体制，比如重视论文本身的价值而非数

量，重视学术同行评价而非核心期刊背书，看起来

更主观，但可能更公正。

学术评价体系很重要，一方面它承担了识别

人才的责任，另一方面，它又是指挥棒和风向标，

引导科研人员的治学行为以及科研氛围的走向。

中国目前基础科研领域能潜心做研究做学术的人

不多，究其原因，与急功近利、形式大于实质的科

研评价体系有关。很难想象，在低效甚至错误的学

术评价体系的土壤上，能开出健康的科研之花。而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科技创新又是社会

发展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学术评价体系

刻不容缓。 摘自《经济观察报》

梁启超1922演讲：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何平

本文是 1922年 8月，梁启超在被其称之为“关

系中国前途最大的学问团体”科学社所做的演讲。其

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的思考做了系统阐

发，其中不乏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命运的批判和思考。

一

近百年来科学的收获如此丰富：我们不是鸟，

也可以腾空：不是鱼，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

以和几百千里外的人答话……诸如此类，哪一件不

是受科学之赐？任凭怎么顽固的人，谅来“科学无

用”这句话，再不会出诸口了。然而中国为什么直到

今日还得不着科学的好处？直到今日依然成为“非

科学的国民”呢？我想，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有

根本不对的两点：

其一，把科学看太低了，太粗了。我们几千年来

的信条，都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

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一类话。多数人以为：

科学无论如何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

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

耻辱。又以为：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

宝贵的学问——什么超凡入圣的大本领，什么治国

平天下的大经纶，件件都足以自豪，对于这些粗浅的

科学，顶多拿来当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因为这种故

见横亘在胸中，所以从郭筠仙、张香涛这班提倡新学

的先辈起，都有两句自鸣得意的话，说什么“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这两句话现在虽然没有从前那么时

髦了，但因为话里的精神和中国人脾胃最相投合，所

以话的效力，直到今日，依然为变相的存在。老先生

们不用说了，就算这几年所谓新思潮、所谓新文化运

动，不是大家都认为蓬蓬勃勃有生气吗？试着检查检

查他的内容，大抵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

这样主义那样主义，我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治

国平天下大经纶；次流行的莫过于讲哲学上、文学上

这种精神那种精神，我也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

超凡入圣大本领。至于那些脚踏实地平淡无奇的科

学，试问有几个人肯去讲求？

学校中能够有几处像样子的科学讲座？有了，

几个人肯去听？出版界能够有几部有价值的科学

书，几篇有价值的科学论文？有了，几个人肯去读？

我固然不敢说现在青年绝对的没有科学兴味，然而

兴味总不如别方面浓。须知，这是积多少年社会心

理遗传下来！对于科学认为“艺成而下”的观念，牢

不可破，直到今日，还是最爱说空话的人最受社会

欢迎。做科学的既已不能如别种学问之可以速成，

而又不为社会所尊重，谁肯埋头去学他呢？

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绝对的

鄙厌科学的人且不必责备，就是相对尊重科学的

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性质。他们只知道

科学研究所产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

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

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他们以为学化学便懂化

学，学几何便懂几何；殊不知并非化学能教人懂化

学，几何能教人懂几何，实在是科学能教人懂化学

和几何。他们以为只有化学、数学、物理、几何……

等等才算科学，以为只有学化学、数学、物理、几何

……才用得着科学；殊不知所有政治学、经济学、社

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

科学。我们若不拿科学精神去研究，便哪一门子学

问也做不成。中国人因为始终没有懂得“科学”这个

字的意义，所以五十年很有人奖励学制船、学制炮，

却没有人奖励科学；近十几年学校里都教的数学、

几何、化学、物理，但总不见教会人做科学。或者说：

只有理科、工科的人们才要科学，我不打算当工程

师，不打算当理化教习，何必要科学？中国人对于科

学的看法大率如此。我大胆说一句话：

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两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

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

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

二

科学精神是什么？我姑从最广义解释：“有系统

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

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这句话要分三层说明：

第一层，求真知识。知识是一般人都有的，乃至

连动物都有。科学所要给我们的，就争一个“真”字。

一般人对于自己所认识的事物，很容易便信以为

真；但只要用科学精神研究下来，越研究便越觉求

真之难。

我们想对于一件事物的性质得有真知灼见，很

是不容易。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

件事物周围去研究，要跳在这件事物高头去研究，

种种分析研究结果，才把这件事物的属性大略研究

出来，算是从许多相类似容易混杂的个体中，发现

每个个体的特征。换一个方向，把许多同有这种特

征的事物，归成一类，许多类归成一部，许多部归成

一组，如是综合研究的结果，算是从许多各自分离

的个体中，发现出他们相互间的普遍性。经过这种

种工夫，才许你开口说“某件事物的性质是怎么

样”。这便是科学第一件主要精神。

第二层，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知识不但是求知

道一件事物便了，还要知道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

关系，否则零头断片的知识全没有用处。知道事物和

事物相互关系，而因此推彼，得从所已知求出所未

知，叫做有系统的知识。系统有二：一竖，二横。横的

系统，即指事物的普遍性——如前段所说。竖的系

统，指事物的因果律——有这件事物，自然会有那

件事物；必须有这件事物，才能有那件事物；倘若这

件事物有如何的变化，那件事物便会有或才能有如

何的变化；这叫做因果律。明白因果，是增加新知识

的不二法门，因为我们靠他，才能因所已知，推见所

未知；明白因果，是由知识进到行为的向导，因为我

们预料结果如何，可以选择一个目的做去。虽然，因

果是不轻容易谈的：第一，要找得出证据；第二，要说

得出理由。因果律虽然不能说都要含有“必然性”，但

总是愈逼近“必然性”愈好，最少也要含有很强的“盖

然性”，倘若仅属于“偶然性”的便不算因果律。

第三层，可以教人的知识。凡学问有一个要件，

要能“传与其人”。人类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于一

人的知识能传给多数人，一代的知识能传给次代。

我费了很大的工夫得一种新知识，把他传给别人，

别人费比较小的工夫承受我的知识之全部或一部，

同时腾出别的工夫又去发明新知识。如此教学相

长，递相传授，文化内容，自然一日一日的扩大。倘

若知识不可以教人，无论这项知识怎样的精深博

大，也等于“人亡政息”，于社会文化绝无影响。中国

凡百学问，都带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信传”的神

秘性，最足为知识扩大之障碍。例如医学，我不敢说

中国几千年没有发明，而且我还信得过确有名医。

但总没有法传给别人，所以今日的医学，和扁鹊、仓

公时代一样，或者还不如。又如修习禅观的人，所得

境界，或者真是圆满庄严。但只好他一个人独享，对

于全社会文化竟不发生丝毫关系。中国所有学问的

性质，大抵都是如此。

这也难怪。中国学问，本来是由几位天才绝特

的人“妙手偶得”——本来不是按步就班的循着一

条路去得着，何从把一条应循之路指给别人？科学

家恰恰相反，他们一点点知识，都是由艰苦经验得

来；他们说一句话总要举出证据，自然要将证据之

如何搜集、如何审定一概告诉人；他们主张一件事

总要说明理由，理由非能够还原不可，自然要把自

己思想经过的路线，顺次详叙。所以别人读他一部

书或听他一回讲义，不惟能够承受他研究所得之结

果，而且一并承受他如何能研究得此结果之方法，

而且可以用他的方法来批评他的错误。方法普及于

社会，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会有发明。这是

科学第三件主要精神。

中国学术界的病症，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两

千年。我们若甘心抛弃文化国民的头衔，那更何话可

说！若还舍不得吗？试想，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

此，求学问的途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

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我最后还要补几句话：我虽然照董事部指定的

这个题目讲演，其实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

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若说欧美人

是天生成科学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成非科学的国

民，我们可绝对不能承认。

拿我们战国时代和欧洲希腊时代比较，彼此都

不能说是有现代这种崭新的科学精神，彼此却也没

有反科学的精神。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

者二千年；罗马帝国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于欧洲

者也一千多年。两方比较，我们隋唐佛学时代，还有

点“准科学的”精神不时发现，只有比他们强，没有

比他们弱。我所举五种病证，当他们教会垄断学问

时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渐渐把思想界

的健康恢复转来，所谓科学者，才种下根苗；讲到枝

叶扶疏，华实烂漫，不过最近一百年内的事。一百年

的先进后进，在历史上值得计较吗？

本文有删减

□梁启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