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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科学的敌人”
张东生

圣经做为一本书, 连同其宗教曾被其对立面的人士
称为 “毒酒” “鸦片”, 用以提醒那些对圣经了解不
多的人们, 要时刻远离并加以防范. 同时圣经也被描绘
成为 “科学的敌人”, 用以提醒以科学为职业的人们
时刻与其划清 “界线”. 圣经还被说成是 “过时” 和
“愚昧” 的书. 不少华人学生学者受此 “说法” 影
响很深, 甚至来到美国多年后, 尽管人人都知道美国总
统就职宣誓必须手按这本书, 尽管人人都知道以这本
书为 “教材” 的教堂遍布美国城市乡村的大小街道,
但仍然迟迟不敢认真接触美国的这本 “国书”, 害怕
“中毒”, 害怕自己因此被人划成 “科学的敌人” 和
“愚昧的人”, 而尽量不去碰这本书和其宗教, 何况这
又是 “本不该” 属于中国人的一本书.
笔者也是受上述 “说法” 影响较重者之一. 但由
于职业的习惯, 笔者特别想查明这 “毒酒” 的 “毒
性机理” 是什么, 也特别想看看在科学的今天, 那些
“ 科学的敌人” 怎么隐藏得住. 笔者就试着从历届诺
贝尔获奖者名单这条线路寻找答案. 因为诺贝尔获奖
者是对近 100 年来科学做出最重要成就的代表人物. 他
们成功的背景与圣经有什么样的关系, 可能是揭示圣
经 “毒性” 和 “毒理” 的一条途径.
先从受圣经理念影响最少的我们中国开始分析. 按
照 “毒酒” 的原理进行推测, 拥有十几亿人的中国本
土是基本没有被圣经 “毒害” 过的, 尤其是中国知识
分子, 在这方面可以说是 “美玉无瑕”, 应该是科学的
最好 “朋友”, 科学在这片没有 “敌人”的沃土上, 也
应该最发达. 由此推断, 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也
当然应该是中国.
按照 “毒酒” 有毒的原理, 欧美西方国家受圣经
的影响非常 “深”, 科学的 “敌人” 占领着众多家
庭和领域, 在那里科学的发展速度应该非常慢, 产生诺
贝尔奖获得者应该比中国少的多.
最后再看犹太人, 由于圣经最早出自犹太民族, 而
且到现在他们仍然人人都熟读圣经. 按照 “毒酒” 的
原理, 犹太人应该是受圣经 “毒害” 时间最长,“中毒”
最深的民族. 根据他们与圣经的这种密切关系, 科学的
头号 “敌人” 也应该是他们莫属. 他们对待科学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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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行动也应该是最 “凶狠”的. 所以在他们中间无
论如何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科学家, 也更不可能沾上
任何诺贝尔奖边儿.
通过查询后, 结果“大出所料”. 研究发现, 到 2006
年为止, 在受圣经 “毒害” 时间最长,“中毒” 最深
的犹太人中, 竟然有一百二十位犹太人科学家 “混进”
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中, 还有数十位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和经济学奖. 奇怪了, 仅仅数千万人口的小小犹
太民族, 人口还不及我国的一个中等省, 在人人读 “落
后愚昧” 书的状况下, 居然还有人能为人类科学事业
做出这多贡献? 相反, 在基本没有被圣经 “毒害” 过
的中国本土的科学家中, 居然还没有一位科学家有可
能获奖. 据杨振宁同志预测, 中国本土科学家在 20 年
到 50 年后, 将可能有人获奖. 至于受圣经 “毒害” 非
常 “深” 的欧美西方国家的科学家, 获得诺贝尔奖的
人数也更是 “出乎意料” 的多, 就不必在这里写出来
了, 读者自己心里也应该有数.
从以上这个示例能否看出, 圣经是那样一本书吗?
是科学的敌人吗? 笔者认为, 把圣经描绘成为 “科学
的敌人” 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法. 对华人学生学者起到
了一种误导作用. 其实, 犹太人能读的书, 我们也应该
能读. 欧美人可以读的书, 我们中国人也同样可以读.
从以上这个示例或许让我们悟出, 圣经不但不是 “毒
酒”, 可能还是根治人性中某些 “恶疾” 的独特 “良
药”. 圣经不但不是科学的 “敌人”, 可能还是为科学
发展建立良好环境的 “除草剂” 和 “杀虫剂”. 杨
振宁同志分析中国本土科学家为什么不能获奖时, “语
重心长” 地指出: “这还需要有传统，这传统不是一
天两天、
一年两年甚至 10 年 20 年可以建立起来的”. 可
见, 与欧美西方国家相比, 对于科学发展来说, 我国的
优良传统中明显缺少了什么.
笔者曾经听说有一位退休的文科老教授来美探望儿
孙, 看到不少华人读圣经, 叹息到: “不要忘记我国的
近代史, 西方列强就是凭借 ‘坚船利炮’ 和 ‘圣经’,
打败了我们的军队, 火烧了圆明园. 难道这些年轻人都
忘了国耻不成?” 这种看法在 “民间” 很有代表性. 笔
者认为这位老教授提醒的很好. 仅以此历史教训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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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坚船利炮和圣经” 打断了当年满大人“刀枪不入”
的梦境, 但是似乎并没有从梦中醒来, 仍在怀念 “刀枪
不入” 的理想年代. 由于睡梦还没醒, 找不到 “仇人”,
就把这一 “巴掌” 当成了 “国耻”, 也只能把 “ 恨
和气” 都撒在了 “坚船利炮和圣经”上. 为日后 “小
日本” 进中国, 一 “住” 就是八年, 埋下了伏笔. 其
实, “坚船利炮和圣经” 只不过是 “科学理念和圣经
理念” 的化身. 可见, 杨先生 “这传统不是一天两天、
一年两年甚至 10 年 20 年可以建立起来的” 这句话是
很实在的. 历史上, 就是在宗教统治欧洲的年代里, 西
方国家产生了哥白尼, 伽利略, 牛顿, 达尔文和后来的
爱因斯坦等历史性科学家. 在历史同时期, 中国这片无
圣经的 “沃土” 中, 还没有 “科学” 二字. 虽然现
代科学和圣经都不是出自中国, 但它们本身并不排斥

中国人, 更不是中国人的 “敌人”.
真正的科学仅仅是人们认识无限 “大自然” 的有
限方法和收获, 是人们认识 “心灵外界” 未知事物的
“一只眼”.
正确的宗教仅仅是人们认识无限 “神” 或 “上帝”
的有限方法和收获, 是人们认识 “心灵内部” 未知事
物的另 “一只眼”.
用 “单眼” 看事物, 似乎都有 “一目了然” 的
感觉, 更有令自己满意的 “视野”, 但同时用 “两只
眼” 看事物, 就能获得更真实的 “立体感”, 只不过
会更复杂一些. 这只是个生物学常识.
张东生, 12-16-2006, 于辛辛那提,
dongshengzhang_1@yahoo.com

(如果读者还想知道细胞 “染色体”, “DNA 分子”, “线粒体能量代谢系统” 和 “细胞凋亡” 等生命中最要紧的环节与圣经文字的 “巧合” 关系, 请参
阅 “星空细雨” 的系列文章, http://xkxy.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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