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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ilosophy has a guiding role for all disciplines as a general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Philosophy, Philosophy effect and guiding role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ar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hilosophical accomplishments (Integrated Thinking; Creative Thinking;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should be cultivated for an excellent
geotechnical engineer who can deal with the complicate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problems.
Keywords: Philosophy; Engineering Philosophy;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Integrated Thinking;
Creative Thinking;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Philosophical Accomp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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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哲学作为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一切学科都具有指导作用。随着工程哲学的兴起，岩土工

程发展中的哲学效用越来越明显，哲学对岩土工程学科的指导作用也更加突出。通过分析认为，岩土
工程师应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培养自身的整体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只有如
此，在面对复杂的岩土工程难题时才会游刃有余，突显出一流工程师的素质。
关键词：哲学；工程哲学；岩土工程；整体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理论联系实际(哲学素养)

1. 引言

《技术思考：在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一书被视为

哲学是一门追求智慧的学科，是理论化、系统化

技术哲学的代表作，并逐步催生了工程哲学[3]。殷瑞

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况

钰和汪应洛等著的《工程哲学》较为系统的介绍了工

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把“哲学”和“工

程哲学的基本观点，认为工程哲学可以看作是工程理

程”联系在一起，即催生了“工程哲学”这一哲学分

论、工程实践以及工程师乃至其他工程共同体成员密

支。

切相关的哲学，工程哲学和工程社会学密切相关，但
[1,2]

工程哲学酝酿于 20 世纪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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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应有明确的分工。该书同时指出，工程观包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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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系统观、社会观、生态观、伦理观和文化观[4]。
21 世纪初，工程哲学正式创立，开始有了初步的

所有这些变化都与科学技术革命密切相关。著名的岩
土工程大师、中科院院士沈珠江曾说过：“科学是技

学术和社会影响。2001 年 1 月，李伯聪在《哲学研究》

术的基础，而技术是工程的基础。”岩土工程的基础

发表了《“我思故我在”与“我造物故我在”——认

是科学技术，而岩土工程本身则是发展的哲学[6]。

识论与工程哲学刍议》，从对象、过程、研究的范畴

岩土工程的发展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7]，在认

等方面对比了认识论和工程哲学的不同，指出大力开

识上形成一个从浅入深的过程。以有效应力原理为

展工程哲学研究是当前迫切的时代要求。2003 年，美

例：土力学从材料力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单独的

国学者布西阿勒里在欧洲出版了《工程哲学》，该书

学科，有效应力原理起了关键作用。没有有效应力原

出版后得到了很多学者的重视。2004 年，美国工程院

理，土力学成不了独立的学科。工程中运用有效应力

工程教育委员会把“工程哲学(The Philosophy of En-

原理的地方非常多：各种强度计算、稳定计算的总应

gineering)”列为当年的六个研究项目之一，认为工程

力法和有效应力法；土的抗剪强度试验的各种不同的

哲学是一门新的学科(A new discipline)，还专门成立了

排水条件；地基土的固结沉降；地基处理的排水预压

工程哲学指导委员会。2003 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法；桩的挤土效应；地震时的砂土和粉土液化等等，

成立了“工程与社会研究中心”，这是中国第一个对

都是直接与孔隙水压力有关。例如强夯法地基处理，

工程进行哲学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专门机构。2004 年

厚层软土的处理效果很差，夹多层砂的软土则较好，

6 月，根据中国工程院徐匡迪院长的提议，在中国工

原因就是砂层的存在大大缩短了排水通道，显著加快

程院召开了一次工程哲学座谈会，有多位工程院和科

了有效应力的恢复和强度的增长。再如打桩，从局部

学院院士以及自然辩证法领域的专家参加了座谈会。

经验出发，似乎桩总是越密越好，土总是越挤越密。

徐匡迪院长在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应该把对工

但对于软土中的打入桩，由于土的透水性很小，使孔

程的认识提高到哲学的高度，要提高工师的哲学思维

隙水压力骤然增长，因挤土造成断桩、歪桩、浮桩，

水平。
”

已经固结的土变成欠固结状态，有效应力迅速下降。

随着工程哲学的发展，哲学思想逐渐向各个类型

如果在土中设置排水通道就会有良好的效果。加强孔

的工程领域渗透。岩土工程是以岩土体为研究对象、

隙水压力监测，严格控制施工程序也可防止事故发

以工程地质学、岩石力学、土力学和基础工程学为基

生。再如地震时的砂土液化，对于粗砂等强透水层，

本内容，涉及岩体和土体的利用、整治和改造的一门

孔隙水压力容易消散，所以很少见到喷水冒砂的事

综合性的技术科学，是土木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徐

例，而对于粉土和粉细砂，渗透系数小，孔隙水压力

匡迪院士说：“工程需要哲学支撑，工程师需要哲学

消散慢，地震后喷水冒砂延续时间长，有效应力需经

思维。”作为岩土工程师，要在分析、探索、及解决

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工程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哲学修养，这样有

科学理论在指导岩土工程的发展方面至观重要。

利于自身的成长，有利于对岩土工程新技术的掌握及

而科学与哲学又是内在统一的关系[8]，哲学是先于科

对知识体系的把控。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思维方式，岩

学的方法论，而同时又是属于科学的。因此岩土工程

土工程的发展，需要工程师结合实践，突破原有的思

本身就是哲学，要用工程哲学的体系来考量岩土的存

维方式，综合运用工程技术和哲学思想来思考和工作

在与发展，要用科学的理论进行指导和维护。

[5]

。

3. 岩土工程师应有的哲学思想

2. 岩土工程的基础
岩土工程的发展源远流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岩土工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岩土工程的认识也不断进
步，岩土工程理论研究从简单到负杂，研究方法由物
理模拟转向数值模拟，研究手段也从低级转向高级，
18

哲学是岩土工程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作为岩土工
程师，培养哲学思维是必不可少的。在处理问题的时
候，要多多利用哲学眼光，透过现象去看本质[9]。

3.1. 系统性、整体性思维
系统观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基础上形成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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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并不是对传统的唯物
[10]

辩证法的背叛与违背，而是对它的深化和发展

。系

正如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所说：
“
‘人’之可贵在于
能创造性地思维。”

统范畴的建立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它为人们提

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从

供了一种以整体性、综合性、层次性、动态性和开放

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从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

性为原则的科学思维方式——系统思维，为岩土工程

革命导师的理论成就，无一不是致力于揭示自然、社

的思维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

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追求认识和改造世

系统性思维在岩土工程中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

界的科学真理的结果，无一不是与时俱进、理论创新

式。它以哲学思想和管理科学为手段，针对现代岩土

的结果。创造性思维是不受现成、常规性思维的束缚，

工程的新特点，充分考虑工程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

寻求对所考查问题的全新的、独创性的解决方法的思

系，从而发挥最佳效能。如在基坑设计和施工中的时

维过程。它是创新能力的基础，是创新活动的核心。

空效应理论的应用，就充分考虑了土体、周边环境、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培养科研工作者、工程技

支护结构本身的综合作用。运用时空效应规律，能可

术人员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已成为解决岩土工程难题、

靠而合理地利用土体自身在基坑开挖过程中控制土

促进岩土工程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上个世纪解决

体位移的潜力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这是一条安全

基坑漏水的问题时每个岩土工程师只想到如何堵水，

而经济的技术途径。

而随着思维的不断创新，现在面对基坑漏水时的解决

系统研究应有明确的预定功能和目标，并使各组
成之间及单元与系统整体之间有机联系，配合协调，

方法以从堵水发展到排水和疏通，这不得不说是思维
创新的结果。

以使系统整体达到最优的控制目标。整体优化是系统

岩土工程人员要内省自己的思维与心理历程，开

思维方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必须把岩土工程作为

发并发展创造性思维能力。为此，岩土工程师应从以

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哲学的角度加以审视，以便从中抽

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注重知识的积累。知识是创造性

象出人类认识、改造、利用自然及与自然协调相处的

思维的基础，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根本就谈不上创

[11]

中提出变刚度调平

造和发明。其次加强形象思维的训练。形象思维是借

设计概念，就是在综合考虑上部结构形式、荷载和地

助丰富的形象材料来思维，它不受已有理论、框架、

层分布以及相互作用的效应，通过调整桩径、桩长、

逻辑规则的约束，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方法。再次应大

桩距等改变基桩支撑刚度，以使建筑物沉降均匀且承

胆思考，大胆设想，训练非常规思维。岩土工程人员

台内力降低的设计方法。

要善于利用观察与实验、归纳与类比、发散与收敛、

经验及规律。如在新的桩基规范

系统思维给岩土工程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

联想与想象等方法建立关于岩土工程问题的猜想，然

了岩土工程学科的发展，并将继续为岩土工程学科理

后用严格的数理逻辑方法进行验证，这既有助于牢固

论体系的补充和完善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保证。系

掌握知识，又能发展创造性思维能力。

统思维在岩土工程科研和工程实际中的应用将会越
来越普遍并且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3.3. 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3.2. 创造性思维

其基本精神是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

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思维活动，
即开拓人类认识新领域、开创人类认识新成果的思维
[12]

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在影响岩土工程发展的诸多因素中，生产实践是

。创造

最根本的，它是岩土工程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因此，

性思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首先，创造性思

生产实践与岩土工程的关系是体现岩土工程发展规

维可以不断增加人类知识的总量；其次，创造性思维

律的重要方面，构成了岩土工程发展的基本动力。

活动。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

可以不断提高人类的认识能力；再次，创造性思维可

社会生产实践的需要推动了岩土工程的迅速进

以为实践活动开辟新的局面。此外，创造性思维的成

步，一方面给岩土工程提出了许多需要研究的课题，

功，又可以反馈激励人们去进一步进行创造性思维。

开辟了日益广阔的研究领域，比如随着我国大力开展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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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及客运专线的修建，对路基工后沉降的要求

深的层次上相互交融和渗透。

也越来越高，于是一批岩土工程科技工作者在这个领

作为岩土工程师，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

域逐渐展开研究，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对岩土工程

指导自己的工作。面对岩土工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

的沉降理论起到促进和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生

性，应当从宏观上把握和处理问题，将地质、环境、

产实践的需要也推动着岩土工程从经验向理论的发

结构、时间等因素综合考虑，发掘和利用系统性思维。

展，在 2008 年以前，钻孔灌注桩后注浆只是作为一

在面对新的岩土工程难题时，要敢于创新，勇于实践，

种技术手段来应用，随着应用的范围不断扩大，积累

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一个深谙哲学又技艺高超的

的经验逐渐成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理论。

工程师是一流的工程师，而一个技艺高超却不懂哲学

一个理论及其观点是否真实，是否可靠，不能靠

的工程师只能是二流的工程师。作为岩土工程师，要

理论本身来证明，只能通过理论以外的手段来解决。

在哲学的领域内不断充实，在工作中落实理论联系实

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个理论以外的手段就社

际的原则，这样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水平，逐渐

会实践。在岩土工程领域大力推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

发展成为出类拔萃的工程技术人员。

维模式有更深层的意义。岩土体本身区别于金属和混
凝土等建筑材料，它是多相的颗粒体，既有固、水、
气三相特性，又具有内摩擦角性质，同时还具有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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