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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拉瓦锡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超前的科学思想,使其提出了燃烧氧化学说。这是化学理论的本质深化和定量化学

的开始, 是一场化学革命。拉瓦锡政治上的悲剧给后人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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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 ith m eticu lou s academ ic pu rsu its and fron tier scient ific ideas, Lavorier brought out Antoine- Lau ren twh ich is a chem ical revolu tion

m ark ing an essent ial in ten sif icat ion in C hem ical th eory and a beg inn ing of qu ant itat ive C hem icals'. Lavoriers' tragedy in po litics left less ion to descend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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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很熟悉法国化学家拉瓦锡 ( Lavo ire r, Anto ine -

Laurent, 1743~ 1794)的名字。他发现了氧气,提出了氧化学

说, 掀起了 18世纪的化学革命。本文讨论什么是化学革命,

为什么氧化学说的提出就是化学革命等问题, 以及拉瓦锡的

科学思想方法和个人命运对今天的启示。

一、化学革命及拉瓦锡其人

按照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 库恩 ( 1922 ~

1992)的观点,  化学革命! ( the Chem ica l revo lution)被赋予新

的含义, 这是一次从外在研究转向内在研究的巨大转折, 从

而完成从  化学中的革命! ( the revo lution in Chem istry)向  化

学革命!的转变;亦即完成从化学外部历史形态的研究转入

化学内在本质的研究的实质性转折 [ 1]。这一转折符合从方

法论、认识论的研究进化到科学发展动力学研究的时代潮

流。化学革命不再仅仅是特指化学史上的一次事件, 而是作

为某种化学发展急剧变革和化学理论巨变的代名词, 并且使

人们意识到化学理论变化与化学革命的联系, 它已从一个描

述化学史事件的特殊概念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化学和

化学哲学的范畴。拉瓦锡提出的燃烧氧化学说,实际上是化

学理论的本质深化, 带有一种普遍意义, 标志着定量化学的

开始, 为化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因此, 是一场化学革

命。[ 2]

拉瓦锡的一生处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 受到了民主精神

的影响, 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拉瓦锡是一个巨富律师之子,

受过法律和物理、化学及地质学的教育。最早他做地质学研

究, 受化学家卢埃尔影响, 21岁时决定毕生致力于科学事业,

24岁撰写有关论比重计的论文 ,入选为科学院院士。拉瓦锡

是一名包税官, 科学研究纯粹是他个人的爱好。他娶上司的

女儿玛丽为妻。玛丽贤惠、美丽,成为他很好的实验助手, 帮

他翻译资料, 打扫实验室、整理实验记录和笔记,还为他的论

文绘制插图, 他的∀化学纲要#的插图都出自夫人之手。拉瓦

锡是个极严谨守纪律的科学家,工作之外,每天必定花五、六

小时在他的个人实验室中从事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 由于

拉瓦锡担任包税官而被执政的雅各宾派判处死刑。法官在

判刑时说:  共和国不需要学者。!在 1794年 5月 8日把他送

上断头台。对此, 科学界的很多人感到惋惜, 著名的法籍意

大利数学家拉格朗日 ( J. L. Lag range, 1736~ 1813)说过:  他

们可以一瞬间把他的头割下, 而他那样的头脑一百年也许长

不出一个来。! [3]

二、燃烧氧化学说为什么被称为化学革命

燃烧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发

现了摩擦生火, 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中曾高度评价说, 这

是  人类对自然的第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 人类对燃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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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本质的认识,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4]拉瓦锡的贡献

在于提出了燃烧氧化学说。燃烧氧化学说之所以被称为化

学革命, 是因为它具备了以下重要标志。

首先, 燃烧氧化学说的建立是一种巨大的创新, 它推翻

并取代了世人仰奉百年之久的  燃素说!。

18世纪初, 德国化学家施塔尔提出了  燃素说 !, 认为:

任何与燃烧有关的化学变化都是物质获得燃素或失去燃素

的过程。在当时的实验水平下, 燃素说可以解释一些现象,

所以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被认为是规范理论。

拉瓦锡于 1777年 9月向法国科学院提交了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论文 ∃ ∃ ∃ ∀燃烧概论#, 提出了燃烧氧化学说 :物质只

有在氧中才能燃烧, 燃烧过程就是氧化过程。动物的呼吸和

燃烧的道理是一样的 ,体温也就是在氧化过程中产生的。

1789年, 拉瓦锡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 ∃ ∃ ∃ ∀化学纲

要#,其伟大之处在于: 第一, 彻底推翻了  燃素说 !, 提出了

氧化学说。氧化学说的建立, 使过去以燃素说形式倒立着的

全部化学正立了过来, 同时也克服了新发现的化学实验与传

统的燃素说的观念之间的矛盾 ,使得持续了近百年的相当混

乱的化学思想得到了澄清与统一,从而为近代化学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所以, 人们称拉瓦锡氧化学说的建立是化学史上

一场真正的革命。[4] 第二, ∀化学纲要#是继波义耳的 ∀怀疑

派化学家#后又一次对化学元素下定义的重要著作。书中把

元素定义为  凡是简单的不能再分离的物质!, 这种对元素含

义的表达比波义耳更准确、更明白。为此他还设计了分解与

合成的科学实验方法, 为日后的化学元素的不断发现奠定了

基础。[ 5]

其次, 燃烧氧化学说的建立开辟了化学研究的新领域,

并变革了研究方法, 有助于人们形成唯物、辩证的观点, 导致

了后世化学的迅猛发展和高度繁荣。

氧化学说的建立使人们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化学

领域。在研究方法上, 也不只局限于对物质变化的定性观

察, 开展了定量分析, 促使人们以唯物的观点代替形而上学

的观点, 这也必然使化学本身逐步走向精细, 在理论和实验

两方面得以空前发展和繁荣。氧化学说建立后的 50年里,

诸多新的定律、新化合物被发现。如: 1791年, 德国化学家里

希特提出了酸碱当量定律, 1799年法国贝托雷发现了可逆反

应等等。[ 6]拉瓦锡以前的科学家对燃烧的认识, 只停留在感

性的基础上, 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只有拉瓦锡实现了从感性

到理性的飞跃。

三、拉瓦锡的科学思想与研究方法

18世纪, 与拉瓦锡同时代的众多化学家都致力于燃烧现

象的研究, 舍勒和普利斯特列  当真理碰到他们鼻尖的时候

还是没有得到真理!,只有拉瓦锡取得了成功, 这在于他的独

特的科学思想与研究方法。

1. 拉瓦锡勇于质疑, 具有特别强烈的创新意识。拉瓦

锡在本质上是一位理论家。他从不机械地重复别人的实验,

而是批判地继承, 使之成为新思想、新理论的论据。如在氧

气制取实验上, 拉瓦锡不仅重复了普里斯特列加热氧化汞产

生氧气的实验, 还做了生成氧化汞的实验。 1774年 10月, 普

利斯特列来访巴黎, 拉瓦锡受到普利斯特列加热汞煅灰得到

 脱燃素空气!实验的启发, 跟踪实验,制得了氧气, 并经过思

维 ∃ ∃ ∃ 推理 ∃ ∃ ∃ 概括, 终于揭开了燃烧之谜。如果拉瓦锡没

有敏锐的洞察力, 他就有可能与科学的最新信息擦肩而过。

拉瓦锡没有发现过很多新物质, 既很少设计新仪器, 也

很少改进制备方法, 而他却能创造了卓越的功绩, 这就在于

他能把别人完成的实验工作继承下来,自己通过定量研究加

以补充, 并通过严格的、合乎逻辑的推理, 对实验结果做出正

确的解释, 从中发掘出最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 7]所以美国

化学家布兰德 (W. B rande, 1788~ 1866)在其∀化学指南#中

指出:  在科学方面, 拉瓦锡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师, 但他

在采石场的劳动却是很少的; 他的材料大都是别人发掘到而

他%不劳而获 & 的, 他的技巧就表现在把它们编排、组织起

来。! [8]卡文迪许、舍勒和普利斯特列虽然制得了氢气和氧

气, 但这些人都是从歪曲、片面、错误的前提出发, 循着错误

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途径前进的 ,从而反证了拉瓦锡质疑与

创新意识的强烈。

2. 把实验作为认识的一个重要基础。拉瓦锡的科学座

右铭是,  不靠猜想而要根据事实 !; 因为思想只是  事实的

化身!。他强调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提出  如果没有充分的

实验根据我从不推导严格的定理 !。这是他的研究工作的准

绳。他企图从氧化物中释放气体和寻找氢的氧化产物的研

究中都是这样做的。[ 8]深厚的知识功底、广博的知识层面、错

纵的知识交汇是拉瓦锡成功的重要原因。拉瓦锡毕业于法

学院, 但他曾系统学习过哲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植物

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文学等多门知识。

3. 拉瓦锡善于发挥天平在化学研究中的作用, 提出了

质量守恒定律。拉瓦锡具有明确的物质不灭思想, 他说:  由

于人工的或天然的操作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东西,所以每一

次操作中, 操作前后存在的物质总量相等, 且其要素的质与

量保持不变, 只是发生更换和变形, 这可以看成为公理。!

在拉瓦锡以前, 化学基本上停留在定性的阶段, 缺乏明

显的科学性。拉瓦锡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将重量作为衡量尺

度对化学规律加以证明的化学家 ,他的全部实验都是在严格

的定量基础上进行的。他说:  天平是实验最可靠的手段, 它

不会欺骗化学家。在实验前后分别测定反应物和生成物的

重量, 这是化学中所能做出的一切可靠和准确的工作基础。!

现在巴黎国立工艺博物院仍收藏着拉瓦锡在其∀化学纲要#

中提到的三台天平和曾实现了氧氢化合的气量计,其中两台

天平是当时精确度最高的。定量分析方法的广泛使用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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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学走向近代化学的标志, 为后世化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概

念的建立提供了有力工具; 它对整个化学发展起着不可估量

的作用。

四、拉瓦锡的人生带给后人的启示

拉瓦锡的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洞察

力敏锐, 长于思辨,善于总结理论精髓,具有打破常规的创新

精神。拉瓦锡的科学思想是超前的, 但拉瓦锡在政治上的悲

剧却值得人们深思, 也给所有的科学工作者重要启示: 社会

对一名科学家要求还是很高的。一个为科学而奋斗的人, 必

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必须将为谁服务的问题放在首位。

只有为社会、为民族、为祖国的利益而献身科学,才能将自己

建功立业的坐标定在最高的起点上。 一个为科学而献身的

人不应过分追求金钱, 而应排除世俗观念的侵蚀, 富贵不淫、

贫贱不移。! [9]拉瓦锡成为包税商人, 实际上站在了法国的封

建主一边, 对百姓横征暴敛,必然激起反抗斗争,自己也成了

革命的对象。虽然拉瓦锡在大革命初期对革命做出过很多

有益的贡献, 但他的包税官身份始终没有改变, 而且在革命

政府检查时, 他千方百计藏匿、转移财产等, 这些都说明他没

有认识到革命的意义, 未能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

虽然拉瓦锡的人生并不完美, 但 200多年来, 人们一直

没有忘记他的英名, 拉瓦锡在化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不可

磨灭, 他的科学思想和治学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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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人也好, 要将真相还原出来, 首先需要对历史有一种情

感或知性的理解。∋∋即使我们说这段回忆是客观的、真实

的, 这一客观的真实难免经过了主观性的淘洗。历史的真实

不比自然的真实, 它们离不开人的理解, 离不开主观的想象

和建构。! [8]如果你能够接受这种经过主观想象和建构的真

实, 就找到了理解报告文学真实性的立脚点。同时, 你也会

发现, 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那种真实性与文学性誓不两立的

自身矛盾, 其实并不存在,至少并不严重。于是,接受我们前

面所说的反常化程序、关注人物性格、精心刻画细节、深入描

绘精神世界等文学化方法,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了。

报告文学的叙事虽然强调新闻性,但本质上还是历史叙

事。新闻面对已经发生的事件, 而任何事件一经发生, 就变

成了历史, 所以说,新闻是现在进行时态的历史。不过, 报告

文学的叙事还是不同于没有文学性的一般的历史叙事。一

般的历史叙事是使用散文语言的常态化的叙事,报告文学是

使用诗性语言的反常化的叙事; 一般的历史叙事不关注人物

性格和细枝末节, 报告文学却要靠这些获得文学性; 一般的

历史叙事不会直接描绘人物的思想、情绪和主观感受, 报告

文学却可以通过想象进入人物的精神世界。这些,前面已有

所论述。还需要提醒的是, 与史学家那种系统的、完整的叙

事不同, 报告文学是局部的、片段的叙事。历史学家不会在

自己的著作中融入过多自我的情感,他的判断多采用时代赋

予的公共尺度, 报告文学作家却不同, 它可以有较多的个人

情感介入, 鲜明的表达自我的评价。

可以把史学家们的历史著作视为大写的历史,把报告文

学、传记文学、纪实散文、回忆录这些文学家参与书写的历史

文本视为小写的历史。当读者对大写的历史产生某种怀疑

的时候, 他必然会找来许许多多也是书写同时代的小写的历

史作为参照, 以验证大写历史的可靠性。这或许就是报告文

学与其他纪实文学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

[ 1]曾祥书.作家、评论家呼吁应重视报告文学的  文学性 ! [ N ] .文

艺报, 2005 - 4- 21.

[ 2]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 [M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

[ 3 ] [美 ]戴卫 赫尔曼.新叙事学 [M ]. 马海良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02: 192.

[ 4]钱钟书.管锥编 (第 1册 )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166.

[ 5 ]方 珊.形式主义文论 [M ]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4. 34.

[ 6 ]杜维运.传记的特质和撰写方法 [ J] . (台湾 )传记文学, ( 45) .

[ 7 ]铃村和成. 巴特: 文本的愉悦 [ M ]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67.

[ 8 ]许纪霖.如何  亲历历史 ! [N ] .文汇报, 2004- 2 - 10.

[责任编辑: 李春辉 ]

∃104∃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JOURNALOF RADIO& TV UNIVERS ITY (P hi losophy& Soc ia lS ciences) No. 3. 2007(Sum No. 142) 2007年第 3期 (总第 14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