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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学向来发达, 其中明朝徐光启的 农政全书 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徐光启不仅

是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他的科学兴趣非常广泛, ! 专以神明治历律兵农, 穷天人指趣。∀ ( 1) 张溥原序 P1

除了数学之外,他会通中西历法, 主持编译了 崇祯历书 , 奠定了我国近三百年历法的基础。他对军事、农业

技术方面也颇有造诣,对农业尤其重视,他的著作的编撰者陈子龙说他! 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 而皆主于实

用。∀晚年他全力以赴写作 农政全书 ,这是一部总结传统农业政策和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大型农学巨著, 乾

隆皇帝称赞它!用意勤而于民事切, ∀有研究者评论! 农政全书 堪称中国农业的百科全书∀。( 2) P61

徐光启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原因很多, 其中一条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比较早接触西学, 西方科学技

术对徐光启农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约是在万历二十一年( 1593) , 徐光启受聘去韶州任教, 见到了传

教士郭居静 ,这是徐光启与传教士的第一次接触。1600 年, 徐光启在南京见到利玛窦, 对他表示了仰慕之情,

希望向他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从 1606 年开始,徐光启跟随利玛窦学习西方的科技知识,包括天文历法、数

学、测量方法和西方水利方法等, 并把这些知识对国人加以介绍, 应用于自己的科学研究。徐光启认为,西方

文化有很多先进之处,要把中西文化结合起来加以会通。在他的著作中, 他大量应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

科学思想,把传统农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一、介绍西方水利技术,丰富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内容

徐光启认为,实是西方学者的一大特点, !其实心, 实行, 实学, 诚信于士大夫也。∀ ( 3)P66从西学中发展出一

种格物穷理之学和象数之学,格物穷理之学能够探明万事万物之理,而象数之学对一切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

数之事, ! 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 ( 3) P66西方水利方法就属于象数之学。

1、用西方测量方法量算河工及测验地势

在修建水利的过程中,准确的测量是工程成败的关键。徐光启大量引入西方数学的测量方法和原理来补

充中国传统的方法。他在万历三十一年作 量算河工及测验地势法 一文,以中国传统的勾股定理为主,结合

西方测量方法,对不同地势的河工的测量和修建方法作了很详细的说明。他认为,西方的勾股测量在方法上

与中国的 周髀 、九章 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中国古代数学的缺点是! 第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而西法

在原理上大大超过中法,他说: !西泰子之译测量诸法也, 十年矣, 法而系之义也。∀ ( 3) P82测量有其原理, 原理之

上又有原理,不尽说 几何原本 是不能说清楚的。他对 几何原本 的评价很高, 说: ! 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

其浮气,练其精心; 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 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 ( 3)P76其大意是: 读 几何原本 的好处在

于能去掉浮夸之气,练就精思的习惯, 会按一定的法则, 培养巧妙的思考。所以全世界人人都要学习几何。

2、介绍西方水利技术

泰西水法 一书是传教士熊三拔所撰,由徐光启笔记并作序, 李之藻订正, 于 1612 年完成, 共六卷,后被

收入四库全书的子部农家类。这本书介绍了三种西方的水利器械, 包括用于抽江河水的龙尾车, 抽井水的玉

衡车(附专筒车)和恒升车(附双升车)。有建造水库的方法、寻找泉水和凿井的方法,还有水性理论, 都附有图

解。西方水利技术的传入大大提高了我国农业抗旱能力, 时人对徐光启的贡献有此评论: ! 太史玄扈徐公轸念

民隐,于农事之兴靡不采罗, 阅泰西水器及水库[车]之法精巧奇绝, 译为书而传之, 规制具陈, 分秒有度,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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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水、井泉之水、雨雪之水无不可资为用,用力约而收效广。盖肇议于利君西泰,其同侪共终厥志, 而器成于熊

君有纲,中华之有此法自今始。∀ ( 4) P243

二、借助西方实验方法, 纠正了传统农学中的一些理论缺陷,并在

农业技术方面取得许多新成就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认为,徐光启可比培根, 甚至在某些方面高于培根。他说: ! 英国哲学家罗素批

评培根#低估了演绎法在科学方法中所占的位置。演绎法多半是应用数学的, 而培根不了解数学在科学研究

中的重要性。∃ 培根之所短正是光启之所长。光启从事科学自几何学入手, 而几何学是很富于演绎性的。同时

培根事提倡实验,但自己却少做实验工作, 而光启对天文观测、水利测量、农业开垦统富有实践经验, %%所以

他在科学事业的造诣方面远胜培根,非偶然之事。∀ ( 5) 434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都是徐光启在科学研究中经常使

用的方法。徐光启非常重视实验方法,这一方面是受到中国传统经验方法的影响,另方面是受到西方实验方

法的影响。他自述! 少小游学, 经行万里,随事咨询, 颇有本末。∀他的儿子徐骥说他! 考古证今, 广咨博讯。遇

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 问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 不穷其极不已。∀ ( 文定公行实 )徐光启认为,

对古代传下来的著作或经验,既要继承, 也不能迷信或盲从。发现矛盾时, 最好的方法是试验。他亲自参加农

业实践, !尝躬执耒耜之器,亲尝草木之味, 随时采集, 兼之访问, 缀而成书。∀ ( 1) 凡例 P5建立了多个小型的农业

试验园地,进行引种、栽培的试验研究。

1、用实验方法批评! 风土论∀

中国传统农学中有!风土论∀的说法,风是指气候条件,土是指土壤等地理条件。! 风土论∀认为, 农作物是

否适合在某地种植取决于风土条件,因此, 一个地方的作物种类是不变的。风土观念最早出现于战国, 认为一

切生物只能在自己的故土生长,逾越这个范围 ,就会发生变异, 甚至引起死亡。元代的官修农书 农桑辑要 首

先说明了这个问题,书中说: !谷之为品不一, 风土各有所宜。∀!风土论∀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根据, 但是如果过

于强调这种理论则会阻碍引进和推广新的物种。徐光启认为,风土条件对农作物的种植是有限制作用的, 但

是这类作物并不多,他认为风土不宜的作物, 或千百中间有一二, 例如荔枝龙眼,不能逾岭, 橘柚橙柑, 不能过

淮等等。! 若谓土地所宜, 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 ,而且不宜的原因主要是气候而不是土地, ! 第其中亦有不

宜者,则是寒暖相违, 天气所绝,无关于地。∀ ( 1) P42他认为! 风土论∀是懒惰成性的官吏和游手好闲之辈的借口,

它不利于引进新物种。为了破除!风土论∀ ,徐光启身体力行, 亲自试验。芜青(俗称蔓青)是一种重要的蔬菜

和油料作物,南北品种不同, 唐本草 认为南北品种不能移植,否则物种会变异,这是土地所宜所决定的。徐

光启亲自试验,发现! 余家种蔓青三四年,亦未尝变为菘也,独其根随地有大小, 亦如菘有厚薄。∀他认为风土对

作物是有影响的,所以不同的地方的作物有大小的不同, 但是这并不妨碍作物的移植。! 顾小而为用, 何妨滋

植耶。秦中种瓜,其大十倍他方, 他方亦不废种瓜也。王桢所谓#悠悠之论, 率以风土不宜为说。∃ 呜呼! 此言

大伤民事,有力本良农, 轻信传闻。捐美利者多矣。计根本者, 不可不力排其妄也。∀ ( 6) P717他用大量引种成功

的例证批判! 风土论∀ ,我国古代的许多蔬菜和水果如安石榴、海棠等都源自外国, 原产于南方的姜、荸荠移种

到北方后也生长良好。他认为,在引进新物种时, 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更为重要, ! 天畀所生, 人食其力。∀农以

力为功。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凭主观意志蛮干, 而是! 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 而无所差失, 则事半功倍

矣。∀ ( 1) P44

2、用实验方法试验农业技术

徐光启对实验方法很重视,应用起来也娴熟,得心应手。他在上海、天津都建有试验园地,对京东水利、种

植水稻、引种甘薯、放养白蜡虫、种棉花、种芜青、积苔等, 都亲自试验研究, 取得经验。这也是他对许多科学问

题能够取得创见的重要原因。如 麻的风土性问题,文献记载不一,他认为可以进行试种。对于新事物, 徐光

启也主张试验,从南洋传入的甘薯, 他就先试种,然后向农民推广。他积极向中国北方推广甘薯种植, 并解决

了甘薯在北方的越冬藏种的技术问题。甘薯的推广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食品革命, 对解决中国的粮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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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613- 1618 年他在天津试种水稻,力图为扭转南粮北调的格局总结出第一手经验。

三、用西方数学方法研究农业问题

徐光启很重视数学在科学研究中的工具作用, 他对几何学严密的推理过程印象深刻,认为数学是! 度数之

宗∀ , 是各门学科的基础,也是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不可或缺的基础。! 算术者, 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

及万事者,其所造宫室器用也, 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 ( 3) P81他把数学方法应用于农业问题的研究, 例

如,他用统计方法寻找蝗灾发生的规律, 他收集了从春秋至万历以前 2000 多年的 111 次蝗灾记录, 得出蝗灾

发生的时间范围是在六月份左右, ! 最盛于夏秋之间, 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也。∀ ( 3) P244又从元代受蝗灾

的400个路、郡、州、县中分析,得出蝗灾大部分的地点在! 必于大泽之涯%%,必也骤盈骤涸处, 如幽涿以南,

长淮以北,青衮以西, 梁、宋以东诸郡之地, 湖氵巢广衍 , 溢无常∀ ( 3) P245的沼泽地区, 并最后得出! 涸泽者,蝗之

原本也∀的结论。徐光启运用数学统计方法对蝗灾的研究,是应用数学方法探索和发现自然规律的重要尝试。

结束语:中西文化交流是科技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汤因比认为世界上有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二大不同性质的文明系统。明朝以后, 这二大文化系统开始有

了广泛而密切的交流,并且对东西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正如徐宗泽指出: ! 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来

吾国,以欧洲之学问灌输吾国家, 徐光启、李之藻等与之游,得其学之精华 ,而我国人始知有欧洲科学, 而科学

在吾国行其奠基之礼。∀ (4) P226朱谦之先生曾经指出,东西文化的接触是文明世界的强大推动力, 季羡林先生晚

年也认为,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今天全球化时代,我们应该更为主动积极开展

文化交流,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的菁华, 加快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 另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传播, 实

现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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