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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艺术指的是视觉艺术、文学、电影、表演艺术、音乐、建筑、
新媒体艺术等。本文讨论艺术的起源与本质、艺术与（自然）科学的关
系、艺术与科学的重要性、艺术家与科学家的互动、苏东坡对艺术的先见
之明，文化自信和其他与艺术有关的问题。事实上，艺术可分为纯艺术和
应用艺术；艺术起源于 100 万年前，而科学是在语言和文字发明之后才诞
生的，只有 2600 年的历史；艺术的出现令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拉开与其他动
物的距离。艺术与科学的联系分三层次：1. 它们都是创造性活动（原因不
同）。2. 艺术作品反映艺术家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或世界观，这两者都受到
自然规律的制约，而这些自然规律正是科学家的研究对象。3. 科学（和相
关的技术）的进展推动了艺术的发展。艺术与科学是支撑现代文明的三大
支柱之二（另一是伦理）。
关键词: 艺术的起源；艺术的本质；艺术与科学的关系；艺术家；科
学家；文化自信；苏东坡

1. 前言
现代文明有三大支柱：伦理、艺术、科学（见图 13），艺术的
重要性显而易见。艺术包括视觉艺术（绘画、雕塑、摄影、视频
⋯）、文学、电影、表演艺术（舞蹈、戯剧、行为艺术、语言艺术
⋯）、音乐、建筑、新媒体艺术（光艺术、数字艺术、人工智能艺
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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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较早的关于“艺术与科学”（艺科，artsci）的讨论来
自蔡元培（1868-1940）。在 1950 和 1960 年代，艺科则以科学哲学
或科学历史的形式出现于自然辩证法的讨论中。1987 年始，李政道
与中国科学院合作组建的中国高等科技中心举办了一连串关于“科
学与艺术”（科艺，sciart）的国际会议，参加者包括科学家与画家，
开启了一个新传统。
其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人文学院早于 2010 年 6 月 10-11
日，在北京玉泉路校区举办了一个国际科艺会议：科学与艺术•交叉
与融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于 2012 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
学。）李政道为大会写了贺信。参加者来自十多个国家，共宣读了
60 多篇论文，内容涉及科学与艺术的关系、设计与建筑、新媒体领
域中的科艺结合，论文集于 2011 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图
1）。会议的 10 个邀请报告（各 30 分钟长）讲者来自加拿大（John
Blouin, Martin Legault ） 、 中 国 （ 彭 培 根 ） 、 法 国 （ Ghislaine
Azémard, Jean-Louis Boissier, Charles Camberoque）、德国（ Hans
Dehlinger ） 、 日 本 （ Yoichiro Kawaguchi ） 、 瑞 士 （ Daniel
Pinkas）、美国（林磊）。关于这个会议和国内最近 40 年艺科发展
的综述报告，见 [Liu 2011]。
本文讨论艺术的起源与本质、艺术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艺
术与科学的重要性、艺术家与科学家的互动、苏东坡对艺术的先见
之明，文化自信及其他与艺术有关的问题。艺术的起源与本质是艺
术研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两个课题，在我 10 年前的文章中已有所
论述 [林磊 2010a，2010b；Lam 2011] 。

２. 问天下，谁知艺术？
艺术有悠久的历史。洞穴绘画在 3.5 万年前已出现，人们甚至
发现了更早的艺术迹象，比如 25 万年前的雕刻 [林磊 2010a；Lam
2011]。
艺术（arts）一词与拉丁文 artes 一词有关但不相同，其演化关
系见 [Hoppe 2011]。两千多年来，艺术大部分时间与美丽的或美好
的有关，因而在 17 世纪出现了美术（fine art）―词。然而，百年前
现代艺术的湧现，颠覆了艺术等同于美术的观念，以致于何为艺
术，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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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于 2010 年 6 月 10-11 日在北京玉泉路校区举办的国际会
议：科学与艺术 • 交叉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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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左边的两本书：《Philosophy of Art》（1999）、《The
Methodologies of Art》（1986），收集了一些关于艺术哲学和艺术
方法论方面失败的理论，右边那本书《The Art Instinct》（2009）作
者是艺术哲学家 Denis Dutton (1944-2010)，他认为艺术无法用一两
句话定义，只能给出关于艺术的 12 条特征：1．直接的愉悦。2. 技
巧与（对艺术品的）爱好。3. 风格。4. 新颖与创意。5. 批判性。6.
表现性。7. 特殊聚焦。8. 个性表达。9. 情感饱和。10. 知识挑战性。
11. 艺术传统与体系认可。12. 具幻想力的经验。不幸的是，所有这
些在另一个也需要创意的科目——物理——中都有，而不是艺术所
独有。（关于第 11 条的进一步讨论见第 6 节。）

图 2. 左：一本收集了定义艺术失败嘗试的书 (1999)。中：一本收集了阐释艺术失败
嘗试的书 (1986)。右：一本较新的定义艺术失败的书 (2009)。

图 3 是关于艺术本质的一本常用的大学教科书，收集了众多不
同领域学者（包括哲学家 Plato、Kant、Derrida，文学家 Tolstoy，心
理学家 Freud，史学家 Collingwood）关于艺术的不同论述，表明了
每人只是描述了艺术的某一方面，没有人知道艺术的全貌，就象瞎
子摸象，没有人知道大象的全貌。换言之，这些人都不知道艺术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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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Thomas E. Wartenberg《The Nature of Art: An Anthology》 (2001) 封面与目录。

3. 艺术与美学
有两千多年的时间，艺术是与审美连结在一起的，以致有人把
艺术等同于美术，从目前众多的艺术学院和艺术馆被称为美术学院
和美术馆可见。其实，情况在百年前已起了变化，从吴大羽（19031988）的画作就可看得出来。 1 吴主要画的是抽象画，他想表达的
主题明显地不是美，而是更多的东西（图 4）。
艺术并不总是关于美的（图 5，左），它也是关于（各种各
样）情绪的（图 5，右上）。它也可以是关于大自然中一切事物的
表达、描述和阐明，就像物理一样。事实上，它甚至是可以不关乎
任何具体的东西的。

吴大羽（1922-1927）：在巴黎学习；1928：协助林风眠组织成立杭州国立艺术
院，任西画系主任；学生：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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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吴大羽、他的画册 (2015) 、他的一幅抽象画。

艺术作品反映艺术家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或世界观。作为对大自
然——包括非生命系统与生命系统（人的感情和人际关系）——的
反映或阐明，艺术受到艺术家和受者（receiver，受众的单数，即单
个观赏者）人性的制约。换言之，艺术不是完全自由的，艺术家也
不是完全自由的，否则，一个艺术作品在几分钟或几小时之内就可
以完成 。当然，某些重要的艺术作品的确是在数分钟之内完成的，
但是，这并没有算入艺术家用在构思阶段的时间。
对艺术本质认知的变化，转折点发生于 1917 年（俄罗斯苏维埃
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那年）。当年，杜尚（Marcel Duchamp，
1887-1968）的《源泉》（图 5，右下）被接纳为艺术品在纽约展
出。该作品是一个从商店买来现成的男性小便器，作者只是在上面
签上（假）名字和写个年份，并决定如何放置展出而已。《源泉》
的出现，废了以前所有的艺术理论，特别是艺术必然与审美有关的
理论。
关于艺术本质的思想混乱，正如上节提到的，自柏拉图以来，
持续了两千四百年，自 1917 年后更进入危机状态，直至 2010 年一
个新的理论的出现，就是由作者提出的从“人科”（scimat）角度
对艺术的阐释2。

“人科”是林磊于 2007/2008 年提出的一个新的多学科。从观念上说，人科把与
人有关的所有事物看作科学一部分，从复杂系统的角度来研究关于智人这物质系统
的种种方面。从学科上说，人科 ＝ 人文学 ＋ 社会科学 ＋ 医学［林磊 2008；
Lam 2008］。见 www.sjsu.edu/people/lui.lam/scimat。 关于人科的中文书有《人科：
作 为 复 杂系 统 的人 文 科学 》［ 博 古 特、 林 磊 2013 ］，是 《 Science Matters》
［Burguete & Lam 2008］的中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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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左：Jean-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的《泉》(The Spring，1820-1856)。右上：
Edvard Munch 的《嚎叫》(The Scream，1893-1910)。右下：Marcel Duchamp 的《源
泉》(Fountain，1917)。

4. 艺术的分类：纯艺术与应用艺术
要了解艺术是什么，可以把所有公认为艺术的东西摆出来，看
能不能找出什么共同点。为方便演示，图 6 列出了一些有代表性、
容易观看到的例子，包括绘画、雕塑、舞蹈、建筑。（下面关于艺
术的讨论结果，其有效性概括了不在图 6 中的非视觉艺术，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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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文学等。）骤眼一看，实在看不出图 6 中所有东西的共同点，
但正如物理（及其他科目）可分为纯物理与应用物理两大类，我们
也可以把图 6 中的东西分为纯艺术与应用艺术两类（图 7）。

图 6. 一些有代表性的艺术例子。

应用艺术在创作过程中就有一些出于实际用途的考虑。比如：
把一个花瓶装饰得漂亮，除了放在客厅里可以增加它的美学价值，
作为商品，可以增加销量；一本技巧高超的政治小说可能会改变读
者的世界观，把她改造成一个战士或者一个革命者；部落仪式中的
集体舞蹈是为了增强群体的凝聚力。显然，建筑属于应用艺术。
纯艺术则是应用艺术之外所有的艺术。纯艺术分两类：A. 目的
明确的。B. 目的不明的。换言之，A 类是（相对）容易看懂的，B
类是（几乎）看不懂的。这两类在图 7 中都有。
纯艺术的 B 类是令人困惑的。它为何存在？有什么用？要回答
这两个问题，我们要上溯到艺术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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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

图 7. 把图 6 中的各种艺术分为两大类：纯艺术、应用艺术。

5. 艺术的起源
关于艺术的起源，曾经存在着两个思想流派：演化的起源说
（先天论）和文化的起源说（后天论）。先天论强调在演化的过程
中，艺术对人类的延续是有益的，因此通过基因一代传一代。后天
论认为，艺术出现之后，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就能维持下去，基因的
作用是没有必要的。这两种假说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直接的矛盾，它
们可以共存并且同时起作用。 问题是，先天论或后天论只是说了艺
术出现后为何能延续下去，而没有说艺术是如何开始的，没有谈到
纯艺术的存在理由，也无法证明它的说法是对的。 在此背景下，一
个新的观点在十年前出现，就是从人科的角度讨论艺术的起源 [林
磊 2010a，2010b；Lam 2011] 。
人科的观点是，人是受人性制约及其演化历史影响的一种生
物；所以，要了解与人有关的深度问题，往往（而不是每次）要回
溯历史，有时要回溯到几百万年前的人类史［Lam 2011］。艺术的
起源就属于这类问题。要了解艺术的起源， 先要了解人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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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一切都源自 137 亿年前的大爆炸。其后，原子生成3，一
部分在 47 亿年前聚合为太阳系，其中一个行星就是地球。过了 10
亿年，生命在地球出现。经过漫长的演化，人类与黑猩猩（都是鱼
的后代）于 600 万年前分了家，一直到 19.5 万年前现代人（智人）
出现（表 1）。4
表 1. 人类演化简史 [Lam 2011]。
年前
600 万
350-180 万
200 万
180 万

演化

迁徙

生活

与艺术有关

人类与黑猩猩世系分离
原始人从森林转去大草原；开始吃肉
直立人出现；大脑已有所增大；具模拟能力
走出非洲第一波

160 万

开始用火；会做较复杂石材工具

40 万

有煮食证据

19.5 万
6万
3.5 万
1万

智人（现代人）出现
走出非洲第二波（图 8）
洞穴画出现（在法国、西班牙…）
农业开始；村落出现

5.5 千

青銅时代开始

5千

書写证据出现

从绘画的角度看，3.5 万年前的洞穴艺术已经并不简单，相当成
熟，不是我们一般人能轻易画出来的（图 9）。用火（160 万年前出
现）和烹煮食物（40 万年前出现）这些不简单的发明，远早于 19.5
万年前智人出现的时代（图 10）。这些都指向一个事实：艺术可能
起源于 100 万年前。

大爆炸后不久，轻的原子（氢、氦）出现，较重的原子（碳、氧、铜⋯）来自某
类星体，当星体收缩崩塌爆裂后散佈于太空，金和银则来自中子星的碰撞。换言
之，地球上所有原子都是外来的，在地球生成时就存在，没有新的。我们身上的每
个原子都是来自别处（可能是古人身体）、重复使用的原子。我们都是回收后的星
尘。［Lam 2020］
4 本文中，人 = 人类，包括在表 1 中不同时期出现的原始人和现代人；现代人 = 智
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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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人类走出非洲第二波。

图 9. 法国西南 Lascaux 的洞穴绘画（c. 15000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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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左：原始人群居。右：人类 160 万年前已会用火。

没有人能够确定艺术是如何起源的，因为时间太过久远，没有
任何记载。但是，因为人类演化的速度很慢，我们祖先的本能和我
们自己的不可能有太大的差别。因此，可以做出合理的猜测，艺术
可能是这样开始的：
让我们设想一下，100 万年前，在非洲的某个地方，有一个由
十多个人构成的、一起住在洞穴的群体，当一场大雨持续三天三夜
的时候，他们会干什么呢？假设他们刚刚进行过一次收获颇丰的狩
猎，食物很充足，不必急着去准备下次狩猎。性的活动也无法占用
那么多的时间，而且，性生活频繁，所有的女性早就怀孕了。所
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开始去做一些“没用”的事，只是为了
“杀时间”（kill time）5。某个人可能会用树枝，把另一个人映在
地上的影子沿着轮廓在泥地上勾画出来——早期的绘画，或者用树
枝敲打一根树干，模仿洞外的雨滴声——早期的音乐，或者手舞足
蹈给别人讲他打猎的遭遇——哑剧，又或者在一根搁于石块的树干
上保持平衡——早期的表演艺术。此时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作为消闲
出现的。进行这些活动需要“模拟能力”（mimesis）——表演、模
仿、指画、技能的操练等，不需要太高的智力，而这些模拟能力在
200 万年前早已具备了 [Donald 2006]。
雨停后，大家又要出去狩猎，此时因为怀孕或要照顾小孩的妇
女还得留守，就要求之前表演不错的某个人陪陪她们，杀杀时间。
在此，“杀时间”指“消磨个人的业余时间”（即“可自由支配、工作后剩余的
时间”），不管什么理由，不一定是由于无聊。这个词没有价值判断，是一个中性
的名词。如何杀时间是区别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后者主要是以无所事
事来杀时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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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人类史上的第一个职业“艺术家”，通过娱乐大家来换
取食物。他或她留在住处，而不必出去狩猎。换言之，
1.

第一个艺术家可以是男的或女的。

2.

艺术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安全的职业。（之前只有另一个职
业——狩猎，那是危险的工作。）

这第一个艺术家就算不出现在山洞里，也会出现在一百万年前
漫长的岁月里，因为当时人类的业余时间实在太多了，而各种杀时
间的现代方法（报纸电视等）还未出现。最后，这个情况在人口达
到一定数量时就更会发生，因为足够大的群体可以供养这样的一个
艺术家。同样重要的是：

•

因为艺术家是一个安全的好工作，所以这个职业从一开始就存
在着激烈的竞争，而竞爭的有效方法就是通过创新，所以创新
在艺术这行业从一开始就存在。

•

保住这份好工作的方法，除了创新就是减少竞争，所以早期的
艺术家对自己的技艺严格保密，只把技艺传给自己的儿子6，或
进而在活动中加入神秘的元素（巫师的起源）。

•

市场需要和正反馈效应保证艺术作为一门职业，建立后就不会
消失。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的发展，更多的艺术种类出现了。比
如，颜料的发明使绘画有了彩色，有了语言便有了歌唱，有了文字
便有了文学。只有当人类有了大量的剩余时间和足够的市场需求
时，纯艺术才最终出现，在此之前的都只是应用艺术。当然，此后
应用艺术与纯艺术就同时存在。
艺术能在百万年前出现，是基于三个条件：
1． 人类已有模拟能力
2． 超多的剩余时间
3． 艺术不一定需要语言和文字（那是智人出现后才有的）

在亚洲的一些国家，这个不传外人的传统至今仍保留着，比如在武术界和中医
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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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拉开与其他动物距离的，在硬件方面是直
立的出现及大脑增大，在软件方面就是艺术的出现。艺术的出现与
发展加速了人类思维和想象力的广度与深度。硬件与软件同样重
要，缺一不可。7

6. 艺术的本质
艺术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种，它的目的是通过受者的感官，
刺激受者的神经元（可能会引起可观的后果，也可能不会）。事实
上，其他领域中好的工作都需要创造性，所以创造性不是艺术特有
的，但艺术是针对受者的神经元的，这才是艺术特别的地方。比
如，纯科学的目的是了解大自然是如何运作的，它不针对任何人的
神经元，甚至不需要任何人（除了研究者本人）接收研究结果。
根据定义，应用艺术是有用的艺术，而纯艺术除了能锻炼受者
的大脑——提供快感或者刺激这个人的思维——似乎没有用（或任
何可观的后果）。事实并非如此。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回顾
纯艺术出现的历史。
虽然艺术在百万年前最初出现时，只是为了简单地杀时间，但
随时间推移，由于艺术家这职业的先天竞争性（见上节）、人类生
活的复杂化（如信鬼神、语言、文字的出现），艺术的内容和形式
日趋复杂。比如，画有风景画、人物画、宗教画，雕塑有铜雕、石
雕、玉雕。
然而，在欧洲，艺术家可以自由选题是最近 200 年艺术自由市
场出现后才有的，之前的艺术作品主题都是由僱主决定的（如人物
画或牆上的宗教内容）。是自由选题让艺术家能为艺术而艺术，才
有了纯艺术 B 类的出现。8
具体来说，100 多年前照相技术的出现迫出了 1874 年的印象派
画风，以塞尚（Paul Cézanne, 1839-1906）为开山的现代艺术引出抽
象艺术，视觉艺术（画、雕塑）从而摆脱了写实或形似（见图 4
现代研究发现，思维与大脑（mind and brain）是互为影响的。比如，失恋会头
痛，头痛会引致脾气不好（可引致失恋）。见 https://zuckermaninstitute.columbia.
edu/。
8 欧洲早期艺术家需要僱主（或称赞助人），部分理由是油画材料和石材等都需要
相当成本。在中国，绘画与书法只用到笔墨纸张，成本不高，画家亦早可以自由卖
画卖字，但选题不广，没有出现天马行空的纯艺术 B 类，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不鼓励
个性发展和创新精神有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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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 11 右上），1917 年杜尚的《源泉》则让艺术几乎摆脱了艺术
家（见下面）。是这类非写实或“无厘头”的纯艺术 B 类特别令人
不解，它们的本质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比较一下各类艺术品的杀时间功能。
虽然所有艺术都能杀时间，但对应用艺术来说，其杀时间功能已退
居末位。比如，在咖啡杯加上漂亮图案只是为了让杯子更好看並卖
出更高的价钱，而不是想延长你喝咖啡的时间。而对于纯艺术 A 类
作品（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Mona Lisa），作者在满足僱主
的基本要求（为指定的人描象）外，使用混身解数，让人物的微笑
有多种解读，增加了观众的回头率，所谓百看不厌，也就增加了作
品能杀的时间长度。而纯艺术 B 类更进一步，虽然画面表面上可能
更简单或超简单（如图 4 右、图 7 右方的紅正方、图 11 右上），但
更能引起观者的各种联想，因此能杀更多的时间。换言之，纯艺术
的本质是回归艺术百万年前开始时的功能：杀时间。9
在此，我们给出好的（能留传久远的）纯艺术的 5 条判据：
1． 针对受者的神经元
2． 能杀受者的大量时间
3． 温柔地、无害地杀时间
4． 消极性
5． 人的创造或参与
需要逐点解释一下。1.这是一切艺术的基本特征。这个受者
（或受众）是个观赏者，可以喜欢或不喜欢这艺术作品（比如艺术
馆中的观众）。
2.纯艺术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杀时间——受者的时间。而好的纯
艺术能杀大量的时间。事实上，一个重要的艺术作品会让受者在首
次和以后欣赏它时，花大量时间去深想它。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和杜尚的《源泉》就是例子。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一部艺术电影或
者一部好的戏剧，虽然观看时间只是两个小时。
这个解读来自创作者与受者以外的旁观者角度（旁观者清）。前两者在创作和观
赏时不大会想到杀时间，创作者可能只是想表达她对某些东西的想法和情绪，而受
者则可能从作品得到其他的想法或享受。任何事物的直接参予者通常不会管到或意
识到所做事情的本质（当局者迷），就像汽车上的驾驶和乘客不会想着或想到汽车
的本质：一个能把人或货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地点，有四个或以上轮子贴地行
走，利用非人或畜提供动力的载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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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左：Marcel Duchamp 的《折断胳膊之前》（In Advance of the Broken Arm, 第
4 版，1964；首版 1915，已遗失）。右上：吴冠中的《横空》（2008）。右下：林
磊的《画框后的石头》。

3. 但是，只是能够杀时间还不能被称为纯艺术。娱乐和毒品也
可以杀时间。不同的是，纯艺术可以温柔地、无害地杀时间，而娱
乐活动——比如一场精彩的世界杯足球赛——每隔 10 或 15 分钟就
可能刺激一下你的神经元，这种刺激是不能持久的。同样地，毒品
的作用通常不是温柔的，而且吸毒会把你送进监狱。换言之，纯艺
术允许我们感觉良好地杀时间，它们不会剧烈地刺激我们的神经
元，因此能让我们願意频繁地去重温它们。
4. 人们并不想积极地投入他们做的每一件事。结束了一天的辛
苦工作，很多人想通过看电视来消极地放松自己，那些热爱艺术的
人则是通过听古典音乐或用其他消极的方式来放松。周末，他们可
能会阅读一本书或者参观艺术馆，消极地欣赏艺术。事实上，从绘
画到文学再到表演艺术，就受者而言，消极性是所有伟大艺术的标
志。 这就是为什么互动的艺术没有火起来，而且将来也不会火起
来。太多的互动对纯艺术不利。
5. 根据定义，艺术必然是人创造或者参与的 10 。这并不是说艺
术家不能使用（自然的或人造的）材料或是借助于机器或电脑来工
10 据此，由非人（如黑猩猩、马、完全自主的机器人）创作出来的画，不管多
好，只要其创作者的非人身份被公开，则此画就值钱不多，原因在此。如果愿意，
它们可以称为“黑猩猩艺术”等，而艺术，根据定义，必然是“人艺术”。体育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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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当然，他们可以这样做，而且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依此判
据，趟在路边的一塊石头，不管如何漂亮，都不是艺术品。然而，
如果你为这石头拍个照，这照片可以成为艺术品——摄影艺术，因
为经过你的参与11 。你也可以把这块石头带回家，放在一个画框后
（图 11 右下），你就马上成为一个艺术家，因为通过那画框，你告
诉受者（观赏者）你想她从那个角度看这塊石头——你插了一手—
—你的参与。当然，这不保证这个“地质艺术”是个好艺术。
综上所述，纯艺术是由人创造，或由人参与创造的，它的目的
是温柔地、无害地杀受者剩余的时间，并且让受者消极地体验它。
根据这个理解，很明显，纯艺术的内容或形式是次要的 12 ，它们是
为判据 2 至判据 4 服务的。

7. 艺术与科学
科学是人类了解自然界（包括人类系统与所有非人系统）所有
事物的努力和成果，而不引入上帝/超自然的考虑 13 [Lam 2008，
2014]。对非人系统的研究，一般称为“自然科学”，是科学的一部

动与此相似：人们特别关心人跑一百公尺最快多少秒——人的速度，而不是狗的速
度。
11 同理，天上的云和彩虹、日出、日落、自然风景，不管多漂亮，都是大自然的
“杰作”，不经人手，所以不能称为艺术，但若有人把它拍下来，就可能成为艺
术。与此类推，实验室中看到的漂亮图案（可能通过显微镜或其他工具），都不是
艺术，但拍下来，框好，签个名，则作别论。
12
这并不是说内容是不重要的。以杜尚的《源泉》为例，那个买来的小便器是一个
形状不太简单的物件，能激发起各种有趣的联想，符合判据 2。比如，那个小便器
放置的方向，那个洞，甚至可引起性的联想。如果他把这个小便器换作一个简单的
饭碗，这件艺术品就成不了。或者，他把这个干净的小便器换作一个脏的，也成不
了，因为这样会让受者感觉不舒服；这件作品就会失败，因为它违反了判据 3。事
实上，杜尚在《源泉》前两年，从店里买来一把雪铲，吊在他工作室的天花板上，
把这“作品”题为“In Advance of the Broken Arm/(from) Marcel Duchamp”（《折
断胳膊之前》/来自杜尚，图 11 左），並没引起任何轰动，即使他自己称之为艺术。
理由是：这雪铲形状太简单，引不起任何复杂的联想，也就杀不了多少时间，不符
合判据 2；是艺术，但不是好的艺术。
13中医学有实践，有理论（不一定对）。据此科学定义，中医学是科学。中国古代
有中医学，所以有科学。（见我 201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科学院大学报告，https://
www.sjsu.edu/people/lui.lam/scimat/191230-Defining%20science-Guoked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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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学的其余部分是对人的研究 14 ，称为“人科 ” ，分散于人文
学、社会科学、医学三类研究中。换言之，科学 ＝ 人科 ＋ 自然
科学。
艺术两字的涵义，包括艺术创作的思考和过程、艺术品、艺术
研究。艺术研究是科学的一部分，艺术创作的思考和过程如果整理
出来，也可以是科学的一部分，但艺术品不是。

7.1 艺术与科学的关系
当人们谈到“艺术与科学”时，一般指的是艺术与自然科学的
关系，这节並不例外。这方面的书不少，如《Art and Science》
[Strosberg 2001] 、《Art and Science》[Ede 2005]、《Artscience》
[Edwards 2008]，更多文献见 [Lam 2011]。遗憾的是，所有这些作者
对这问题都有所误解，主要是由于他们对科学的本质与范畴、艺术
本质与起源的认识是错误的。我们人科的观点见表 2。 更多讨论见
[Lam 2011]。总的来说，
1.

艺术与科学关心的事情相同，都是宇宙中的一切，但重点不
同。到目前为止，艺术关心的主要是人类系统——复杂的系
统，而科学关心的主要是非人系统——简单的系统。所以，把
艺术做好比把科学做好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世上好的艺术家比
好的科学家少的原因。

2.

科技的创新往往能促进艺术的创新，反之不然，但艺术家与科
学家之间有相互启发的例子 [Lam 2011]。

7.2 艺术与科学的重要性
很多人都曾经谈到艺术与科学的重要性。在中国，蔡元培百年
前指出，“故世之重道德者，无不有赖乎美术及科学，如车之有两
轮，鸟之有两翼也。” [龚镇雄 1998]。其后，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
换个说法，将艺术与科学比作一枚硬币的两面 [李政道 2000，页
138]（图 12）。

14

马克思的观点与人科的一致。他于 1844 年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
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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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艺术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特征

艺术

科学

目的不同

艺术的目的是刺激受者的
神经元

科学的目的是理解大自然是如何运
作的

受者有无

艺术需要一个受者（欣赏
者）

科学不需要受者（但是必须跟大自
然对比，让大自然来裁判；甚至不
必出版论文）

内容相同

宇宙的一切（特别是人类
系统）

宇宙的一切（特别是非人系统）

方法不同

表达感受，不问为何

不管感受，必问为何

历史不同

艺术在百万年（至少 3.5 万
年）前就出现了

科 学 是 2600 年 前 ， 由 泰 勒 斯
（Thales）开始，有了语言和文字
后才诞生的

艺术与科学
之间的关系

• 两者都包含创造性过程（原因不同）——但是其他的一些人类
活动也是如此
• 艺术是人类的创造，反映人类世界/非人世界。这两个世界背
后的原理，也就是科学家研究的同样的原理（比如对称性、自
发对称破缺、分形、混沌、活性行走）
• 科学（和相关的技术）的进展推动了艺术的发展。比如，颜料
→ 彩色绘画，胶片、照相机 → 摄影艺术，电 → 电影，激光 →
光艺术，计算机 → 数字艺术

图 12. 上：蔡元培。下：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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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这些比喻都是有问题的，原因是：
1.

艺术与科学并不像鸟的两翼、车的两轮，或硬币的两面，因为
艺术与科学不是同时出现的。

2.

艺术与科学在人类发展史上也不是同样重要的。

事实上，几百万年前，原始人群居时就必有伦理，如“不准吃
睡着的人”，否则大家如何共同生活？其后社会变得复杂，伦理也
就变得复杂，如“不能偷邻居的羊”。换言之，伦理是维持当时社
会的唯一支柱，一直到百万年前艺术出现（第 5 节）。之后，伦理
与艺术成为支撑社会的两根支柱，一直到公元前 600 年。二千六百
年前，古希腊发明了科学，近 400 年现代科学突飞猛进，极度左右
了社会经济和大家的日常生活。从此，所有现代文明都拥有三项要
素：伦理、艺术、科学。15
相对来说，伦理在三项中最重要；“礼乐崩，国安在”，即：
伦理破坏则社会失稳。次重要的是艺术；艺术除了在人类演化史上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 5 节），在现代是保证了人的精神生活品
质，让生活值得活下去。科学是最不重要的，因为科学的主要功能
是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及延长寿命；想想没有手机之前的生活就
知道：不方便但更闲适。
所以，关于艺术与科学的重要性，更好的描述是：艺术、科学
与伦理是支撐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图 13）。

图 13. 支撑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伦理、艺术、科学。伦理开始于几百万年前，艺
术百万年前，科学 2600 年前。艺术比科学早诞生百万年。
文明（Civilization）大于并包含文化（Culture）。文明中如飞机和水坝，与科技
有关，与艺术无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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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艺术家与科学家
有科学家工作后拉拉小提琴（爱恩斯坦），有艺术家画画与解
剖尸体同时进行（达•芬奇），但没有人同时以艺术与科学为业，都
是一主一次的，因为艺术与科学都需要专心才能做好，所需人的素
质不同，很难兼备。然而，好的艺术家与科学家都是搅创意的，在
工作中彼此关注和相互启发是常有的事 [Miller 2001]，更有成为好
友的。

8.1 科学家的艺术
科学家有业余时画点画的，通常在立业成名之后，如诺奖人费
曼（Richard Feynman, 1918-1988，图 14）与李政道（图 15）。无一
例外，其艺术水平与专业的有段距离。

图 14. 费曼及其画作。所示作品出现在图右上方的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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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李政道及其画作。所示作品出现在图右上方的书中。

8.2 艺术家的科学
艺术家也有稍为从事科学工作的，如 达 • 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图 16）。他艺术是科班出身，但无科学训练，
所以是“民科”（民间科学家），也就未能把他的科学观察升华为
科学理论。
总的来说，艺术家的科学做得比科学家的艺术好。

8.3 艺术家与科学家的互动
过去，李政道与中国科学院于 1987 年举办关于科学与艺术的国
际会议，参加者包括科学家与画家。1988 年 5 月，中国高等科学技
术中心举办“二维强关联电子系统国际会议”。吴作人在看了李政
道的科普介绍后，用“两仪”变形图案表现二维强关联电子系统，
创作了《无尽无极》（图 17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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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李可染为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举行的“相对论性重离
子碰撞国际学术研讨会”创作了主题画：《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
态》》（图 17 右）。
这些互动是在最表面层次的互动，是单向的，即艺术家在科学
家的牵引下把一些科学原理用绘画表达出来，有点科普的味道，对
艺术或科学的发展或相互促进贡献不大。

图 16. 达•芬奇的科学观察成果。

图 17. 左：吴作人的《无尽无极》 (1988)。右：李可染的《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
态》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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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当前的建议
建议两点管用的：
1.

艺术家与科学家交朋友，一起看日落去（图 18），应能擦出火
花。

2.

艺术家与科学家买我的两本书并细读首章（图 19），这两章简
明透澈地澄清关于艺术和科学的最基本问题。

图 18. 艺术家与科学家一起看日落。

9. 文化自信：苏轼的主张
苏轼（1037-1104），即苏东坡，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以诗词
画及东坡肉留名 16 。苏东坡留下的字不少，留下的画只有两张：
《枯木怪石图》于抗战时期流入日本，另一张《潇湘竹石图卷》在
北京的中国美术馆 [李健亚 2012]。他主要画墨竹、怪石。他主张：
画竹不要写实形似，应画出竹的本质，所谓“得之象外” [王金山
2006]。他认为，竹的本质是飘逸，所以他画的竹无竹节，叶子可以
脱离竹枝，悬浮空中，就是为了显示飘逸。与此相反，他同代人文
同画竹，则每片竹叶都连在枝上，又密又烦，相当俗气（图 20）。
苏轼的主张：画画画本质，与现代艺术之父塞尚的主张完全一
样（图 21），只是苏轼比塞尚早了 800 年。苏东坡之未能成为现代
主义开山，是因为后继乏人，缺了抬轿的人 [Lam & Qiu 2011]。
关于东坡肉的考据及菜谱，见 [Lam & Qiu 2011]。苏轼的主张不涉政治，比孔子
更适合作为中华文化的符号，就像莎士比亚之于英国。
16

26

林磊： 论艺术.《艺术与科学之问》 2020

图 19. 林磊（Lui LAM）谈艺术与科学的两本书：《Arts》（2011）与《All About
Science》（2014）； 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新加坡)。

图 20. 苏轼与他的画，文同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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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塞尚与他的画。他死前一年画下他家附近的一座山的本质--抽象画萌芽。

10. 其他
本节拉杂谈一些与艺术有关的问题17。
艺术之重
1.

【人的道路】人的道路最好每人为自己决定。值得参考的意
见，首先来自诗人、文人、艺术家，不是科学家，更不是哲学
家。

2.

【艺术之重】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是：伦理、艺术、科学。科
学不单是精神世界，其适当应用关乎经济、医疗与和平。伦理
也不只是精神的，是维持社会秩序与和平相处的工具（孔子致
力于此可见，为了维稳）。艺术有助于让我们愿意在这（哲学
上）无意义的世界活下去。

3.

【两种排序】就文明而言，以幸福感为标志，社会分两类，是
建基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国内叫三观）。按科学重要性排
序，有些社会是：科学（促经济）＞ 艺术 ＞ 伦理，另一些
是：伦理 ＞ 艺术 ＞ 科学。艺术都排在中间。

4.

【三大领先】中国除了四大发明，还有三大领先：1. 管子领先
泰勒斯：万物水做。2. 苏东坡领先塞尚：艺术的现代主义。3.

17

有些可作为硕士或博士论文的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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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领先美国：通识教育。三大领先人物：管子、苏东坡、
蔡元培，涉及科学、艺术、教育三领域，可惜都没能在国内传
下来，让西方后来居上。
5.

【人文之学】人文学比自然科学（非人系统的研究）重要，因
为人的幸福来自人文学，其研究内容包括艺术、人际关系、人
的决策。

现代艺术
6.

【现代 vs 古典】现代艺术较古典艺术（如抽象画之于写实画、
现代舞之于芭蕾舞）更能表达作者的思想、个性，或勾起受者
的思绪、联想。国内艺术人或决策者可能不懂这点，或懂但不
敢、不能勇于解放自己、解放思想，也就未能踏入现代艺术之
门。这门一定要入吗？不是的。能跳过现代艺术这阶段（毕竟
自塞尚 1906 年去世后已走了 114 年）更好，但要发明、创新一
个新的风格（阶段）更难，就像不走过牛顿力学而直接发明狭
义相对论一样难。中国能吗？艺术或科学的东东，谁都不能说
绝不可能。问题是：这创新如需等百年或千年，你愿意等吗？
能等吗？

7.

【现代艺术】现代艺术不是让观者看懂的，与古典艺术进路不
同；前者目的是刺激你思维，观者想啥都成。早期，达•芬奇的
《蒙娜丽莎》已开始这路数，其迷人之处就在看极不明，所以
百看不厌。

8.

【作者之死】与古典艺术不同，抽象艺术不需要理解，不要求
理解，只要感受、思考、欣赏。在这里，思考是任意思考，不
必包括或限于对画家想表态什么的猜想或思考（即有人说的：
当一个作品出现后，the author is dead ，读者就不用管作者
了）。自由与解放，就是现代性的主题。个人选择，完全可
以、尊重，是自由所包含的。

9.

【公众艺术】公众艺术水平，决定于拍板者的艺术修养，不一
定反映该地艺术家或群众的艺术水平 [Lam 2011]（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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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中国的两座建筑：拍板者的艺术修养决定公众艺术的水平。

艺术制度
10. 【艺术审查】在外边，艺术审查众人定。历史上纽约为审查一
件进口品《鸟》（The Bird，图 2 中），是艺术品或只是金属制
品（后者要交税），临时成立个专家委员会去判。以前有些城
市亦有委员会，审某电影是艺术或色情；委员会由普通人加
“专家”（如宗教人士）组成，代表民意和当时当地道德标
准，基本上是陪审团制度。
11. 【艺术电影】大陆影视剧没分级，每部剧都是给一岁到百岁同
看的，都要能看懂，那就只能每部都是儿童剧、童话故事，结
果就像艺术界出不了裸体雕塑或裸体画一样。影视与其他媒体
（绘画、摄影…）一样，可以是娱乐媒体，也可以是艺术媒
体；这个认识，在大陆尚未普及。电影在韩国分级（因而艺术
电影可公映），也经过一个历史过程。电影发展，系于决策者
对电影这媒体的理解，一念之间的事。
艺术历史
12. 【理性与浪漫】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为人类提供了好艺术（达•芬
奇、Michelangelo），紧跟着提供现代科学（伽里略）。英国
为人类提供理性（大宪章、牛顿、达尔文）。法国启蒙运动开
启了人的科学，之后为人类提供了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博
爱）、浪漫（芭蕾舞、电影、艺术的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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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东坡生平】苏东坡，东坡肉之父，文人第一号。东坡生活看
似简单、洒脱，首因是他不缺美女环伴，生活从未到无米下
锅，简单洒脱应是他的选择（但无法得知，因他从未富过）。
他能活下来，除了父亲让他早读书、早懂事，还得感谢红颜
（除了家里的，包括皇后），更重要的是他活学活用了儒释
道，不拘一格，在无心理治疗师的年代，为自己做了心理治疗
[Lam & Qiu 2011] 。
14. 【简→繁→简】西方的洞穴画是简的，现代艺术的精神也是简
（简约，elegant）的。西方艺术史，艺术形式上是“简→繁→
简”的历史，但艺术思维卻是“简→繁”，愈来愈复杂。中国
商朝的出土玉雕是简的，后来的艺术趋繁。中国艺术史，艺术
思维是“简→繁→简”，艺术形式是“简→繁”，还未回归简
（图 23）。会吗？

图 23. 艺术史“简→繁→简”之路。

艺术之道
15. 【艺术求真】科学与艺术不一定是关于美与善：大洋中大鱼吞
小鱼就不美不善，杜尚的《喷泉》也不美非善。但两者都追求
“真” ——真实的真，非真理的真，后者无人知道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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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落日出】有人说艺术有 7 种功能：记忆、希望、哀愁、重
获平衡、自我认识、成长、欣赏。问题是，这不是艺术特有
的。看好风景（如日落、日出）同样可以。
17. 【类比与逻辑】科学思维方式有两种：1. 类比、幻想、直觉：
解释现象或新数据的第一步，是猜理由或结果，这些都会用
上。2. 逻辑思维：这是第二步。所以，说古希腊或西方科学靠
的是（欧几里德式的）逻辑思维（而不重视类比）是只知其
一。类比与逻辑同样重要，很多科学家只拥有二者之一（如
Edward Teller，氢弹之父、杨振宁博导，善于前者；华人理论
家包括李、杨，善于后者），同时拥有二者的才是厉害的大师
（如阿基米德、爱因斯坦、费曼）。类比与逻辑要结合，之后
由实验检定。所以科学思维可以离谱，可天马行空，但不会走
偏。艺术家类比用得较多（特别在诗作），但逻辑不一定缺位
（如达•芬奇画《蒙娜丽莎》时要用到几何透视）。科学研究与
艺术创作不同之处：科学不会走偏，艺术无所谓走偏。
18. 【残缺美】条条大路通罗马，而罗马——艺术的目的（地）—
—是杀时间（让人百看不厌，见第 6 节）。路数 1：求美。艺术
求美是一条捷径，利用人类演化出来对美的偏好，容易获取回
头率。然而，求美只是通罗马的路数之一，虽然有效了两千多
年（见第 3 节）。路数 2：追求艺术与科学完美结合。路数 3：
残缺美，如瓷器烧坏烧出裂纹——裂纹釉，打破园柱形对称。
日本有人发扬光大，特意为之，通过设计控制裂纹的生长。
19. 【艺术裸模】1. 做人体雕塑（不管穿衣与否），学习、练习时
是一定要从裸模开始的，才能知道每块肌肉和血管的位置、大
小、走向，那在塑像表面刻上贴身衣服时才不会走样。达•芬奇
比其他同行更进一步，他解剖尸体，加深准确认识（他同代同
行也有人如此做）。2. 艺术作品中（不管是摄影、绘画、雕
塑）如想表达“人”，而不是某时代、社会时期的人，必然要用
到裸的人体，否则主题和传达的意思就会走偏（因衣物会给出
人以外的讯息）。3. 国人不懂这些艺术原理，如举国通过法律
命令，说不能有裸体的任何东东在公众地方，那当然可以，也
有权这样做，就像一些中东国家不让妇女开车一样，依他们习
俗、法律，完全可以，虽然会引起该国部分妇女及国外一些人
士不满，进行善意的规劝或抗议。4. 任何一国作出这种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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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自外于世界。5. 任何国家（包括中国）都有春宫画（书店
可买到），性、裸体在历史上从来不是绝对禁忌（孟子公开
说：食色性也），只是能在公众地方展示多少才是一个争论的
题目，其答案依时空而异。比如：妓院在国内在 1949 年前合
法，后来不是；在某些西方国家（法、德…）以前不合法，现
在合法。6. 任何事物，通过讨论、争论、抗争，都会把红线往
前（不排除向后）推，就像物理的进步过程一样，通俗的说法
是：创新。全民创新，应包括艺术创新。
20. 【iPad 画】对艺术人来说，iPad 有两个用处：1. 打草稿。油画
材料很贵，建议买个大 iPad, 下载个（付费）软件，点一下可选
油画或水墨等，可用笔或手指。写生或平时，用 iPad 画几个版
本，存放（所以 iPad 容量要买最大的，多不了几个钱），比较
后选一或二个，才真的画在布上。省钱、省时、环保。2. iPad
画。有职业画家用手指作过 iPad 画（即用 iPad 代替画布），效
果超好，不知道后来为何没成潮流或支流。多办 iPad 画比赛和
展览，除了艺术多样化的考虑，是作画普及化，因为目前的电
脑都可用手指在屏幕上画，几乎所有人、所有学生都可参予。
21. 【好的对的】不是所有艺术都是好的，不是所有科学都是对
的。艺术有好坏之分，科学有对错之别，最后能留下来的，是
好的艺术、对的科学。
22. 【艺术伦理】别搞伤害（或侵入）身体（包括自己的、他人
的、蝴蝶的、其他动物的…）的艺术。艺术有伦理底线，就像
任何人类活动一样。
23. 【悲情无痕】庚子大疫，未见反映病患的艺术作品，悲情无
痕？！什么重要，是每个人（包括艺术家）自己要决定的事。
我以为，好的艺术作品应是当艺术家感触、感动极深，不吐不
快时做出来的，无需考虑与发表有关的非艺术问题。就像热恋
中人那种...
艺术教育
24. 【读点哲学】一幅画令受者（观画者）反复看、回味，是因背
后有“思想”，虽然受者不一定、也无需猜到画家到底想说的是
什么。建议所有艺术家看点容易看的哲学普及书，推荐从这本

33

林磊： 论艺术.《艺术与科学之问》 2020

开始：西班牙人 Fernando Savater 的《哲学的邀请——人生的追
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5. 【思想重要】艺术作品除了好看，可以更好。所有艺术作品除
技法（那不难学）外，除表面的好看外，会传达作者的内心感
受、思想，是这思想决定艺术品之高低（非技法）。艺术人如
何提高自己的思想内容与素养？我主张去看哲学家写的小说，
比如：加谬的《局外人》。哲学如果要读，读老子、庄子（够
含糊）及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够清晰）就行，其他都是浮
云。例子： 文学诺奖人 Bob Dylan 的歌并非唱声特好、曲调特
美，是歌词特深、够复杂。唱声与歌词俱佳的是 Joan Baez 的反
战歌。
26. 【美术学院】国内外美术学院的缺点是：技法教得多，思想教
得少（因非综合性大学）。所以，美术院毕业生离校后要自己
把思想补足，像体验生活（多干几个行业，从卖红薯、送外卖
开始），多谈几次恋爱。失恋比恋爱深刻，对艺术人特有用。
君不见很多好的流行曲都是谈的失恋之后？
27. 【看不懂】现代艺术的魅力，就是让不同人看到不同的东西，
每次看到的都不同。可惜一般吃瓜群众和很多艺术决策者不
懂，总是说“看不懂”，或问不该问的问题：这作品讲什么？学
校的艺术中人急需向科普界学习，做点艺普。比如，每个艺术
中心或学院该有个艺普平台。
28. 【艺普与科普】艺术家创作艺术品，一般不做艺普；艺普是艺
术创作外、依附于艺术创作的行业。科学家相当于艺术家，科
普人相当于艺普人。艺普的重点是艺术欣赏，而不是艺术制作
机理（虽然是艺普一部分）。科普可参考，开辟“科学欣赏”
新方向。目前科普的一个误区是假设大家都会享受思考、了解
细节，不是的，思考是一件很累的事（这是信教人数超多的原
因之一）。准确解释科学现象和理论，理科生可能较好（也不
一定，有些理科生就是不会与人沟通）。科普，无论是解释机
理或促进科学欣赏，都牵涉传播与交流，必然是文理交融之
事。要做好科普，要文理携手、合作；艺普，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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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艺术欣赏】牛顿不会 画画，不是人人都能画 画（亦无必
要），但希望众生能欣赏艺术，那能做到。法国几乎全覆盖，
从小学生做起，每月带她们上美术馆起码一次。
30. 【艺术研究】诺奖人费曼（我博导的博导）认为哲学对科学没
用。他是对的，因为目前哲学（或科学哲学）没进步到能指导
科研，就像艺术研究未能指导艺术创作。将来谁都不知道。
艺术创新
31. 【传承与创新】艺术向前走，需要创新、新主意，不管用的是
什么新媒体、手段。比如：国乐的乐器好像几百年或千年没改
变。为啥？是不能改？不敢改？对已有艺术的态度，不管那一
种，都应是两条腿走路：A. 保留好的、旧的，叫遗产。B．发
展好的、改良坏的，叫创新。两者不冲突。若只有 A 没 B（如
说书、京剧、昆曲…），则会没落、终至消失，反而保留不
了。艺术学校，应同时训练两种人才：1. 只做 B 的。2. 同时做
A 和 B 的。不该有只做 A 的（那叫埋没人才，招不到一流学
生，因有点无聊），而这正是当前文化遗产保留的盲点。
32. 【裂缝杂草】与其他很多东西的水平一样，艺术创作水平取决
于有容许出现异种的空间或裂缝。无裂缝的水泥板长不出杂
草，而创新就是杂草中有用的那种。当然，有了空间，却又有
见杂草就拔者，也出不了好艺术。就艺术而言，创作者与拍板
者的水平同样重要。
33. 【吃艺术】以食物为基础做艺术品是一门新的艺术品种：吃艺
术（Eat Art），我命名。又艺术又好吃，能吃能看（图 24）。

图 24. 吃艺术（Eat Art）两例: 左：果雕。右：树莓上釉的甜甜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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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结论
以下是本文的主要结论。

1.

艺术在百万年前（3.5 万年前洞穴画之前）就出现了。

2.

艺术的出现与发展加速了人类思维和想象力的广度与深度，令
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拉开与其他动物的距离。

3.

艺术可分为纯艺术和应用艺术。

4.

纯艺术是由人创造，或由人参与创造的，它的目的是温柔地、
无害地杀受者的剩余时间，并让受者消极地体验它。

5.

纯艺术的内容及形式随时间与地域改变，由艺术家主观决定。
艺术品的观赏刺激受者的神经元，令受者进行思想活动并获得
某些精神上的回报，其客观效果就是杀受者的时间。

6.

如何杀时间是区别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

7.

科技的创新往往能促进艺术的创新，反之不然。

8.

艺术家与科学家交朋友对双方有益，能刺激思维及创意。

9.

苏东坡在塞尚前 800 年，主张画画要画出物件的本质，几乎成
为现代艺术的开山。要有文化自信。

10. 艺术、科学与伦理是支撐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
11. 艺术令生活值得活，科学令生活更舒适。艺术比科学重要！
感谢
本文是在我的报告“艺术的本质及其与科学的关系”基础上写
就的，脱稿于庚子大疫年 5 月 12 日加州硅谷封城之时。感谢中国科
学院大学石自东教授和孙小淳教授的安排，让我于 2019 年 9 月 7 日
在北京雁栖湖“艺术与科学之问”学术论坛上做了这个报告，并感
谢“雁栖湖/艺术群”群友有益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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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rts
Lui LAM
Department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San Jose, CA
95192-0106, USA; Institute of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ST, Beijing, China

Arts refer to visual arts, literature, film, performing arts, music,
architecture, multimedia arts, etc. We discuss here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arts, relationships between arts and (natural) science, the importance of
arts and science, interactions between artists and scientists, the foresight
of Su Dong-Po,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other problems related to arts.
In fact, arts could be divided into pure arts and applied arts. Arts originated
a million years ago while science appeared only 2600 years ago, after
language and writing were invented. The appearance of arts helped
importantly humans separating themselves from other animal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rts and science are expressed at three levels: 1.
They are both humans’ innovative activities (for different reasons). 2. Arts
reflect the artist’s recognition of the world and her worldview which are
both constrained by nature’s principles, the same principles studied by
scientists. 3. Scientific (and relate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pushed the
development of arts. Arts and science are two of the three major pillars
supporting modern civilization (the other pillar is ethics).
Keywords: Origin of arts; Nature of arts; Relationships between arts and
science; Artist; Scientist;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Su Dong-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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