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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贝尔纳是英国著名科学家、科学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本文通过查阅相关

文献档案，对贝尔纳与中国官方及学者的交往进行了初步梳理，试图描绘这位科

学圣人在中国科学文化中的形象。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于 1939年出版，

很快即被我国学者如竺可桢等了解并引用。贝尔纳于 1954年和 1959年两次访华

参加国庆庆典，并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与相关人员的交流中，他知无

不言地为我国科学发展提供帮助，是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但之后由于复杂的国

际政治原因，贝尔纳与中国的交往受到阻碍，他没有获得和李约瑟一样的待遇。

关键词  科学学 贝尔纳 竺可桢 中外科技交流史 世界和平理事会

科学圣人①贝尔纳（John D. Bernal，1901-1971）是著名 X射线晶体学家、

分子生物学家、科学学创始人。1934年，他首次获得蛋白质晶体结构的 X射线

照片，并最先研究出烟草花叶病病毒的结构。1937年，他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并开始担任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物理学、晶体学教授，直

至去世。

贝尔纳是科学应用于社会的实践者。1945年，他因在二战时期的贡献被授

予英国皇家学会皇家勋章。他同情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战后成为一位世界

和平主义者。1949年，他与弗里德里克·约里奥 -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

作者简介：潜伟，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冶金技术史、科学技术与
社会。李欣欣，北京科技大学高等工程师学院助理研究员，科学技术史硕士。
① 贝尔纳因对科学的高度敏感性和狂热的爱，且颇具有科学领袖的气质，而被尊为“科学圣人”（Sage 
of Science）。据说“圣人”的昵称大约最早是在 1920年剑桥布里奇街角的那家奥格登书店（Ogden's 
Bookshop）的一位年轻女士叫起，后便在同伴中广为流传。[Goldsmith 1980,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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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58）等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和平者大会”（World Congress of Partisans of 

Peace，后更名为“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 Peace Council），并担任执委会副主席。

1959-1965年，他担任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和世界和平理事会执委会主席。

1939年出版的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是举世公认的科学学奠基性著作。书的副标题“科学是什么？科学能干什么？”

概括了全书的主题。其重要意义很快被全世界所认同，被译为多种文字。1949

年出版的《必然之自由》（The Freedom of Necessity）则是他的计划科学观点的总

结。贝尔纳对科学史研究集中体现于两本著作：《19世纪的科学和工业》（Science 

and Indust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和《历史上的科学》（Science in History）。

贝尔纳的科学观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战略与政策①，但是关

于贝尔纳与中国的交往却鲜见研究。贝尔纳与中国的关系到底如何？为什么中国

人对同为英国友人的贝尔纳和李约瑟给予了不同的待遇？本文在文献档案资料的

基础上，结合贝尔纳传记有关记载，初步梳理这段历史，以期给后人启迪。

一  中国学者对贝尔纳的初识

竺可桢（1890-1974）是最早注意到贝尔纳的中国学者之一。早在 1938年

3月 22日，还在随浙大艰难西迁途经江西泰和的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了阅读贝

尔纳《十九世纪大不列颠的科学研究》，并对其中有关数据进行了摘录 [竺可桢

2005，页 492]。

贝尔纳在 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其中专门

有两段讨论中国的科学 [Bernal 1939, pp. 209-210]。

有史以来，在大多数时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

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

研究一下为什么后来的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是

饶有趣味的。

这其实就是“李约瑟问题”的一种表述方式，而且应该比李约瑟《中国科学

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一卷更早 [刘钝 1996]。李约瑟的

思想受到多少贝尔纳的影响，贝尔纳如何形成这样的观点，具体情形现在不得而

① 1982年受贝尔纳科学学思想影响成立的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已经成为中国科技发展战略
与政策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官方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贝尔纳科学观的影响。



知①。但是，贝尔纳不仅提出了问题，还从需求决定技术发展的角度加以分析，

试图给出解答，认为“中国文化不经过彻底改组实际上就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科

学”。与李约瑟不同，贝尔纳更关心的是当时中国科学发展的现实问题，他对战时

中国的状况有相当的了解，并且非常乐观地认为“经过适当改造的中国文化传统

可以为科学事业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他确实对中国有了一针见血的评价，

对中国科学的事情看的很准，从中国文化传统改造入手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②。

《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后不多久，国内一批学者就开始研读此书，竺可桢

和吴学周（1902-1983）可算是其中代表。

1941年 4月，竺可桢在重庆公干之时，于中央大学图书馆见到《科学的社

会功能》一书，连看了数日，并于 4月 14日作《中国之科学》读书笔记 [竺可

桢 2006a，页 228-229]。5月 9日，竺可桢在浙江大学的演讲《近代科学之精神》
③的开场白中，即引用贝尔纳书中关于中国科学的那段话 [竺可桢 2004a，页

539]。1945年 7月 1日，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毕业典礼上作《大学生之责任》演讲，

在开场白又引用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关于美、苏、英三国大学生比例的数据 

[竺可桢 2006b，页 443]。

1946年 12月，竺可桢赴英国伦敦访问，在街头书店购买到了原版的《科学

的社会功能》。1947年 1月 15日，在英国伦敦访问的竺可桢终于见到了贝尔纳

教授，并共进了午餐，谈话的中心话题是贝尔纳正关心的建筑工程问题，当然也

有如科研经费和薪金待遇等共同关心的话题。

一点至Charing Cross, Denmark St. 在大世界Universal Restaurant 中膳，约 Prof. J. 

D. Bernal，伦敦 Birkbeck Colledge 物理教授，及承绪④与通伯⑤、叔华⑥夫妇中

膳。Bernal为现政府Ministry of Work（建筑工程部）科学顾问，研究如何改

① 如果将其置身于 20世纪 30年代英国知识分子的“红色年代”，或许可帮助理解。贝尔纳与李约瑟
等一批左翼科学家和学者在剑桥组成“有形学院”（visible school）。“有形学院”是相对于 18世纪波
义耳等人的“无形学院”而言的，这些人中的代表还有遗传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生理学家
霍格本（L. Hogben）、数学家莱维（H. Levy）、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 Needham）和物理学家贝尔纳。
他们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在政治上则同情英
国共产党或工党左翼。贝尔纳和李约瑟是亲密的好朋友，贝尔纳甚至还帮助李约瑟成为中英科学合作
馆馆长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第一任主任。
②施一公和饶毅 2010年在 Science上呼吁要改造中国科研文化，再次引起世人对中国文化与科学研究
关 系的关注。
③ 该文以《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为题刊于 1941年 8月《思想时代》第 1期。其节选文以《科学家应
取的态度》为题，刊于《科学画报》8卷 4期。后又收入《科学概论新编》（正中书局，1948）及《现
代学术文化概论》（华夏图书公司，1948）二书。
④ 王承绪，英国伦敦教育学院硕士，浙江大学教育系教授。
⑤ 陈源，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竺可桢妻陈汲的长兄。
⑥ 凌叔华，陈源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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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房屋构造。据云，英国全部有房屋一千六百万幢，被炸毁二百万幢，现需

建筑四百万幢，有一百余万幢已在进行之中。对于 Froth Concrete（加气混凝

土）可以固热不散，故墙可以减薄。余询以夏天拒热之法，据云屋顶加铝可

行。渠对于苏联在沙漠以镜子收日光及以沙保水办法颇为赞扬。关于科学研

究，谓目前英国一年所费于 Physical Science研究四千万镑，生物科学四百万

镑，而教育、社会则仅三十万镑而已。全国研究经费为六千五百万镑，军事

占三分之二。又谓大学教授薪水比新进助教四倍，即一千五百镑与三百五十

镑之比。理、文教员兼政府之工作，不兼薪，极不平云。渠著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一书将再版。二点半散。[竺可桢 2006c，页 348-349]

第二天，贝尔纳还安排了竺可桢一行到位于伦敦西北 20英里的加斯顿

（Garston）的建筑研究所参观，继续头一天有关建筑的话题。

1949年 4月 1日，竺可桢作为校长在浙江大学二十二周年演讲中，再次引

用贝尔纳关于我国学者对科学上曾有很大贡献之说①。6月，竺可桢在上海避祸，

于图书馆再读此书，恐怕感触会更不一样吧②。

另一位较早认真阅读《科学的社会功能》的科学家是吴学周。1942年，受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委托，时任化学研究所所长的吴学周草拟了《我国战后科学研

究计划刍议》，其中大量计划科学的思想来源于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甚至

直接引用所载苏联科学研究之组织机构的图示、英国科研机构经费情况及一些重

要提法。后来的吴学周继续秉承了计划科学的传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二年科

学规划的重要参与者和执行者 [付邦红 2008]。

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的任鸿隽（1886-1961）也较早注意到贝尔纳。1948

年，他在为翻译英国文化丛书之一的《现代科学发明谈》所写的序中，盛赞布拉

格父子与贝尔纳参加广播节目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从而促成了此书的出版 [任鸿

隽 2002]。

1949年 9月，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筹备

会常务委员会上，当与会代表得知贝尔纳因出席左派活动而被英国科学工作者协

会开除会籍之事，愤然回应并致电慰问③；当得知由约里奥 -居里和贝尔纳领导的
① 原文为“可知西方学者如白纳耳（Bernal伦敦大学物理教授）、李约瑟等，佥认我国学者对科学上
曾有很大贡献。”[竺可桢 2004a，页 693]
② 根据竺可桢日记，可知他于 6月 24日、28日、30日上午到图书馆阅览《科学的社会功能》。[竺可
桢 2006d，页 466、469、470]
③ 据竺可桢日记 1949年 9月 11日，开自然科学工作者筹备会常务委会之出席新政协会者之会议。决
定派乐天宇为联络员，与新政协宦乡取得联络。致电 Bernal, 慰问其因出席左派学会而被开除 British 
Association 之会籍事。[竺可桢 2006d，页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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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有意到中国来举办会议时，也是积极响应①。

在波兰尼等科学自由派的攻击下，贝尔纳在关于科学的计划与自由这场论

战中的重要武器，另一本重要的著作《必然之自由》（The Freedom of Necessity）

于 1949年出版。1949年 11月，竺可桢在一次偶然机会获得最新出版的此书②，

竟然一个下午连续阅读了 50页之多，甚至连续一周都在阅读此书③。1950年 4月，

竺可桢费了很大精力写就的《中国科学的新方向》④借鉴了贝尔纳在《必然之自由》

中的观点：

将来的科学要用整个社会的观点来计划，是绝对必需的一件事。这种

计划在苏联已见其端倪。只有忠实地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把帝俄时代

本来浅薄的科学基础，变成了伟大的、互相联系的和勃勃有生气的眼前苏联

科学。在短短卅年当中，苏联已经从一个文盲遍地的国家，变成了随处统是

科学工作者的国家。问题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去培养几个少数有天才的科学

家，在科学的前哨做点冲锋陷阵的工作；而是建立起来一个普遍通行的习惯，

把一切关于工业、农业、卫生和国防所需要科学来解决的问题，从有计划的

实验，和以统计数字为依据的基础上来解决。[竺可桢 2004b，页 23-25]

显然，此时竺可桢刚刚上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正处于思想改造时期，对于

贝尔纳描绘的苏联式的计划科学充满憧憬。这篇对中国科学发展道路的思考文章

影响了未来若干年的中国科学规划和科学发展的走向。他把贝尔纳关于科学组织

的形式、科研经费不要只维持生活而要有力促进研究活动的发展来拨付，以及科

研活动的大规模联合协作等创见，吸收到自己从事的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工作中。

二  贝尔纳 1954年访华

1951年，我国派代表团访问欧洲，参加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

① 据竺可桢日记 1949年 9月 17日，五点至欧美同学会开自然科学工作者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吴玉
章主席，上海、杭州、武汉各地报告分会筹备会成立经过。自英新回国之黄新民报告，世界科联有意
于明年秋来中国开会，现会长为 Joliot-Curie，副会长 Bernal，秘书 Crowther。[竺可桢 2006d，页 527]
② 根据竺可桢日记所载，1949年 11月 20日朱光琨交阅近出 J.D.Bernal著 The Freedom of Necessity 
[竺可桢 2006d，页 572]。竺后于 1950年元旦专程驱车至外交部街协和北院 41号晤李宗恩，请交此
书给在协和医院的陆惟善，转给其弟陆颂善。[竺可桢 2007a，页 3]
③ 根据竺可桢日记所载，1949年 11月 21下午、26下午、27日晚上，竺可桢都在阅读 The Freedom 
of Necessity。[竺可桢 2006d，页 573、576、577]
④ 原载于《科学》32卷第 4期 97-99页科学通论栏目。竺可桢由于事先没有想好此文的结构，又受
到瓦维列夫和贝尔纳相关文章的影响，“故反而写来非常不顺手，余自来写文无如此之苦者。前天写
了一千五百字全作废，昨写一千五百字自认不甚无满意，到晚间又觉须加以大更正。前后既不接气，
而文无一个 Central Theme(中心思想 )。” [竺可桢 2007a，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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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当时在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任职的的李一氓①（1903-1990）是代表团成

员之一。贝尔纳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副主席，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在与中国代

表团的接触中，贝尔纳提出希望到中国访问并讲学。

随后李一氓 1953年次去伦敦时，贝尔纳再次提出这个希望。在 1953年 12

月 30日李一氓给中科院郭沫若（1892-1972）院长的信②中写道：

郭院长：

我此次去伦敦，往贝尔纳教授处，作礼节上的拜访。他提出他赴中国

讲学的事。我记得此事在一九五一年已提出并得到中国方面的同意。他说必

须有科学院或某一大学的正式邀请讲学，才能向 Birkbeck College请假——

意即 B. C.的教授位置并不辞去且可照常领薪。并称中国科学院拟请其讲何

题目，望预先告知，以便准备材料。

我临行时他嘱他的秘书 Anita Rimel女士送来一信，兹转上，供参考。

他后来从伦敦来电话，说明不带助手。

李一氓

1954年 2月 15日，中科院副院长张稼夫（1903-1991）③就此事向时任政务

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同志进行了书面请示，对贝尔纳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以及他

的政治立场进行了介绍④。

仲勋同志：

英国物理学家、国际著名和平人士贝尔纳教授，一九五一年曾通过我

国出席世界和大代表团提出，拟来我国访问讲学，据郭沫若院长及李一氓同

志谈，当时曾得我方同意。

去年十二月李一氓同志去伦敦时，曾访问贝尔纳教授，贝又向李表示

希于一九五四—五五年间来我国访问讲学，为期半年，并望我院正式去函邀

请，以便向其任教之伦敦大学请假。

贝尔纳专业固体物理，对结晶学有特殊贡献，在国际科学界声望甚高。

在二次大战前即参加进步活动，在三十年代著有《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

① 李一氓，当时代表中国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1962年后，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
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②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档案号 65-6-1954-Y-11）
③ 1952年 12月底，中共中央调张稼夫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组书记。1953年 1月 14日，中央人民政府
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在科学院工作的三年半的时间内，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在科学工作中的
政策，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④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档案号 65-6-1954-Y-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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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科学的功用。二次世界大战后，更积极参加和平

运动。现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一九五三年获斯大林和平奖金。

郭沫若院长同意邀请贝来讲学，我们也觉得贝来对我院固体物理研究

工作可能有所帮助，更可以扩大我国对英国科学界的影响。

如蒙批准，我们拟请其于今年八月来京，在我国工作期间可分为两段：

第一段协助指导我院固体物理研究工作，并在北京设置讲座，组织北京固体

物理学家听讲并举行讨论，为期约三个月；第二段赴各地参观旅行，并在宁、

沪、杭、穗等地作学术报告，为期约两月。前后共约五—六个月。

附上以郭沫若院长名义致贝尔纳函稿一件，是否可行，请批示。

张稼夫

在随后的 1954年 3月底，从张稼夫给当时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廖承志

（1908-1983）的信①中可以看到，中科院办公厅、文委联络局等对于贝尔纳来华

访问的请求没有给予热情的回应。因此，张稼夫副院长对于此种情况进行了言辞

谨慎的批评，并督促相关人员尽快处理。

在向周恩来总理和习仲勋同志请示得到同意后，又经过向科学院、文委联络

局等部门不懈的努力，郭沫若院长终于在五月份向贝尔纳签发了邀请函，邀请他

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间来中国作一次五至六个月的学术旅行，并希望能在

物质结构及其应用方面的工作作为中国讲学的重点。当时邀请函中的初步计划是

希望贝尔纳能首先协助指导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并设置关于固

体物理的讲座；随后组织参观旅行，并进行讲学访问②。

贝尔纳在 1954年 9月至 12月对中国成功地进行了访问③。贝尔纳访华在当

时来讲，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是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邀

请的唯一的西方科学家代表，所以所到之处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接待。他十分无

私地向中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也受到当时中国官方和科学界的欢迎。

9月 27日，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见之后，贝尔纳从莫斯科乘飞机抵达了

首都北京，中科院工作人员到首都机场接机。随后几天，贝尔纳参观了天安门、

故宫、天坛、颐和园等。9月 29日，他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举办的国宴晚宴，并

听取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10月 1日，贝尔纳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周

①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档案号 65-6-1954-Y-11）
②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档案号 65-6-1954-Y-11）
③ 本节关于贝尔纳在中国的行程，主要根据 Andrew Brown所著的贝尔纳传记 J. D. Bernal: The Sage of 
Science 一书有关部分整理。通过查阅中国科学院相关档案，补充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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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国庆庆典，作为国家重要的外宾受邀在观礼台观看了国庆阅兵。10月 2日

开始，他到各个科学院所拜访。在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做了一系列关于晶体

学的讲座，参访了北京大学并受邀在物理系和化学系进行演讲，参观了周口店

北京人遗址，还参加全国第一届金属工作会议并做了“X光在冶金学中的应用”

学术报告。10月 16日，贝尔纳在北京图书馆进行了 5个小时关于“科学的社会

功能”的演讲。10月 24日，刘少奇委员长接见贝尔纳，双方交流了科技和工业

发展、国际政治形势等问题。后来，中国科学院还专门安排了贝尔纳与相关人

员的座谈会。

11月 3日至 11日，贝尔纳赴东北访问，经过天津做了短暂停留，后来到沈阳、

鞍山和长春参观了一些研究所和工厂。11月 12日至 22日，贝尔纳赴南京、上海、

杭州等地，经常在白天参观访问，晚上做专业报告。11月 23日至 30日，贝尔

纳在武汉、广州参观访问，与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人员座谈。12月 1日至 5日，

贝尔纳在九龙、香港停留。

12月 6日，贝尔纳离开香港，赴印度参观访问。直到 1955年 1月 1日，贝

尔纳结束了在苏联、中国、印度为期三个多月的参观和讲学活动，返回了英国。

在中国两个多月的密集旅行中，贝尔纳一方面感受到了新中国建设的新气象，

也与中国政府、科学界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他欣赏京剧及其他地方戏，也陶醉于

中华美食之中。他关注科学家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建设中起到的作用，也注意观察

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他在北京西山游玩路过一个小村庄时，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

这是他到中国以来第一次听到孩子哭——是一位小女孩，摔倒了，划到了脸。这

件小事让他思考了新中国最显著的变化——人们的内在人性与道德上的变化。这

次行程安排如此密集，以致在离开中国大陆告别时，当中科院陪同人员问及此行

的感受时，贝尔纳用一贯的幽默及坦率回答：“我在中国此次的访问让我收获了

非常多的宝贵知识，只是对中科院提出一点批评，下次请不要连续三个月给客人

安排如此忙碌的行程，如果不是我，换个人估计还吃不消啊。”[Brown 2005, pp. 

392-399]

显然，此次访华给贝尔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到之处都充满了生机，一个

崭新共和国正在自己的道路上快速前进，他也丝毫没有吝啬他的溢美之词。贝尔

纳在中国科学院举办的欢迎会上说 :“三十年来，我一直关怀着中国人民的斗争，

并为中国人民的获得解放而感到兴奋。我一直认为科学应为人类福利服务，在中

国，我看到了这样做的可能和现实。⋯⋯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就能够阻止把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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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作为毁灭人类的工具。”①在离开北京之前，贝尔纳通过广播发表了讲话：“我

从来都不敢想，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中国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如此成就；中国的科

学历史比欧洲更古老，但是可以说中国的新科学，几乎全部从 1949年才开始；这

是伟大的成就，相比任何其他地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与苏联和当代其他人

民民主国家相提并论，中国的科研工作取得的成就实在是比较惊人。⋯⋯中国政

府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具体行业机构模式，并且试图在仅仅五年内，让一切都走

上正轨。”在印度马德拉斯接受《印度快报》采访时，贝尔纳被要求比较一下印

度与中国的科学进步，他回答说“印度的科学进步，尽管很好，但是速度还不足

以与中国相提并论”。[Brown 2005, pp. 392-399]

此行中，贝尔纳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热爱也不时流露出来，他只是遗憾他

的朋友李约瑟没有和他一起来体验。在紫禁城内，他第一次见识到伟大的中式机

械“弩锁”，它是所有军用锁定装置的祖宗，并且是诸如普通打字机之类的常见

物品的前身。在参观北京天坛时，贝尔纳思索着中国人对占星术的膜拜：“全神贯

注于仔细观察历法的人们，比如他们，应该曾努力去探索天文学的基本原理，并

且只有当这些星象被完全遗忘，天文学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在杭州的一个博

物馆，他会惊讶于摩擦盛满水的青铜碗能喷出大约超出两英尺高的水流。[Brown 

2005, pp. 392-399]

在参观过程中，贝尔纳经常感受到古老东方文明在建筑园林方面的宏伟与瑰

丽。在参观紫禁城时，贝尔纳漫步路过第一个庭院的五座大理石桥，依次来到越

来越庄严的庭院，惊叹不已，他为建筑的重复性和对称性而触动；楼阁和大厅都

是用木材建造的，这让圣人非常惊讶；朱漆、龙飞凤舞的装饰，以及连绵的金瓦

屋顶，在北京沉闷灰色的建筑楼顶衬托下显得金碧辉煌。当然，贝尔纳对中国历

史建筑的保护与规划是有着保留意见的。在颐和园，他认为那里的修缮品位低得

让人寒心，修复工程竟然是由官员，而不是艺术家和考古学家组织进行的 [Brown 

2005, pp. 392-399]。在与建筑学家梁思成的一次讨论中，贝尔纳认为北京的城墙

与城门一定是这个古老世界中最美妙和最激动人心的景观，他非常担忧正在进行

的将它们夷为平地的规划；梁思成则向他保证在古老的城市边界内将不再有再建

设 [Wright 2010, pp. 41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古城墙和城门在几年后很快

就被拆除，而梁思成也因为反对这项计划而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长达多年。

① 《人民日报》1954年 10月 7日报道《中国科学院举行茶会欢迎英国贝尔纳教授》，记录了中科院领
导对贝尔纳到来的盛赞和贝尔纳的答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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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 10月 24日下午，刚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的刘少奇接见了贝尔纳，两人进行了 2小时 20分钟的深入谈话①。

在会谈中，刘少奇与贝尔纳就很多实际情况进行了沟通，贝尔纳特别坦率地就他

知道的和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首先，贝尔纳对中国大批培养地

质人员提出了赞扬，并且对中国任命李四光②为刚刚成立的地质部部长表示欣赏。

在地质工作方面，贝尔纳十分直接地推荐应用最新的地质勘查方法，即航空勘查

的方法，并详细地介绍了航空勘查的一些应用情况以及适合的领域，且耐心地告

知最好的仪器名称。接着，贝尔纳对中国爆破采矿的应用提出了问题，并且对中

国确定矿物的方法提出了批评，指出当时中国只用化学方法这一种形式确定矿物

是有缺陷的；他推荐使用 X光分析方法，用化学、物理方法相结合的形式对矿物

进行分析；当谈到关于如何培训使用 X光分析方法的人员的问题时，他认为如果

有三四个余瑞璜③教授这样的人才来训练就够了。贝尔纳提到了重工业中对基础

科学应用的情况，提出高炉上仪表和控制仪器是落后的，并且介绍了如何可以增

加温度控制器，用很低的成本，增加一倍的产量。贝尔纳十分直率地对中国的公

路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国就当时的情况，道路应该搞得更好；中国的道路使用率

和负载率相当大，但是没有部门进行保养，因此也降低了运输的效率；同时，他

十分准确、简洁并实用地回答了关于如何将土路硬化的问题。贝尔纳向刘少奇提

出了关于英国国内对扩大中英贸易的愿望和需求，提到世界和平运动的重要意义。

会谈中，刘少奇指示“航空勘查，新式技术方法，科学研究等，有关机构再组织

一次座谈会。地质、重工业、交通、科学各方面都正式与贝尔纳教授谈，他所建

议的方法有条件就进行试验，请贝尔纳教授指导。训练人员的事也可以办。” 

1954年 10月 29日下午，中国科学院邀请贝尔纳座谈有关地质、交通及工

业建设等问题④。这次谈话比上次更具体更深入，比如谈到 X光技术训练人才，

① 详见《刘少奇委员长接见贝尔纳教授谈话记录》（中科院档案号 65-6-1954-Y-11-05），参加谈话的有
张稼夫、雷任民、吕东、曹日昌。由李肇基任翻译，曹日昌作笔录。
② 李四光（1889-1971）早年留学英国，当时是主管地学工作的中科院副院长，新任地质部部长，还
与贝尔纳同时担任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是贝尔纳在中国的一位好朋友。
③ 余瑞璜（1906-1999）早年留学英国曼切斯特大学，是小布拉格的学生，从事 X光晶体学研究，早
年曾在 Nature上发表过相关文章，是中国少有的具有世界声誉的物理学家，当时是东北人民大学物理
系教授。几天后余被请来参加几个部委座谈会并担任翻译。
④ 详见《贝尔纳教授座谈有关地质、交通、重工业问题的座谈记录》（中国科学院档案号 65-6-1954-
Y-11-05）。座谈会由科学院张稼夫副院长主持，参加座谈会者有地质部何长工副部长，程裕祺副司长（地
质矿产司）、赵心齐主任（探矿工程司钻探室）；交通部有李运昌副部长、张治远副局长（海运总局）、
郑建科长（公路总局计划科）；重工业部有霍士章司长（生产技术司）、王之玺副司长（生产技术司）；
科学院有秦力生副秘书长、曹日昌副主任（办公厅）、施汝为代所长（应用物理研究所）。由余瑞璜教
授（东北人民大学）任翻译，黄墨谷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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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见是“训练少数的高级技术人员，同时举办大量的短期训练。把高级技术

人员分配到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工作；短期训练的技术人员分配到生产部门工作。

目前为了急需技术人员，可以办短期训练班，大量训练技术人员。以后应该在高

等学校建立正规的学习。”当张稼夫副院长问及对叶渚沛①的研究方法的看法时，

贝尔纳说：“我认识叶渚沛同志已多年了，他为人很聪明，提出的一些建议也都不

错，但一个科学成果需要经过三个步骤：科学研究、中间工厂、生产部门应用。

叶渚沛有很大的想象力，这种人选是有需要，但科学研究工作必须经过中间工厂

试验，不能单凭空想。”最后，贝尔纳表示：“这次到中国来的经过和在中国看到

的情况，回英国后我准备整理并出版一书②。至于向中国提出的建议，回英国后，

再行参考更多的资料，提出更详细、更具体的书面意见，寄给中国科学院。”

1954年 11月 2日，中国科学院邀请英国贝尔纳教授举行座谈会，交换有关

科学工作问题的意见③。首先，贝尔纳详细讲解了英国的科学团体、英国科学发

展的方向、学术自由对苏联科学的态度、科学家对和平工作等几个方面的情况。

他对中英科学家合作充满期待：

中英科学家可以在各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合作；在各个专门学会之间，在

英国科学工作者学会与科联之间，在皇家学会与中国科学院之间，可以交换

科学情报与资料。可以设法组织交换中心，或者以世界科协为中心，通过它

把英国的书籍仪器运到中国。中国科联以及世界科协的北京办事处也可以做

工作，有关资料甚至可以不用翻译就寄去。中英两国科学家之间的来往就是

很好的联系，希望中国的科学家能到英国的大学讲学。中国、英国都可以通

过世界科协，提出可以出国与希望邀请的科学家的名单。

贝尔纳对科学院唯一的批评是“基本研究工作做得不够，实际工作做得较多”，

并且强烈呼吁做有计划的科学。

在北京我参观了三个研究机构：应用物理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和古脊椎

动物研究室。对着三个机构一般的批评是：规模都太小。个别的批评是：应用

① 叶渚沛（1902-1971），冶金学家，1945年任 1945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组副组长，1948年任
联合国经济事务部经济事务官，与李约瑟、贝尔纳等相识。1950年回国后先任重工业部顾问，1953
年被推荐给张稼夫担任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他呼吁“三高”高炉和氧气顶吹转炉，与当时主流学苏
联平炉炼钢思想相抵触。
② 从现有资料来看，贝尔纳后来并没有出版这本关于中国的书籍，仅有若干篇报纸上发表的介绍文章
和一篇 1956年发表在《高等教育季刊》（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的一篇关于中国科学技术的短文 
[Bernal 1956]。
③ 详见《科学院与贝尔纳教授交换科学工作意见的座谈记录》（中科院档案号 65-6-1954-Y-11-05），会
议由张稼夫副院长主持，参加者有钱三强、陈康日、秦力生、曹日昌。由曹日昌作翻译，黄墨谷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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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所和地质所所做的研究工作，虽然与工业有关，但都是做些小问题的研

究，不是研究关键性的问题，尤其是应用物理所好像是一个剩余物质的研究

所，其他研究单位所不要的都堆到应用物理所去；它给我的印象是没有统一

的研究计划，每个小组进行一些小工作，看不出整体性。

地质所与产业部门的关系搞得很坏，我问了几个问题他们都回答：这些工

作是应该由地质部来做的。我没有到过地质部，不知道实际情况，是否地质部

还有一个大规模的研究机构，不然，为什么地质所、地质学院对我提出的问题

都说那些是应该由地质部来做的。但是根据我的意见，我认为那些研究工作都

是应该由地质研究所做的。例如，我提出断层与探矿互相关系的研究工作，他

们说这样的工作是地质部做的，而我认为这样的研究工作是应该地质研究所进

行的。好像地质所研究的是理想地球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实际问题。

古脊椎动物室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但研究机构是不可想象的小，只

有五个研究人员。我觉得你们在分配人员方面是太不平衡了。古生物研究的

工作，从地质工作的分量来说应占五分之一，现在地质工作者有几千人，却

只有五个人做古脊椎动物的工作。几年来在地质勘探的过程中发现无数化石，

可是这些宝贵的发现却无人研究，恐怕大部分丢到山沟里去了。研究化石不

只是科学问题，也是实际问题，很多地质问题需要根据化石来研究的。你们

现在的地质勘探工作，还不是根据科学方法来进行，勘探也应根据地层变化

规律，进行预测。如对化石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够，就不能了解地层了。

当时计划局局长钱三强（1913-1992）解释了中科院目前虽然有计划，但是一

方面各研究所很难有能够全面制订科学计划的人才，另一方面科学工作者仍然对

个人的兴趣相当固执①。贝尔纳认为人才完全摆在大学是很不适当的，建议要打破

大学和研究所之间的界限。针对三种不同类型的研究机构，他认为：“一般的研究所，

各所应集中起来，这样可以协调得更好。集合许多工业部门，组织综合性的研究

机构，例如砂研究所，便是与许多种工业部门都有联系的。考虑已有的研究所的

发展方向及需要增加的研究所，应该组织科学顾问委员会来讨论科学的发展方向；

这种顾问委员会不管日常工作，委员不必专任，只要有专任的秘书就可以了。”

贝尔纳十分直率并且客观地表达了他对中国科学研究部门、地质、重工业以

① 钱三强是约里奥 -居里夫妇的学生，在欧洲与贝尔纳有过接触。此时他在中科院主管计划局。1953
年，中科院开始制定计划，主要是按照下列的情况来制定的：根据国家对该学科的需要；根据各学科人
员的主观力量；根据各门科学的发展方向，如何能把基础薄弱的科门逐步充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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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道路等方面需要进行改进的具体意见，态度十分中肯，对当时我国十分落后的

科学进行了及时的指导和帮助，表现了他对新中国建设的极大支持以及对中国人

民的友好情节。有意思的是，在他对中国科学无计划批评仅仅两年后，中国终于

在 1956年出台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与贝尔纳计划

科学思想不谋而合了。

三  贝尔纳 1959年访华

1959年秋季，作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和世界和平理事会执委会主

席的贝尔纳，应中国科协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典活动。10

月 1日晚上，当贝尔纳正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表演时，他见到了在和毛泽东主席

告别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同志①。贝尔纳也看到了周恩来，周答应他以后面谈。

最后，他和毛泽东交谈，毛泽东和他聊了他的新书《历史上的科学》，那时这本

书刚刚被翻译成中文②。

贝尔纳的儿子，马丁·贝尔纳（Martin G. Bernal，1937-）③，此时刚 20出头，

正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那天晚上他们终于相聚了。马丁带他的父亲参加了一个

聚会，贝尔纳很快就放弃了，因为他不想到年轻一代中凑热闹并且见识摇滚乐的

魅力。

10月 2日早上 6点，贝尔纳起床去见胡志明，胡志明的外交使命是为越南

的共产主义斗争争取支持。那天上午晚些时候，他如约与赫鲁晓夫见面会谈。贝

尔纳发现这两位领导人对东南亚的局势问题意见相左，并且赫鲁晓夫正打算冷战。

赫鲁晓夫建议贝尔纳，一直接受苏联资助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必须与中国直接打交

道，不能指望苏联作为中间人。不知道赫鲁晓夫是否因为对充满恶意的氛围感到

沮丧，贝尔纳发现他非常茫然，以前一直机智雄辩的他在与贝尔纳的谈话中非常

① 赫鲁晓夫名义上是贵宾，但是因为他近来对中国大跃进的批评并且拒绝向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原形
而遭受到东道主的怠慢。
② 如何评价《历史上的科学》在科学史上的地位，是件颇令人头疼的事情。这样一部煌煌巨作，出自
没有多少历史学训练的人之手，自有他高人一筹的眼光和驾驭能力。虽然贝尔纳具有了与一般科学史
家不一样的东方视角，但是毕竟缺少更多扎实的史料，让其重要价值打了些折扣。由于他疯狂地对计
划科学的崇拜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这部书中许多观点确实值得商榷。而几乎与他同时出版的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显然更受学界的重视，当然有其更明显的东方立场在其中，也有丰富的
史料和实物证据作为支撑。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庆幸，有这两位著名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着中国的科
学技术史。问题是，为什么是并非历史学科班出生的科学家来写中国的历史呢？
③ 马丁·贝尔纳是美国康乃尔大学政府与近东研究的教授。他于 20世纪 5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读
书，是一位现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专家；他同时还是近东研究的学者，他的著作《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重新思考了古希腊文化的起源，在西方学界被视为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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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小心且深思熟虑。赫鲁晓夫指出，中国是“游戏中的新手”，并且相当值得信赖，

但是一定不要希望它在这个阶段的发展中会采取外交手段。他向贝尔纳说到“当

我们 10岁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吃过中午饭后，贝尔纳还参观了一

个农业展览，其中赞扬现代耕种技术和人民公社，但没有提到糟糕的收成。

接下来的一周，日程安排对贝尔纳来说太熟悉了，参观学校、研究所、拖拉

机工厂①和一个大型建设项目②。参观的主要文化景点是古城西安，他参观了建

于唐代的雄伟佛塔。贝尔纳在恶劣的天气中飞回了北京，之后觉得身体不舒服，

并且心情有点糟。他的精神因周恩来那里传来的一条非正式的消息变得更加沮丧，

消息称周恩来说没有与他见面的必要了。[Brown 2005, pp. 403-404]

10月 13日，贝尔纳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关于“生命起源”的演讲，竺可桢

也应邀前去听讲，在他的日记中有记载③。 

在离开中国之前，贝尔纳被带去离北京约 15英里的一个人民公社参观。这

个成立于 1958年的公社比很多大跃进时期的许多公社要小，总共有 26000人生

活在那里，从事农业生产并且经营着 26家小型工厂。贝尔纳认为这个公社的新

建筑不够多，而且工厂都是初具规模，但是引入了电力生产，所以他相信，生产

力和农民的生活水平都会得到提高。

由于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贝尔纳这次访华显然没有受到 1954年那

次访华时的礼遇，尽管表面上还受到高规格的接待。相关报道也仅是轻描淡写一

番，如《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参观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报道也非常简短，

不到 120字。

听说了很多农村地区发生饥荒的事情，亲眼见到了大跃进带来的经济困境，

贝尔纳的儿子马丁此时对毛泽东和大跃进大失所望。他认为乐观的官方统计都是

骗人的，他向父亲提出了这些疑点，贝尔纳也认为政府的数字既没有根据，又

不准确。回到伦敦后，马丁的母亲，玛格丽特·加迪纳（Margaret Gardiner, 1904-

2005）④问贝尔纳，如果马丁在中国被捕，他会怎么做。他回答说，他会直接去

找毛泽东要求放人。[Brown 2005, pp. 403-404]

由于对中国的热爱，贝尔纳同意他亲爱的儿子到中国求学，但是残酷的现实

让他无比痛心。当一位一生追求科学真理并相信科学能够造福于人类的科学家看

① 应是河南洛阳的第一拖拉机厂。
② 应是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
③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樊洪业老师提供此段日记内容。
④ 玛格丽特·加迪纳是英国著名艺术家、左翼政治活动家。她是贝尔纳的情妇之一，很长时间以“贝
尔纳夫人”自居，但是她们从未正式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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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缺乏科学依据的浮夸带来的灾难时，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悲愤心情。

四  贝尔纳 1960年代与中国的交往

尽管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贝尔纳与中国官方的关系受到冷遇，但是与学者、

科学家仍然保持联系。在 1961年，应英国皇家学会贝尔纳的邀请，中科院副院

长竺可桢携夫人陈汲一行 4人赴英国访问。鉴于竺可桢的身份以及海外关系，访

问之前经过了严密的组织审查。1961年 [国公文 ] 第 989号文中记载道①：

组织部：

外交部：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应英国皇家学会的邀请，将率领中国科学

代表团于十月中旬去英国，团员还有三人，二名共产党员，一名群众，竺可

桢的爱人陈汲也同行。陈汲的哥哥陈源曾任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馆的外交官

员，现在全家仍在英国，我们对陈源的情况不了解。竺可桢夫妇去英国后，

势必要同他见面，竺可桢已向科学院组织提出可不可以同陈源见面的问题，

此事如何安排请组织部、外交部考虑决定。

另，竺可桢的儿子竺衡是个右派分子，今年一月在劳教中病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竺可桢访英后，应贝尔纳请求带回书信两封。这两封信经过重重审核，最终

得到的处理结果是不予回复。可以在中科院内部文件中查到如下内容②：

事由：贝尔纳转达的两件事

拟办：竺副院长访英归来带回贝尔纳教授转达的两件事

⑴ 英国贝尔柯蒙出版社郝尔姆斯汤姆要求访华事，从该人给贝尔纳的

信中谈到：“多年前曾在中国工作，会讲中文”等情况。介之前英美“来华工

作”人员，多数为帝国主义派来进行文化侵略的分子。由于对该人情况不详，

根据目前紧缩的精神，拟不予置理。对贝尔纳也不复信。

⑵澳大利亚佛里门要求了解中国进行“β射线氨基丙酸镍合成的 X光

射线结晶结构的分析”的研究机构和文章的作者，以便建立今后联系。我们

所发表的文章未提单位及作者。

①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档案号 65-6-1961-Y-11）。
②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档案号 65-6-1961-Y-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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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的一些批示如下：

说明有保密问题，不能对外，故更不应与之联系。拟不予置理，对贝

尔纳也不复信。如竺老认为需要复信时，是否只告对方已转有关单位处理。

当否，请批示。（1961.11.13）

这两封信是竺老从英国带回的，经向刘力同志了解，竺老是要我们对

这两封信提出处理意见。拟同意以竺老名义复信贝尔纳，说明已转有关单位

处理。不置理是否好？请保密处批示。（1961.11.14）

因此，竺可桢根据组织的要求向贝尔纳进行了复信①，内容翻译如下：

亲爱的贝尔纳教授：

在伦敦时蒙您邀请酒会得和很多老朋友见面，并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给

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你交给我的信件我已转交有关单位处理，特此告知。

竺可桢  1961.12.8

从那之后，鲜见中科院与贝尔纳之间的正式交流活动，而此时的贝尔纳还担任

世界和平理事执委会主席，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还保持着一些联系②。

1962年，在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最终迫于核战危险放弃了对

古巴的导弹部署。中国对他们所看到的赫鲁晓夫继古巴“投降”之后的“冒险主

义”嗤之以鼻。对中国来说，表达对苏联的轻蔑，一个不为人觉察的方式就是攻

击世界和平理事会。1963年 5月，贝尔纳收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发

来的一封电报，批评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逃避行为，威胁不再继续提供资金支持，

因为它现在不能抵抗美帝国主义，它的所作作为，已经渐渐变得有害于捍卫世界

和平。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认识到了达成结束核试验协议的好处，双方希望达成核

试验禁止条约，防止全球核武扩散（尤其是中国）。美国、英国和苏联于 1963年

7月 25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法国拒绝参加。

赫鲁晓夫认为没有理由把中国包括在内，因为中国正处于拥有核武器的边缘，并

且拒绝允许国际检验，也就意味着，地下试验依然是允许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都松了一口气，而中国却抨击它是“肮脏的条约”。时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

委员会副主席的廖承志称之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联手对抗社会主义国家，对抗

中国以及全世界和平力量的一个大阴谋”。

①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档案号 65-6-1961-Y-11）
② 冷战时期贝尔纳与中国的交往详见 Brown所著贝尔纳传记第 20章相关部分。[Brown 2005, pp. 42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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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受到无数和平支持者的欢迎，它停止了环境毒害，

并且是迈向废除所有核武器以及实现普遍裁军的重要一步。当美国迅速再次开始

地下试验时，贝尔纳非常愤怒，他认为这如果不违反条约的字面意思，便是对条

约精神的直接打击。他说“美国政府在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后的几个

小时内便重新开始地下核试验是对人性的污蔑”。美国的行为势必进一步激怒中

国，贝尔纳开始担心他们对这份条约的公开敌意或许会导致世界和平理事会解散。

他写信给赫鲁晓夫请他就如何对待中国提出一些建议，特别强调他希望追随约里

奥·居里的原则，促进全世界的和平。赫鲁晓夫回信说，因为世界和平理事会不

应配合任何政府或者政党的政策，所以贝尔纳必须“知道中国的领导人在战争与

和平的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是多么危险。他们声明反对那些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

平共处，反对禁止热核试验，反对裁军，反对其他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重要

问题，实际上破坏了世界和平运动的根基，破坏了队伍的团结。世界公众舆论不

会理解它，如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世界和平理事会不能对北京的立场表明自己

的态度，那就与和平运动的基本原则相矛盾。在我看来，不必按照他们的风格与

形式，而是有必要向所有和平力量，包括中国公众在内，深刻而认真地解释，这

种立场对和平造成的极大危害。”

贝尔纳因病没有参加于 9月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委会的会议，但是他给

同事们发了电报。他提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似乎“从本身来看可能不是很

有意义，但是会对未来产生重要影响，它是一个转折点，从这里，我们永远不会

再倒退⋯⋯从逻辑上说，我们不能根据条约能不能遵循而支持或者反对它”。有

些人认为美国通过该条约巩固其已在军备竞赛中拥有的领先地位，并且或许通过

地下试验来扩大这种领先地位。为了试图宽慰这些人，贝尔纳说他已经“仔细地

深入研究了条约的技术和军事涵义，可以认定没有任何依据能够认为它赋予了美

国单边军事优势”。说到中国，他警告说“不会有完全有效的裁军政策，除非中

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并加入谈判”。他鼓励世界和平理事会给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尽

可能施加压力，以便中国能在联合国拥有合法席位，参与裁军会谈。在他看来，“这

个拥有世界 1/4人口的大国的参与，对解决世界问题来说是必需的”。

在随后 11月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议上，廖承志愤怒地抨击说：“让受压迫

的国家和人民解除武装⋯⋯就是一个诡计，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是想让世界和平

运动放弃与帝国主义的对抗”。廖在发言的时候，受到了苏联人的嘲笑，贝尔纳

斥责了这些苏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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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夏天，在反对原子弹与氢弹的世界大会上，中国对“是核武器而不

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会导致核战争的思想表示轻蔑。在 1964年 10月，中

国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遭到了苏联人占大多数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严厉的谴责，

中国增加了大气放射性污染以及核扩散危险。[Brown 2005,  pp. 428-430]

在这场全世界面临的核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贝尔纳作为一个科学家表现出

来的良知和无奈，他眼睁睁看见自己崇拜信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斗争。尽

管他也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努力过，也试图充当中国和苏

联之间的协调者，但终究没有抵挡住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的蹂躏。

1967年 12月，贝尔纳显然是为了表明他自己的看法，写了一篇文章比较了

毛泽东主席和苏联政府。在他看来，毛泽东的目标，无非是人类彻底的道德、经

济和政治转变。毛泽东主义者致力于完成文化大革命，这要求每个公民都具有积

极的忠诚心。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审讯旨在找出并且谴责那些依然坚持旧文化

习俗和思想的人，如果有机会，改变对毛泽东语录的解释，继续进行新一轮的公

开抨击。贝尔纳认为，令人吃惊的是，这根本没有一点章法可循，也并不是完全

无政府状态。他怀疑有一个秘密的小组在组织各种活动。他认为，很难衡量这次

革命的经济效果，因为好几年都没有公布统计数据，总而言之，变好还是变坏都

不是非常明显。[Brown 2005, p. 469]

贝尔纳于 1971年 9月 15日不幸与世长辞了。世界上失去了一个为和平而奋

斗的科学圣人。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在 1971年中科院的档案目录中，

可以看到“致中科院郭沫若关于贝尔纳教授去世的电报”①以及“中科院领导对

关于贝尔纳教授去世之事不予理睬的批示”②。这两份文件暂时无法看到具体内

容，但从题目上我们也已经可以了解到，圣人的离去，在正处于波涛汹涌的文化

大革命中的中国，没有激起一点涟漪。

五  结语

虽然贝尔纳 1939年发表《科学的社会功能》之后，我国学者竺可桢、吴学

周就加以学习并引入中国，任鸿隽也谈到了关于贝尔纳的一些情况，但是贝尔纳

学说的影响几乎谈不上，研究和传播更无从说起。

①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档案号 G65-1971-023-0020-0024）
② 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档案号 G65-1971-023-002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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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纳被两次邀请到中国来，作为贵宾参加 1954年和 1959年的国庆庆典，

还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接见。但是客观地说，以当时我国的政治环境，贝尔纳能

够来访中国确实已经是一件十分罕见的事情。查阅中科院档案发现，新中国成立

最初十年之内，我国邀请来访的专家学者主要来自于苏联、波兰、匈牙利等社会

主义国家，只有极少数英国专家成功通过批准，贝尔纳就是其中一个。尽管贝尔

纳 1954年访问中国获得了很大的收获，他对中国的科学机构、地质、交通以及

重工业等等方面的发展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但是中国还是非常谨慎地

对待贝尔纳这个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科学家的。

1959年，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中译本出版，并且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

关注，可以说是贝尔纳与中国交往的最高潮。然而之后复杂的国际关系形势和

系列政治运动让贝尔纳与中国科学界的交往进入了寒冷的冬天，所有可能开始

的一切也进入了长长的休止期。自 1959年贝尔纳最后一次访华后，他甚至被视

为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的代表。夹身于东西方冷战中的他，斡旋于中苏两国

之间的他，为了世界和平讨价还价，让这位科学圣人精疲力竭，终于在 1971年

撒手人寰。

贝尔纳怀着对中国的友好情结①，最终并未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他的好友

李约瑟，有着十分相近的背景，同样是著名的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同样

对中国充满热爱，中国官方对两者的待遇可谓相差甚远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向世界宣扬的是中国古代文明辉煌的历史，

他在华期间的学术活动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而贝尔纳在访华期间，针对

当时中国落后的科技以及研究机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且提出了自

己中肯的建议，十分直率地指出中国建设中的各种缺陷与不足，虽忠言逆耳，但

难免让人心生芥蒂。只埋首过去，不顾眼前与将来，或许是非常时期的最安全选择。

其次，李森科事件多少对贝尔纳的形象有负面影响。尽管他个人对李森科并无好

感，但出于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他仍是西方科学家中极少数支持李森科学说的人，

也因此受到西方科学界的广泛批评。其实苏联官方早在 1953年就不再使用李森

科的春化种子了，但是他在 1954年访华时居然也没有在中国同行面前点破，以

① 1965年 8月，在第十一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贝尔纳和马凯联名发表题为《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
的演讲，成为经典之作。在文章开头即引用了《道德经》中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已经与中国官方关系恶化的贝尔纳仍然对中国文化充满了热爱。
② 李约瑟 1950年至 1964年担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一生八次访华，特别是处于冷战时期的 1958年、
1964年、1972年都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情接待，1983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94年被聘为中国
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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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于竺可桢在 1956年还惊呼要重视国外科技情报的收集①。难道贝尔纳把大家

都欺骗了吗？第三，恐怕也是最重要的，贝尔纳与苏联的密切关系，让贝尔纳在

中国的待遇与中苏关系有很大的牵连性：当中苏关系密切时，贝尔纳受到来自中

国政府与苏联同等的待遇；但是当中苏关系恶化后，贝尔纳也因为相关的政治原

因导致其在中国的活动受到了阻碍；相反，李约瑟并没有与苏联这种密切的关系，

不像贝尔纳有着苏联背景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头衔，因此他终于风头盖过贝

尔纳而成为冷战时期中国推崇的极少数西方学者了。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贝尔纳的一生充满传奇和惊险，他与中国的交往仅仅是其中一段小插曲。怀

着对社会主义的真诚信仰，以及对古老东方文明的向往，他来了。在轰轰烈烈的

革命号角中，在风云突变的东西对抗中，他又去了。

参考文献

Bernal, J. 1939.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Bernal, J. 1949. The Freedom of Necessi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Bernal, J. 1953. Science and Indust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Bernal, J. 1954. Science in History. London: Watts, Cameron Association. 
Bernal, J. 195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11(1): 64-75.
Bernal, J., Mackay，A. 1965. Towards a science of science. Warsaw: Congres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贝尔纳 1950.《科学与社会主义》. 张子美译 .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
贝尔纳 1959.《历史上的科学》. 伍况甫等译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贝尔纳 1982.《科学的社会功能》. 陈体芳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Brown, A. 2005. J. D. Bernal: The Sage of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付邦红 2008. 吴学周“计划科学”思想管窥 .《科学学研究》. (6).
Goldsmith, M. 1980. Sage: A Life of J. D. Bernal. London: Hutchinson.
刘钝 2006. 李约瑟的政治信仰与“有形学院”. 《大众科技报》. 06-08-A3.
陆学善 1954. J. D. 贝尔纳教授 .《科学通报》. (11): 68-71.
Mackay, A., Goldsmith, M. 1964. The Science of Science. London: Souvenir Press.
任鸿隽 2002.《科学救国之梦》. 上海 :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司佾 1986. 科学学与贝尔纳 . 《科学学研究》. 4(2): 22-27.
Swann, B., Aprahamian，F. 1999. J. D. Bernal: A Life in Science and Politics. London: Verso.
Wright, P. 2010. Passport to Peking: A Very British Mission to Mao's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张碧晖等 2009.《科学学在中国》. 北京 : 知识产权出版社 .
① 竺可桢在 1956年《学习外语与爱惜时间》提到：“近年来生物学界学习李森科的阶段发育学说，统
把苏联的一种技术方法，一个学派的学说，信为是金科玉律，到最近听到齐律院士演讲，才知道苏联
集体农庄在 1953年以来已经不用李森科的春化种子。”[竺可桢 2004b，页 295-296]

潜伟   李欣欣   贝尔纳与中国  35



竺可桢 2004a.《竺可桢全集》(2). 上海 :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
竺可桢 2004b.《竺可桢全集》(3). 上海 :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
竺可桢 2005.《竺可桢全集》(6). 上海 :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
竺可桢 2006a.《竺可桢全集》(8). 上海 :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
竺可桢 2006b.《竺可桢全集》(9). 上海 :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
竺可桢 2006c.《竺可桢全集》(10). 上海 :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
竺可桢 2006d.《竺可桢全集》(11). 上海 :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
竺可桢 2007a.《竺可桢全集》(12). 上海 :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
竺可桢 2007b.《竺可桢全集》(13). 上海 :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

J. D. Bernal and China

QIAN Wei, LI Xinxin

Abstract: J. D. Bernal is a famous British left wing scientist and the pioneer and 
founder of Science of Science. Via consulting relative literatures and archives, this 
paper showed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J. D. Bernal and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cholars, in order to illustrate an outline of the Sage of Scienc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science and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Shortly after J. D. Bernal’s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was published in 1939, it was learnt and cited by some Chinese 
scholars like CHU Co-ching. He was invited as a VIP for the fifth and the ten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in 1954 and 1959, and was 
met by the main leaders of this country. During his stay in China, he visited many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and plants, and made lots of speeches. J. D. Bernal gave out the 
sincerest help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New China, and became a real friend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y. But the situation was changed soon with the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1960s, he was regarded as an enemy of the country and was 
not got the same praise as his old friend Joseph Needham. 
Key words: science of science; J. D. Bernal; Chu Co-ching; history of the China-
foreign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ld Peac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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