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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要考察了诺贝尔科学奖走过的百年历程,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科学发展的特

点,重点探析了诺贝尔奖目前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本文认为, 任何科学制度的形成、发展和社会运

行都是与特定的科学活动方式相联系的, 诺贝尔奖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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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科学奖作为科学界最有声望的奖项,它本

身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单纯意义上的奖金, 而成为

一种标志、目的和制度 1 。在这项著名奖金百年华

诞之际, 本文拟就诺贝尔留给人类的该项特别遗产的

成就和问题进行简要的回顾和分析,以为纪念。

1 诺贝尔科学奖的诞生和成就

根据举世闻名的诺贝尔遗嘱, 诺贝尔基金会于

1900年设立了诺贝尔奖。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设

立,标志着现代科学技术奖励制度的开始。它的产

生,本质上并非诺贝尔本人兴趣所至的产物, 而是科

技、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

首先,诺贝尔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 科学仍处于经济生活和社会

生活的边缘,对科学的利用是少量的、偶然的。19 世

纪末,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 科学不再处于附属的、

咨询的地位,它逐渐成为所有大工业生产的一个组

成部分。由于现代科学研究实验装备和实验本身的

复杂性和成本大大增加, 因而私人研究已经承担不

起高额成本的科学探索,大量的研究工作缺乏资助,

即便是许多一流的科学家也会因缺乏必要的研究经

费而不能从事正常的研究工作, 特别是那些离社会

需求较远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更难得到直接支持。在

这种情况下,科学研究的经费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

的关注, 而诺贝尔设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使 那

些由于以往的工作预示出会获得进一步成就的人

们 获得 完全的经济独立 ,以便从此以后可以彻底

献身于研究工作 2 。诺贝尔奖正是这种科学与经

济、社会进一步融合的产物。

其次,诺贝尔奖是科学日渐繁荣的必然结果。

自然科学经过 19 世纪的全面发展 ,逐渐形成了自己

的统一体, 在主要科学技术领域相继出现了有根本

意义的发现, 同时也建立起许多新的科学门类。科

学的这种 定向集约化 过程, 表现为科学家和科学

技术新成果的激增。统计数字表明, 全世界科学家

的数量每 50 年增长 10 倍, 而科学家每增长 3 倍, 科

技成果则增加 1 7 倍。与此同时, 科技对生产和人

类生活直接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并且科学对生产开

始具有直接指导作用, 表现为自然科学理论物化的

时间间隔愈来愈短。以 19 世纪的发明为例: 电动机

57年( 1829 1886)、电话 56 年 ( 1820- 1876)、无线

电 35年( 1867 1902)、电子管 31 年( 1884 1915)、

汽车 27 年 ( 1868 1895 )、柴油机 19 年 ( 1878

1897) 3 。科学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使得科学的价

值和功能高度体现出来。这种科技呈几何级数发展

及科技 生产一体化的态势, 正是促使以诺贝尔奖

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奖励制度产生的背景之一。

再者, 诺贝尔奖是科学体制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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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中期以后,伴随科学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科

学的职业化( pro fessionalization)、结构化( institutional

ization)和社会化( so cialization)进程, 自然科学的发展

已突破了近代私人业余研究的传统, 逐步发展到集

体创造活动的大科学时代, 科学的需求结构也发生

了重大变化。作为对需求变化的体制反应, 科学发

现的优先权之争以及科学共同体对科学成果的承认

就成为科学本身体制方面规范的产物, 而源自社会

对科学的态度的转换和社会对科学的支持则是对科

学体制本身认识和理解的一种正向结果。因此追求

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和寻找更为有力的社会支持, 就

成为科学家追求的双重目标。既要求保证科学的自

主地位,又要求参与社会运行环节, 也成为科学体制

的双重目标。因而对科学的制度化奖励和资助, 就

成为切合科学运行特点的积极控制手段。因此, 以

私人资助为主的 兼有荣誉性奖励和研究资助两项

功能但以荣誉性为主的货币奖金体系 4 特征的诺

贝尔奖就成为近现代科学体制过程的产物, 在科学

领域中展现着它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功能。

( 1)诺贝尔奖造就了一大批科学精英 诺贝尔

奖使那些在事业早期就表现出有发展前途的科学家

及时得到鼓励, 并在从事研究的训练和设备上得到

较好的机会,从而使科技工作者的研究具有更明确

的追求。同时,摘取诺贝尔奖的桂冠, 本身就表明了

获奖者的智慧和能力, 并激励他们将潜在的素质更

进一步地展现出来。社会也能有针对性地培育养护

他们, 使之能在良好环境中继续深造。而且诸多不

成文的奖后待遇, 如政府的财政支持、提级晋职、发

放科研津贴等使科技工作者直接从科技奖励中体会

到 奖励是一种激励 5 的实在含义, 这种有形和无

形的内在动力从客观上调动了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

( 2)诺贝尔奖引导基础科学研究的方向 基础

科学研究成果无疑是体现人类知性和理性的最高产

物,而且它所显示的实践性和前瞻性正是人类对客

观和主观的认识深化的过程。纵观诺贝尔奖的百年

历史, 90%以上被授予在基础科学方面取得重大发

现和理论成就的科学家。默顿曾经指出, 习惯性的

规范要求科学家们首先关心发展确切无误的知识,

根据这一点而不根据其技术价值来评价各种贡

献 6 。所以,尽管明确规定授奖范围包括 发明 及

改进 , 但诺贝尔奖一般不是授予发明有直接应用

价值的某种技术或产品的科学家, 而是授予为这些

技术或产品的诞生奠定了科学理论或技术基础的科

学家。因此,诺贝尔科学奖对于激励科学家从事基

础科学研究, 使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基础科学研究, 无

疑是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 3)它促进和强化科学家对科学规范的遵从动

机 一般而言, 知名度和声望越高的奖励, 对科技工

作者的激励作用就越大。诺贝尔奖作为科学创造活

动的一种象征, 与其它自然科学奖相比, 无论在知名

度还是声望上, 都技压群芳。这客观上也为科技工

作者创造了一种满足高层次需求的条件和激励科学

家取得科学研究成果的强烈动机的社会诱因, 它激

发了科学家及其群体强烈的建功意识和追求自我实

现的价值目标 7 , 使之产生实现科学活动目标的特

定行为。一方面使科学创造者提高了在社会和科学

共同体中的地位和扩大了其影响; 另一方面, 通过激

励, 使在有限时间和物质条件下, 尽快地、较好地获

得科学成就。

2 大科学时代的诺贝尔科学奖

诺贝尔奖金诞生于小科学的黄金时代, 其设奖

目的和前 30 年的运行都是按小科学的特点来考虑

的。二次大战以后, 随着科学活动的方式日益从小

科学向大科学发生转变, 诺贝尔科学奖就又面临一

些新的问题。

( 1)诺贝尔奖金的资助意义下降了 诺贝尔奖

设立之初的巨额资金足以实现它的资助目的, 然而

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 科学规模愈来愈大, 科学家人

数也愈来愈多, 值得授奖的工作也持续增长。这种

大科学时代所固有的特性, 使得通过给一批一流的

科学家提供资助, 从而引导科学发展的货币奖金体

系受到了挑战。由于研究费用的大幅度提高, 这种

资助方式已不是私人基金所能够承担的, 因而即使

巨额的诺贝尔奖金也不能对整个科学研究领域产生

太大的资助意义, 这使得它对科学发展方向的直接

影响(现在主要是靠资助制度)越来越小, 诺贝尔奖

金只能成为一种主要用来酬谢那些已在各自活动领

域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的形式, 即仅仅是向

科学家的既有成就表示敬意的荣誉制度。

( 2)诺贝尔奖对遴选人数和学科范围的限定越

来越不适应科学发展的新趋势 大科学时代, 科学

发展表现出新的趋向。一方面表现为科学家人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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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增长,科研成果的膨胀以及合作研究趋势的加

强;另一方面表现为科学技术分化、交叉、综合程度

越来越高,而且大多数科学界的重大突破都是集体

劳动的结晶。据统计, 65% 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是

因合作研究而获奖的。一味坚持获奖人数不多于 3

人的规定,势必使很多应该得到褒奖的人不得不屈

居于 第四十一席 。对学科的限制, 则使遴选委员

会只把资金授给那些明显的符合规定的学科项目,

而把更大比例的重大贡献排除在授奖范围之外。

大科学时代的研究特性使得遴选范围扩大、遴

选人数增加,势必加强评奖的技术难度, 从而加剧这

种趋势,使做出真正贡献的却被排除在获奖范围之

外,这种局限性又由于诺贝尔奖金的巨大声望而进

一步加强,使报酬和贡献的质量不成正比的现象更

加普遍。例如, 1989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

美国的微生物与免疫学家迈克尔 比肖普和哈罗德

瓦莫斯, 表彰他们首次在动物细胞中发现癌基因。

但发表在 Nature杂志上关于这一发现的一篇关键性

论文中,第一作者却是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病毒学

家多米尼克 斯特赫林。又如 1993 年的生理学或医

学奖授予美国的理查德 罗伯茨和菲利浦 夏普, 以

表彰他们首次发现 断裂基因 , 然而 细胞 ( Cell)杂

志上发表的两篇关键性论文中华裔女科学家周芷均

是第一作者。而在此之前,美国的格洛瓦 戴维德和

霍格尼斯 戴维德已在 细胞 上报道他们已在果蝇

中发现了断裂基因 8 。

( 3)诺贝尔奖评选中特殊标准侵入的可能性增

加了 由于科学家和科研成果的同步增加, 单个科

学家的单项科研成果的可见度降低了, 从而增加了

选择获奖人的技术难度, 也同时使特殊标准成为评

选工作中的重要依据。朱克曼在分析了大量材料后

得出结论,由于诺贝尔奖竞争的激烈性, 使得普遍一

般的标准已不够用,因而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标准, 即

不成文的以种族、国籍、政治态度及其他作为参考标

准,尽管这并不符合诺贝尔本人的初衷 9 。

如二战期间, 诺贝尔基金会理事会为避免授奖

机构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 曾做出决定: 如果政治形

势要求小心行事的话,奖金将延期或停止颁发, 并在

1940- 1943 年坚持了这项禁令 10 。又如 1957 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将用实验证明宇称不守恒的吴健雄排

除在外; 1993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又将首先

发现 断裂基因 (即发现基因中的遗传信息是以不

连续的方式排列的)的周芷均排除在外, 这些都表

明, 诺贝尔科学奖有轻视东方人和轻视女性的不公

正嫌疑。由此可见, 在评审的 特殊标准 中, 非科学

因素在有些时候也会起作用。而且在诺贝尔奖的整

个历史中, 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原苏联和日本的科技

成果累累, 但诺贝尔奖的获奖人数却在瑞典、瑞士和

荷兰之后,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诺贝尔奖在奖励学科

和评奖制度方面的某些局限性。

( 4)诺贝尔奖的独一无二性面临潜在的挑战

由于科学活动在世界各国的体制化, 科学奖励制

度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特别是由各国政府设立的

大奖, 正在科学家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自 1731

年世界上正式设立第一个科学奖 科普利奖 开始,

到诺贝尔奖诞生以前的 170 年间, 世界级的权威科

学奖励共 18 项,约平均 10 年设立一项。以 1901 年

首次授奖的诺贝尔奖为分水岭, 1901- 1991 年的 90

年中设立的世界级的权威科学奖励共 159 项, 平均

每 2 年设立 3 项以上。由此可看出, 科技奖励已经

愈来愈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而诺贝尔奖也

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另外, 由设奖人指定的评选工作机构, 并非相关

领域数一数二的研究机构, 因而评选工作难免有诸

多不足之处。如诺贝尔医学奖 1948 年授予保罗 米

勒的 有机氯杀虫剂 DDT 和 1949 年授予安东尼奥

莫尼茨的 精神病治疗方法 , 这两项所谓的科学贡

献由于诺贝尔奖权威性的肯定和认可, 却给这种对

人类的生命和健康有巨大危害的发现起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因而那种对科学的不慎重和不公正, 无疑

会降低该奖项的权威性。

3 常规科学时期的诺贝尔科学奖

诺贝尔奖诞生于一个科学革命的背景之下, 它

最初的声望很大程度上源于在科学革命中涌现出来

的一批众望所归的获奖人。但在五六十年代以后,

各门学科基本上都开始进入常规发展阶段; 重要的

科研成果虽然很多, 但很难说有多少革命性的成果

了, 这无疑会对诺贝尔奖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常规科学对诺贝尔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

面, 由于学科传统或范例的形成与稳定, 诺贝尔奖的

评奖标准变得明确化了。常规科学时期, 各个学科

基本上都遵循和深入分析前科学时代( prescience)所

提供的现象和理论, 所以这一时期的诺贝尔奖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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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基本上都集中在几个狭小专业范围中, 他们基本

上都致力于研究各自领域内比较深奥的问题, 从而

穷竭现有范式的潜力,扩大应用范式的可能范围, 提

高应用的精确性。例如, 这一时期物理学领域中的

量子电动力学、原子物理; 化学领域中的生物化学、

原子化学及化学热力学; 生物学领域中的分子生物

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等。结果是获奖者较多地集

中于这些有限科目中的研究项目, 而较少授予其它

领域。这样授奖集中在范式领域内, 更具集中性和

传承性。从而避免了类似于不能向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成果授奖的情况。另一方面, 诺贝尔奖诞生时期,

正处于科学革命年代, 科学家也一再创立出崭新的

理论, 因而诺贝尔奖的初期更多的授予了那些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做出了革命性科学成果的科学伟

人。而常规科学的特性决定了很难出现革命性的人

物和革命性的成果, 因而诺贝尔奖获奖人名单的杰

出性下降了。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当然还是

优秀的科学家,但他们当中却很少有人堪与普朗克、

爱因斯坦、玻尔、卢瑟福等媲美。

常规科学加强了诺贝尔资金固有的保守性, 使

该奖金变得常规化和仪式化了。常规科学的共同范

式要求科学家遵守科学实践的规则和标准。它所固

有的特性使得科学家看不到甚至不能容忍那些引起

新类型的现象, 常规科学的本性决定了它往往压制

重大的革新。这种趋势很容易造成对当代科学中的

反常 理论和研究结果视而不见。像 超弦理论 、

社会生物学 、冷聚变 等, 很难设想会获得诺贝尔

奖励基金会的青睐, 而这些工作很可能包含了未来

科学革命的合理的种子。

常规科学时期科学革命性的减弱, 以及科学成

果杰出性的能见度降低, 使得一项重大科研成果获

奖的周期延长。统计表明,有 50% 以上的诺贝尔奖

获得者,其成果从发表到确认需要 5- 16 年的时间,

这与诺贝尔要求 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人

类最大利益的人 11 的意愿和诺贝尔基金会所遵循

的颁奖原则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时间上的矛盾,

在常规科学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获奖的可能性变

得更为困难,往往使那些科学理论的开创者无法在

生前获得诺贝尔奖的桂冠。

例如莫里斯 维尔金斯和罗沙林 富兰克林用 X

衍射技术发现 DNA 分子的螺旋结构就是一个例证。

富兰克林因患癌症死于 1958 年, 而维尔金斯则有幸

分享 1962年诺贝尔医学奖。又如杰克 基尔比( Jack

Kilby)由于其发明集成电路而获 2000 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但与基尔比同时被诺贝尔委员会认为是集成电

路的发明者之一的罗伯特 诺伊斯( Robert Noyce) , 则

因 1990年已去世而失去了这一良机
12
。正如科学

家朱克曼所言, 诺贝尔科学奖有时只是 授给了那些

收获者而不是那些播种者; 给了那些继承者而不是那

些创始者 13 。因此能否获得诺贝尔奖, 不仅取决于

他们的贡献在科学上是否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否有更

多值得授奖的候选人出现, 而且取决于是否能活到获

奖的那一天。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得列入获奖名

单中的人们最终获奖的机会愈来愈小。

尽管诺贝尔奖存在种种局限, 但它对于推动人

类和社会的发展, 对保护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做出了

无可辩驳的巨大贡献。纵观它的百年历程, 诺贝尔

奖侧重引导基础研究的同时,也紧跟社会、科技发展

的步伐, 在不断改革、不断调整, 尽可能地奖励那些

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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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高层次的现象, 它的根据是高层现象由低层运

动所组成,只有了解部分, 才可能了解整体。从这一

观念出发,生理学不断走向微观,从机体的解剖学已

渐次发展到分子生物学。但还原论始终存在无法抵

达的死角。一方面,还原论所使用的物理、化学和统

计力学的方法基本上是研究均匀系统和封闭系统的

方法,而生物机体只要一息尚存, 便是不均匀、不封

闭的具有无限复杂结构的另一种系统。另一方面,

生物机体的内部存在无数的反馈耦合, 以致无法对

它的活动进行测量。因为仪器所造成的刺激势必通

过反馈耦合迅速扩散, 以致使研究对象有可能变得

面目全非。

正是考虑到还原论存在的缺陷,在研究审美生理

学时我们在承认还原论的相对合理性的同时,仅把还

原的层次放到生物学和生物进化论上。而进化论本

身, 却不完全属于还原论的领域。首先, 进化论在很

大程度上仍然仅属于假说; 其次,进化是整体的、系统

的进化(我们当然不墨守达尔文的进化论, 但是达尔

文进化论其实已含有现代系统进化论的许多内容)。

它的某些方面也许将来能用分子、原子的运动加以解

释。但即使能把进化的所有局部都还原为物理、化学

现象,我们仍不能说已把进化的本质把握住了。局部

之和并不等于整体,这是现代科学已经承认的公理。

而在研究生命现象时这一公理尤其重要,我认为在构

建审美生理学时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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