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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周刊·人文讲坛

张泽， 1953年生于天津， 材料科学
晶体结构专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浙江
大学材料系教授。 1980年毕业于吉林大
学物理系， 1983年—1987年在中科院金
属研究所， 师从著名晶体物理学家郭可
信院士， 先后获得硕士、 博士学位。
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全国政
协第九届、 第十届、 第十一届委员。
2012年2月， 张泽院士被推选为新一届
亚太显微学会理事长。
张泽院士长期从事准晶、 低维纳米
材料等电子显微结构研究， 将原子层次
显微结构分析与材料科学中重要问题相
结合， 系统研究解决了准晶、 低维纳米
材料等国际材料科学界的一些重要问题，
取得了创造性研究成果。
自2010年3月起， 张泽院士全职出
任浙江大学材料系教授， 组织和引领浙
大乃至长三角地区高校电子显微结构领
域的相关研究。 现任国家重大基础研究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

中国梦
“如 果 我 们
总在算计拿了多
少经费、 发了几
篇文章、 影响因
子有多少， 科学
的方法一定不会
产生， 科学的态
度和科学的精神
压根儿就会被放
到一边去， 那就
不能形成崇尚科
学的风气和风
尚， 更不用说是
为了科学而献身
的风气和风尚
了 ” 、 “我 们 的
中国梦一定是科
学救国， 一定是
民主救国， 而这
种科学民主下的
路一定是求是之
路 ” …… 日 前 ，
材料科学晶体结
构专家、 中国科
学院院士、 浙江
大学材料系教授
张泽为浙江大学
师生做了题为
“中 国 梦 求 是
路” 的学术报
告。 本报今天刊
发张泽教授报告
摘要， 敬请关
注。

■张泽

求是之路是通向中国梦的路
我的报告题目是“中国梦”， 但这不
是领导的命题作文。 很长时间里， 我一直
在想， 梦可以各种各样， 可以从不同的角
度去做， 但是路的选择并不是。 我们应该
思考的， 是我们自己的路、 怎么样的路，
才是和“中国梦” 能产生关联的？ 我的思
考结果——
—被关联的话题就是“求是路”。
今年是甲午年。 两个甲子前的甲午
年， 中国和日本打了一仗， 就是甲午战
争， 清政府大败。 之后， 签了一个丧权辱
国的马关条约。 条约签下以后， 中国的精
—那些秀才发起了一个运动， 就是
英们——
1895年 4月 由 康 有 为 先 生 发动的 公 车 上
书。 在北京的1300名应试的秀才不去赶
考了， 而要对国家的存亡发出声音， 这应
该说是中国精英们的一声怒吼。 但直到三
年之后， 这种要求改革、 要求变法的一系
列声音才得到皇家的重视， 这才有了一个
戊戌变法。 不过戊戌变法最后又是失败
的， 六君子死的死、 跑的跑， 谭嗣同被杀
了， 康有为、 梁启超逃跑了。 这一段历史
就是当时没有成功的中国精英们求生存、
求救国的运动。
在整个近代救国救亡历史中， 最成功
的知识分子救国运动应该是毛泽东开启的
中国共产党救国求存的革命， 这条路走得
很成功。 总结历史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
有一个思想路线。 毛泽东不走城市包围农
村的老套路， 反其道而行之， 走的是农村
包围城市， 这当中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一直
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 探
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 认
识事物的本质。 “实事求是” 一词， 最初
出现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 《汉书·河
间献王传》， 讲的是西汉景帝第三子河间
献王刘德“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 明朝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 的观点， 倡导
“实事求是” 的学风。
实事求是， 这原本是一个经学和考据
学的命题， 也是中国古代学者治学治史的
座右铭， 现在成为了思想路线和科学精神
的指称。 而实事求是这件事本身和浙江大
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众所周知， 浙江大学的前身就是“求
是书院”。 浙江大学的成立是在甲午战争
失败、 戊戌变法之前。 当时举国上下的一
个思潮就是救国， 而浙江大学就是在这个
救国之路的探索中成立的， 这条路就是
“求是路”。 当时的杭州知府林启向朝廷打
了个报告， 奏折里提出要建一个求是书
院。 求是书院应该说办得是非常成功的。
当时在求是书院聚集了一批志士仁人， 为
了国家、 为了民族尽自己的力， 走一种新
的道路， 这条路是求是路。 求是书院早期
的学生， 在当时救国救亡的运动中扮演了
非常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在教育、 科学民
主这两个主要的奋斗目标中都起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 现在大家一提中国的近代教育
史， 就会讲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前校
长。 蔡元培先生是1916年准备述职上任、
1917年正式上任的， 他上任第一天所做
的一个决定， 就是邀请一个人。 这个决定
和邀请都是针对一位浙大人， 这就是陈独
秀。 陈独秀因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去
做文学院的院长， 而后陈独秀又请来了胡
适、 李大钊等， 还包括鲁迅。 一句话， 就
是没有“求是书院” 的学生， 就不会有
“新文化运动”， 也就很难想象后来的五四

求是路
运动……
在中国近代的发展进程中， 政界、 军
界、 经济、 文化各个领域， 浙大的教师、
浙大的学生都曾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建国后第一任浙大校长马寅初先生， “两
弹一星” 的功臣赵九章先生、 王淦昌先
生， 等等， 太多了， 不胜枚举。 我想， 这
要归结为他们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 就
是求是路。
求是路西方人也在走。 实事求是、 按
事实说话、 为真理而斗争， 这是西方文艺
复兴以后的一曲主旋律。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第一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伦琴， 他在
做校长的时候依旧亲自做科研。 有一次伦
琴做一个实验， 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面，
关了一个星期， 因为他当时看到一个很重
要的现象， 他在开关仪器的时候发现了一
种很奇怪的光， 最终他把这个光追逐出
来， 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就称之X，
就叫X光。 这就是X射线的发现， 全世界
都轰动了， 当时就有人向他来买， 谈条
件。 第一个人是德国人， 说要拿他自己的
城堡和他的王位跟伦琴换。 伦琴不要， 伦
琴说空气有没有价格？ 阳光有没有价格？
我的科学发现就要像空气和阳光那样来为
人类造福。 这个发现在当时就知道以后会
有非常大的利益， 但是伦琴连专利都没有
要。
反观今天， 我们太物质主义了， 我们
太功利太自私了。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
体， 如果都这样的话， 如果在戊戌变法之
前 ， 那1000多 个 举 人 不 起来 反 抗 的 话，
连戊戌变法都不会有， 中国就出不了毛泽
东， 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

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科学家
作为知识分子， 要具有质疑的能力，
不能不假思索地接受， 这就是批判的态
度、 审核的态度， 而这种态度对于我们今
天的创新， 对于我们的求是之路， 都非常
重要。
西方的科学技术之所以有今天， 是因
为科学家们用生命的代价， 成功地反抗了
教会的压迫。 比如说哥白尼的日心说的提
出， 当时哥白尼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 写
好了文章， 就是不敢发表， 只有等他死了
之后才由他的学生和朋友发表。 所以说没
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科学家， 我再重复

一遍， 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科学家。
布鲁诺大家更熟悉了， 他非常支持哥白尼
的日心说， 最后却被教会烧死在罗马鲜花
广场。 死前布鲁诺本有一次活下去的机
会， 教会说你只要认错， 就放你的生。 但
是布鲁诺在真理面前宁愿赴死。 这就是追
求求是路的科学家们的价值观。
我们还可以说， 怀疑一切， 是求是的
座右铭。 马克思的创新精神就是源自他对
人类文化遗产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
组成部分， 都是批判继承与理论创新相结
合的典范。 马克思在青年时期曾经是狂热
的黑格尔的信徒， 在他发现黑格尔哲学体
系中的矛盾之后， 勇敢地提出质疑， 并深
入研究， 最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哲学中
的唯心主义体系， 吸取了他的辩证法的
“合理内核”， 以及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
义的唯心史观， 吸收了他的唯物主义“基
本内核”，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
思主义的另外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
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也都是在批判地继承
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 黑格尔、
费尔巴哈、 亚当·斯密、 大卫·李嘉图、 圣
西门、 傅立叶、 欧文等人都是思想理论界
的权威， 如果马克思迷信理论权威， 没有
敢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的勇气， 没有
敢于创新的意识， 他就不可能创立马克思
主义。
所以， 今天的教授们不要不假思索去
遵从权威， 不管他是学术的、 政治的还是
宗教的， 不要不假思索地去遵从社会的习
惯， 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用自己的头
脑想问题， 要关注事实本身。
爱因斯坦1905年写了三篇文章， 这
三篇我觉得都非常好， 当时大家公认都可
以拿诺贝尔奖， 一个是光电效应， 一个是
相对论， 一个是布朗运动。 这三个科学发
现中哪个都可以得诺贝尔奖， 最后得诺贝
尔奖的是光电效应， 是1921年的诺贝尔
物理奖。 而事实上， 诺贝尔奖1921年的
奖项是空缺的， 是1922年补了前一年的
奖。 自爱因斯坦发表那些文章之后， 大家
马上就认为这是非常有创新性的成果， 应
该得诺贝尔奖， 但实际年年都没给。 而爱
因斯坦的回答是什么呢？ 他的回答是： 我
对科学的追求像宗教一样。 他写过的一篇
文章 《科学与宗教》 中说， “人类进步的
精神进化越是深入， 我就越坚信通向真正
的宗教之路不在于对生命和死亡的恐惧之
中， 也不存在于盲目信仰之中， 而在于对

理性知识的努力追求之中”。
如果仅仅是为了像我们现在算工分一
样做科学， 总在算计“拿了多少经费”、
“发了几篇文章”、 “影响因子有多少”，
是不可能把科学事业做到如此之辉煌的。
在科学发展历程中， 什么最重要？ 还是理
想的追求， 这才是最重要的。
怎么能够求实、 求是？ 西方的科学家
包括艺术家， 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达芬奇
就是个大艺术家， 《永恒的微笑》 能笑这
么多年， 这个微笑的背后是科学， 是达芬
奇对人体透彻的了解。 只有在这样一种透
彻的理解之上， 包括对骨骼的解剖学基础
的了解， 才会有当时西方绘画艺术的真，
包括真实的透视感。 林语堂就曾评价说，
西方的风景画， 画的是透视， 中国的山水
画， 画的是写意、 大泼墨。 仔细想一想，
真是这样， 西方绘画有焦点、 有透视； 中
国绘画讲意境， 视点散射， 无透视。 那时
西方的画是非常讲究比例、 讲究几何甚至
讲究解剖的。 这种现象的背后， 是文艺复
兴时期的大艺术家们对自然现象和人本身
的关注， 这是西方学者们共同的追求。 而
中国受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影响， 传统的
知识分子多崇尚儒教， 想的是入朝为
官——
—“学而优则仕”， 注重的是人际关
系， “四书”、 “五经” 等著说皆重于此。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 社会不重视科技，
认为是雕虫小技， 不屑于学习， 不仅科学
知识不能普及， 科学方法、 科学态度和科
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 周光召先生就曾
经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未能做官或官场
失意的知识分子， 多舞文弄墨， 钻研故
纸， 或归隐田园， 或放荡不羁， 虽留下千
古文章和诗句， 除个别人外， 都不去从事
对自然界的了解和研究”。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有它辉煌的东
西， 有它好的一面， 但是真正影响国家发
展的又确确实实就是这些。 所以求是和创
新在中国的文化层面上遇到了极大的障
碍。 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糟粕的东西确实
应该引起我们知识界精英， 特别是今天的
教授们注意。 如果太注重那些东西， 科学
的方法不会产生， 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精
神压根儿就会被放到一边去， 那就不能形
成崇尚科学的风气和风尚， 更不用说是为
了科学而献身的风气和风尚了。
文艺复兴， 复兴的不是文艺， 复兴的
是价值观。 神权至上中很关键的理论就是
地心说。 地心说， 太阳从东边升起， 西边

【
观点交锋】
青年教师提问： 刚才您有一张图片， 表现的是
牛顿在为民众讲解万有引力。 牛顿只比他的受苦受
难的前辈们晚了50多年， 那么西方对科学的态度的
转变为什么那么快？
张泽： 我觉得这个应该归功于文艺复兴。 “文
艺复兴” 复兴的不只是文艺， 我认为， 复兴的是价
值观。 从伽利略、 布鲁诺， 到牛顿， 依靠科学， 从
根本上给了神权至上最后一击， 社会所崇尚的价值
观， 从过去的以神为中心， 到以自然探索为中心、
以真理探索为中心。 但中国的皇权崇拜， 产生的绝
对遵从的思想， 违上大逆不道的思想， 是根深蒂固
的。 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形成对科学技术的尊重。
在我们的周围， 甚至存在着将自然科学技术研究与
人文社会科学对立起来的观点和行为。 科学与民
主， 一定是一对孪生兄弟。 现代中国， 要走出几千
年封建王朝的阴影， 我觉得青年教授们要担当大
任， 你们要准备好。 如果我们的眼睛就盯着自己鼻
尖那点小事， 我们怎么可能引领文化？ 怎么可能培
养优秀学生？

青年教师提问： 您怎么看待今天学生把老师当
“老板”？
张泽： 前两天有人问我“你对导师压榨学生怎
么看”， 我十分反感这样的说法。 我不否认有些老
师对学生不够尊重， 甚至把学生当劳动力， 这样的
情况确实有。 但这个现象要从文化的层面分析。 首
先， 我们搞科学研究的， 要把这个量化搞清楚， 不
能用0.1％去代表99.9％。 其次， 要建立相互尊重的
学术环境。 要诉苦抱怨的话， 都有可抱怨的。 比如
有的老师评不上教授， 他就觉得我早该当教授了，
为什么我评不上？ 你们就是搞不正之风， 就是如何
如何。 校长也一肚子委屈， 只是不说。 所以在经济
富裕起来的前提下， 在有了温饱和尊严的前提下，
我们还真要好好在文化层次上修炼我们自己， 建立
起在学术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交流， 我觉得这很重
要。 否则的话， 学生抱怨老师， 老师抱怨领导； 文
科的看不起工程的， 工程的看不起基础的……怎么
相互尊重、 相互欣赏？ 怎么建立共同的目标？ 把学
校办好， 这才是最大的工程。

下去， 貌似都围着地球转， 这是大家都看
得见的事实， 而且上帝就是这么说的， 这
就是真理， 谁说这是错的， 就要杀头。 但
在神权至上的统治时期， 依然出了伽利
略、 出了布鲁诺， 最后诞生了牛顿的万有
引力定律， 诞生了严格的公式， 各颗星星
之间， 乃至所有物体之间的引力， 都可以
用公式计算出来。 这不是靠革命、 不是靠
一个王朝去推翻一个王朝， 不是靠一个理
论去推翻一个理论， 它靠事实、 靠科学，
这从根本上动摇了神权至上。 事实证明，
没有科学就不会有民主， 科学和民主， 一
定是一对孪生兄弟。

求是——
—中国科学家的中国梦
中国科学家的中国梦， 我坚信， 一定
是求是路， 不走求是路， 就不可能实现。
我们的老校长竺可桢先生在1935年8月有
过一篇讲演 《利害与是非》， 他指出， 中
国近30年来提倡“科学救国”， 但只看重
西方科学带来的物质文明， 却没有培养适
合科学生长的科学精神。 他说“科学精神
就是‘只问是非， 不计利害’。 这就是说
只求真理， 不管个人的利害， 有了这种科
学的精神， 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老校长说的这个现象， 在今天仍然改变不
大， 我们看的还是西方那些物质文明的成
果， 计算机、 信息产业、 网络等。 对所谓
现代化的理解， 还只是停留在西方的科学
带来的物质文明上， 仍然没有关注到适合
科学生长、 发展的精神需要的空气和营
养。 竺可桢先生说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
非、 不计利害”， 现在对我们来讲， 这个
要求实在太高， 我们都做不到。
浙大玉泉校区东侧有一个小桥门， 门
前小桥旁边有一个人行道， 还有红绿灯，
但红绿灯亮起来的时候， 只能对大多数开
汽车的人起作用， 而那些骑电动车的人，
我在这里过往了四年， 就没有看到过一辆
遵守这个红灯的电动车。 这么简单的一件
事情都不能够去遵守， 要建立一个现代文
明的国家， 我看是不可能的。 我们看到的
所谓现代化， 依旧是汽车、 电动车、 飞机
等物质文明， 但是最基本的东西缺失很
多。 所以今天在校园里面要强调科学的精
神， 至少要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重创
造， 没有这些尊重， 很多事情都不堪回
首。 有了科学的精神， 然后才能有科学的
存在， 浙大的前辈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认真地去思考，
1946年浙大7个学院25个系2100名学生，
诞生了51位两院院士， 而我们今天有7个
学部37个院系4万多名学生， 我们怎么才
能够做得更好？ 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 我
们存在的问题在哪里？
竺可桢先生讲大学教育目标是培养公
忠坚毅， 能担当大任、 主持风会、 转移国
运的领导人才。 他的这个目标是很高的，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目标比这个要低得多。
竺可桢先生说——
—大学本来不是传授现成
知识的， 而重在开辟基本的路径， 提供获
取知识的方法， 并且培养学生批判和反省
的精神。 美国大学也是一样的， 要让学者
有主动求知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这才是大
学要做的教育， 这才是我们要培养的人
才。
可敬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那样
的环境下， 浙大做得非常好。 当时浙大在
自然杂志上的文章之多， 令我们汗颜。 我
在这里想强调的就是——
—我们的中国梦一
定是科学救国， 一定是民主救国， 而这种
科学民主下的路一定是求是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