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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衣俊卿

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将从 2010 年

起陆续推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东欧新马克思主

义研究丛书＂。作为主编，我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两套丛书以

重要的学术使命：在我国学术界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的一个新领域，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

我自知，由于自身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限制，以及所

组织的翻译队伍和研究队伍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对这两套丛

书不能抱过高的学术期待。实际上，我对这两套丛书的定位

不是“结果＂而是“开端＂：自觉地、系统地”开启”对东欧新

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研究。

策划这两部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头丛书，并非

我一时心血来潮。可以说，系统地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

我过去二十多年一直无法释怀的，甚至是最大的学术夙愿。

这里还要说的一点是，之所以如此强调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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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研究的重要性，并非我个人的某种学术偏好，而是东欧新

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地位使然 。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全

面系统地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是新世纪中国学

术界不容忽视的重大学术任务。 基于此，我想为这两套丛书

写一个较长的总序，为的是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某些参考。

一、丛书的由末

我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也即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期间 。 那时的我虽对南

斯拉夫实践派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苦于语言与资料的障

碍，无法深入探讨。之后，适逢有机会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

德大学哲学系进修并攻读博士学位，这样就为了却自己的这

桩心愿创造了条件。 1984 年至 1986 年间，在导师穆尼什奇

(Zdravko Muni菇ic) 教授的指导下，我直接接触了十几位实践

派代表人物以及其他哲学家，从第一手资料到观点方面得到

了他们热情而真挚的帮助和指导，用塞尔维亚文完成了博士

论文《笫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哲学家建立人道主义马克

思主义的尝试）。在此期间，我同时开始了对东欧新马克思

主义其他代表人物的初步研究 。 回国后，我又断断续续地进

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有幸同移居纽约的赫勒教授建

立了通信关系，在她真诚的帮助与指导下，翻译出版了她的

《日常生活）一书。此外，我还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东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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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但主要是进行初步评介的工作。＠

纵观国内学界，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界，虽然除

了本人以外，还有一些学者较早地涉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

某几个代表人物，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并把东欧新马克思

主义一些代表人物的部分著作陆续翻译成中文®, 但是，总

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只涉及几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

物，井没有建构起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人们常常把关

于赫勒、科西克等人的研究作为关于某一理论家的个案研

究，并没有把他们置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和理论

视野中加以把握。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尚

处于起步阶段和自发研究阶段。

我认为，目前我国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与东欧

新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在马克思主

义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是不相称的；同时今关

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缺位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限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略，也

＠如衣俊卿：（实践派的探索与实践哲学的述评》，台湾森大图书有限公

司 1990 年版；衣俊卿：《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台湾唐山出版杜 1993 年版；衣

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一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衣俊卿、陈树林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

苏联学者卷》（上、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以及关于科西克、赫

勒 、南斯拉夫实践派等的系列论文。

＠例如，沙夫：《人的哲学》，林波等译，三联书店 1963 年版；沙夫：《共产

主义运动的若于问题》．奚戚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赫勒：《日常生活》，

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马尔科维奇、彼德洛维奇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

郑一明、曲跃厚译，重庆出版社 1994 年版；柯拉柯夫斯基：《形而上学的恐怖》，

唐少杰等译，三联书店 1999 年版；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
杨德友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等，以及黄继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

译出版社 2002 年版；张一兵、刘怀玉、傅其林、潘宇鹏等关于科西克、赫勒等人

的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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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利的。应当说，过去 30 年，特别是新世纪开始的头十

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已经成为最重要、最

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不仅这一领域本身的学科建设和理

论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改变。正是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

究进展，使得哲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问、社会科学的不同学

科之间，乃至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之

间，开始出现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的趋势。但是，我们必须

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无论在广度上

还是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

我一直认为，在 20 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格

局中，从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发和对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批

判两个方面衡量，真正能够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

有三个领域：一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包

括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

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

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二是 20 世纪 70 年代之

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包括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发

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三是以南斯拉夫实

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新

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这一基本格

局而言，由于学术视野和其他因素的局限，我国的国外马克

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对

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

4 



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为代表的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以后的欧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

究，而对于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

一些国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则较少关注。由此，东欧新马克

思主义研究巳经成为我国学术界关于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的 一个比较严重的“短板＂。有鉴于此，我以黑龙江大学

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专业的研究人员为主，广泛吸纳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

者，组织了一个翻译、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队，以

期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研究方面做一些开创性的工

作，填补国内学界的这一空白 。 2010—20ll 年，｀｀译丛＂预计

出版赫勒的《日常生活》和＜卢卡奇再评价），费赫尔主编的

《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

人类学），马尔科维奇与彼得洛维奇主编的《实践一一昔i斯拉

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马尔科维奇的《当代的马

克思》等译著；＂研究丛书”将出版关千科西克、赫勒、马尔库

什、马尔科维奇等人的研究著作 5 -6 本。整个研究工程将

在未来数年内宪成。

以下，我根据多年来的学习、研究，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的界定、历史沿革、理论建树、学术影响等作一简单介绍，以

便丛书读者能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粤定

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和主要代表人物作一个基

本划界，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 。 与其他一些在某一国度形成

的具体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流派相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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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更为复杂，范围更为广泛。 西方学术界的 一些研究者或

理论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关注东欧新马克

思主义的一些流派或理论家，井陆续对“实践派＂、＂布达佩

斯学派＂，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作了不同的

研究，分别出版了其中的某一流派、某一理论家的论文集或

对他们进行专题研究。但是，在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

梳理和划界上，西方学术界也没有形成公认的观点，而且在

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界定上存在不少差异，

在称谓上也各有不同，例如，“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人道

主义马克思主义”、”改革主义者”、“异端理论家“ 、“左翼理

论家”等 。

近年来，我在使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范畴时，特别强

调其特定的内涵和规定性。 我认为，不能用“东欧新马克思

主义＂来泛指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

究，我们在划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时，必须严格选取

那些从基本理论取向到具体学术活动都基本符合 20 世纪

＂新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流派和理论家。 具体说来，我认为，

最具代表性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当是：南斯拉夫实

践派的彼得洛维奇 (Gajo Petrovic, 1927一1993) 、马尔科维奇

(Mihailo Markovic, 1923一2010) 、 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

ickic, 1922一2002) 、坎格尔加 (Milan Kangrga, 1923一2008)

和斯托扬诺维奇 (Svetozar Stojanovic, 1931一 ）等；匈牙利布

达佩斯学派的赫勒 (Agnes Heller, 1929一）、费赫尔 (Ferenc

Feher, 1933一1994) 、马尔库什 (Gyorgy Markus, 1934一）和

瓦伊达(Mihaly Vajda, 1935— )等；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代

表 人 物沙夫 (Adam Schaff, 1913一2006) 、 科拉科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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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zak Kolakowski, 1927一2009) 等；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

克(Karel Kosik , 1926一2003) 、斯维塔克 (Ivan Svitak , 1925— 
1994) 等。应当说，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理论家的主要理论建

树，大体上建立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此外，还

有一些理论家，例如，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安德拉斯· 赫

格居什 (Andras Hegedus) , 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普鲁查(Mi

Ian Prucha) ,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考拉奇 (Veljko Korac) 、日沃

基奇(Miladin Zivotic) 、哥鲁波维奇 (Z叱orka Golubovic) 、达

迪奇(Ljubomir Tadic) 、波什尼亚克 (Branko Bosnjak) 、苏佩

克(Rudi Supek) 、格尔里奇 (Danko Grlic) 、苏特里奇 (Vanja

Sudie) 、别约维奇 (Danilo Pejovic) 等，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

义的重要理论家，但是，考虑到其理论活跃度、国际学术影响

力和参与度等因素，我们一般没有把他们列为东欧新马克思

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

这些哲学家分属不同的国度，各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但

是，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理论渊源、共同的文化境遇以及

共同的学术活动形成了他们共同的学术追求和理论定位，使

他们形成了一个以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为基本特征的新马克

思主义学术群体。

首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

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改革的

理论家和积极支持者。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

各国普遍经历了“斯大林化”进程，普遍确立了以高度的计

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

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而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欧一些国家的

社会主义改革从根本上都是要冲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柬

7 



缚，强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特征，以及工人自治

的要求。在这种意义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产生于南斯

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就不是偶然的事情

了。因为， 1948 年至 1968 年的 20 年间，标志着东欧社会主

义改革艰巨历程的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

拉格之春“几个重大的世界性历史事件刚好在这四个国家中

发生，上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一改革进程中的重婴

理论家，他们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实践哲学立场出发，

反思和批判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改

革的必要性。

其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具有比较深厚的马克思思想

理论传统和开阔的现时代的批判视野。通常我们在使用“东

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时是有严格限定条件的，只有那些

既具有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

关千人和世界的理论进行新的解释和拓展，同时又具有马克

思理论的实践本性和批判维度，对当代社会进程进行深刻反

思和批判的理论流派或学说，才能冠之以＂新马克思主义＂。

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上述开列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

克斯洛伐克四国的十几位著名理论家符合这两个方面的要

件。 一方面，这些理论家都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

统，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或者批判的人本主义思想

对他们影响很大，例如，实践派的兴起与马克思《 1844 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的塞尔维亚文版 1953 年在南斯拉夫出版有

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卢卡奇、布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

洛姆、哥德曼等人带有人道主义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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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中，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就是由卢卡奇的学生组

成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

人物一样，高度关注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

批判、现代性批判等当代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再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曾经组织了一系

列国际性学术活动，这些由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西

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的

活动进一步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人道主义理

论定向，提升了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上述我们 划定的十几位

理论家分属四个国度，而且所面临的具体处境和社会问题也

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并非彼此孤立、各自独立活动的专家学

者。实际上，他们不仅具有相同的戒相近的理论立场，而且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或者在很多场合内共同发起、组织和参与

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重要的世界性马克思主义研究活

动 。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在组织东欧新马

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交流和对话中的独特作用 。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

家创办了著名的《实践》杂志 (PRAXIS, 1964—1974) 和科尔

丘拉夏令学园 (Kor~ulavska ljetnja Skola, 1963—1973) 。 10

年间他们举办了 10 次国际讨论会，围绕着国家、政党、官僚

制、分工、商品生产、技术理性、文化、当代世界的异化、社会

主义的民主与自治等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百余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其他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参加了讨论。特别要提到的是，布

洛赫、列菲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马勒、哈贝马斯

等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和赫勒、马尔库什、科拉科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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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西克、实践派哲学家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成为

《实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国际学

术讨论会的积极参加者。 卢卡奇未能参加讨论会，但他生前

也曾担任《实践》杂志国际编委会成员 。 20 世纪后期，由于

各种原 因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或是直接移居

西方或是辗转进入国际学术或教学领域，即使在这种情况

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依旧进行许多合作性的学术

活动或学术研究。例如，在《实践》杂志被迫停刊的情况下 ，

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一部分实践派代表人物于 1981 年在

英国牛津创办了（实践（国际）》 (PRAXIS INTERNATION

AL) 杂志，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员则多次合作推出 一些共

同的研究成果。＠相近的理论立场和共同活动的开展，使东

欧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有机的、类型化的新马克思主义。

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厉史沿草

我们可以粗略地以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为时问点，将东

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

事理论活动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许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

在西欧和英美直接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时期。具体情况

如下：

＠例如， Agnes Heller, LM/t4cs Rew血ed, Oxfi叫：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1983; Ferenc Feher, A萨es Heller and GyiJrgy Markus, Die比to呻中 over N釭心， New

Yo止 SL Martin's Press, 1983 ;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R如心tnu:血g Ae.s

，归妇－阶证rags of 山e Budapest School, New York: Blackwell, 1986 ; J. Gromley, 

P. Crittenden and P Johnson eds . , C呻叩吓dE心gh比nment: E纽for GylSr, 盯

Ma,-, 如， H叩psh归：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 2002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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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

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在东欧各国从事理论活动的时期，也

是他们比较集中、比较自觉地建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

时期 。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成果相应地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

主义的典型的戒代表性的理论观点。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

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活动直接同东欧

的社会主义实践交织在一起。 他们批判自然辩证法、反映论

和经济决定论等观点，打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

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模式，同时，也批判现存的官僚社会主义

或国家社会主义关系，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现

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

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以此为基础，东欧新马克思

主义积极发展和弘扬革命的和批判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 ，

他们一方面以独特的方式确立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如实践派的“实践哲学”或＂革命思想＂ 、科西克的 “ 具体

的辩证法＂、布达佩斯学派的需要革命理论等等；另一方面

以异化理论为依据 ， 密切关注人类的普逍困境，像西方人本

主义思想家一样，对于官僚政治、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

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一时期，东欧

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展示出比较强的理论创造力 ， 推出了

一批有影响的理论著作，例如 ， 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

沙夫的《人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科拉科夫

斯基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赫勒的《日常生活》

和《马克思的需要理论》、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

学》、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革命》、

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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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社会主义》等。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特点是不再作为自觉的学术流派围绕共同的话题而开展学

术研究，而是逐步超出东欧的范围，通过移民或学术交流的

方式分散在英美、澳大利亚、德国等地，汇入到西方各种新马

克思主义流派或左翼激进主义思潮之中，他们作为个体，在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别参与国际范围内的学术研究和社会

批判，并直接以英文、德文、法文等发表学术著作。大体说

来，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热

点，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从一个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

和社会主义依旧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的重要主

题之一。他们在新的语境中继续研究和反思传统马克思主

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且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影响

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

主要流派》、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斯托

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失败》、马

尔科维奇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瓦伊达的（国家

和社会主义：政治学论文集》、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中

欧和东欧的社会民主》、费赫尔的《东欧的危机和改革）等。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以赫

勒为代表的布达佩斯学派成员，以及沙夫和科拉科夫斯基等

人，把主要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

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

判和社会批判主题，特别是政治哲学的主题，例如，启蒙与现

(i) 参见该书的中文译本一一沙夫：《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戚等

译，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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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批判、后现代政治状况、生态问题、文化批判、激进哲学

等。他们的一些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例如，沙夫作为

罗马俱乐部成员同他人一起主编的（微电子学与社会）和

（全球人道主义》、科拉科夫斯基的《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

性）等。这里特别要突出强调的是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成

员，他们的研究巳经构成了过去儿十年西方左翼激进主义批

判理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赫勒独自撰写或与他人

合写的（现代性理论）、《激进哲学）、《后现代政治状况》、

（现代性能够幸存吗？）等，费赫尔主编或撰写的《法国大革

命与现代性的诞生》、《生态政治学：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

等，马尔库什的《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等。

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琨论建衬

通过上述历史沿革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

现象：东欧新马 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与典型

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处在同一个时期；而第二个阶段又是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相互交织的时期。

这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同另外两种主要的新马克思主义

构成奇特的交互关系，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关系。关于东欧新

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建树和理论贡献，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

评价，其中有些偶尔从某一个侧面涉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

研究者，由于无法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和理论独特

性，片面地断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卢卡奇等人为

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简单的附属物、衍生产品或边

缘性、枝节性的延伸，没有什么独特的理论创造和理论地位。

这显然是一种表面化的理论误解，需要加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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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想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置于 20 世纪的新马

克思主义的大格局中加以比较研究，主要是将其与西方马克

思主义和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加以比

较，以把握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和理论特色 。 从总体上看，东

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关怀与其他新马克思主

义在基本方向上大体一致，然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东

欧社会主义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双重背景，这种历史体验

的独特性使他们在理论层面上既有比较坚实的马克思思想

传统，又有对当今世界和人的生存的现实思考，在实践层面

上，既有对社会主义建立及其改革进程的亲历，又有对现代

性语境中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分析。基于这种定位，我认

为，研究东欧新马克思 主义，在总体上要特别关注其三个理

论特色。

其一，对马克思思想独特的、深刻的阐述。虽然所有新

马克思主义都不可否认具有马克思的思想传统，但是，如果

我们细分析，就会发现，除了卢卡奇的 主客体统一 的辩证法、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等，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对马

克思的思想、更不要说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

流派作出集中的、系统的和独特的阐述 。 他们 的主要兴奋点

是结合当今世界的问题和人的生存困境去补充、修正或重新

解释马克思的某些论点。相比之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对马克思思想的阐述最为系统和集中，这一方面得益于这

些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传统马克思主

义的知识积累和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

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得益于东欧理论家和思想家特有的理论

思维能力和悟性。 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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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功底和功力，我们可以提及两

套尽管引起很＊争议，但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研究马克思主

义历史的著作，一是弗兰尼茨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

史》＠，二是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

派》气甚至当科拉科夫斯基在晚年宣布“放弃了马克思”

后，我们依旧不难在他的理论中看到马克思思想的深刻

影响 。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差不多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都曾集中精力对马克思的思想作系统的研究和新的

阐释。其中特别要提到的应当是如下几种关于马克思思想

的独特阐述：一是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对马克思实

践哲学的独特解读和理论建构，其理论深度和哲学视野在

20 世纪关于实践哲学的各种理论建构 中毫无疑问 应当占有

重要的地位；二是沙夫在《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人类

个体》和《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几部著作中通过对异化、物

化和对象化问题的细致分析，建立起一种以人的问题为核心

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解；三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关于马克

思实践哲学的阐述，尤其是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

义》、《哲学与革命》和《革命思想》，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

义和辩证法》，坎格尔加的（卡尔· 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

问题》等著作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当代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最

为系统的建构与表述；四是赫勒的（马克思的需要理论》、

(D Predrag Vranicki, H泣rija Mark.simaa, 1,11,m, Zagreb: Naprijed, 1978. 

参见普雷德拉格· 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 (I 、 II 、 m> , 李嘉恩等译，人民
出版社 1986 、 1988 、 1992 年版。

®Le辽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心m, 3 vols. , Oxfonl: Clarendon 

Pres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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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和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在宏观视

角与微观视角相结合的视阔中，围绕着人类学生存结构、需

要的革命和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对马克思关千人的问题作了

深刻而独特的阐述，并探讨了关于人的解放的独特思路。正

如赫勒所言：＂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

进而，人的态度上的改变无论好坏都是所有变革的内在组成

部分。"©

其二，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史和命运的反思，特别

是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设计。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所

有新马克思主义以不同方式共同关注的课题，因为它代表了

马克思思想的最重要的实践维度。但坦率地讲，西方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和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

社会主义问题上并不具有最有说服力的发言权，他们对以苏

联为代表的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往往表现为外在的观

照和反思，而他们所设想的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

模式，也主要局限于西方发达社会中的某些社会历史现象。

毫无疑问，探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不把几乎

贯穿于整个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视野，加以深刻分

析，是很难形成有说服力的见解的。在这方面，东欧新马克

思主义理论家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大多是苏南冲突、波兹

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

历者，也是社会主义自治实践、＂具有人道特征的社会主义”

等改革实践的直接参与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理论设计

者。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是多

<D A萨e5 Heller, E叩心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p.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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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首先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他们结合社会主义的改革实

践，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阐述。 从总体上看，他们大多

致力于批判当时东欧国家的官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

以及封闭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图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

努力发展自由的创造性的个体，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

社会主义。在这方面，弗兰尼茨基的理论建树最具影响力，

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和（作为不断革命的自治》两部

代表作中，他从一般到个别、从理论到实践，深刻地批判了国

家社会主义模式，表述了社会主义异化论思想，揭示了社会

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 。 他认为，以生产者自治为特征的社会

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新型民主的发展和加深＇飞）。 此

外，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很多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苏联惮体和东欧剧变作了多视

角的、近距离的反思，例如，沙夫的《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
义运动），费赫尔的《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体制的危机和危

机的解决》，马尔库什的《困难的过渡：中欧和东欧的社会民

主》，斯托扬诺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垮台：为什么共产主义会

失败》 、《塞尔维亚：民主的革命》等 。

其三，对于现代性的独特的理论反思 。 如前所述， 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主要注意力越

来越多地投向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

流派和左翼激进思想家所关注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主题。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独特性在

于，他们在阐释马克思思想时所形成的理论视野，以及对社

＠压drag Vrani心. Socijali必ka revolucija气emu je ri沁? K咄叨心吐

咄， No. l, 1987 ,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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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历史命运和发达工业社会进行综合思考时所形成的

社会批判视野，构成了特有的深刻的理论内涵。例如，赫勒

在《激进哲学》，以及她与费赫尔、马尔库什等合写的《对需

要的专政》等著作中，用他们对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理解为

背景，以需要结构贯穿对发达工业社会和现存社会主义社会

的分析，形成了以激进需要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视野。赫勒在

《历史理论》、（现代性理论》、《现代性能够幸存吗？）以及她

与费赫尔合著的《后现代政治状况》等著作中，建立了一种

独特的现代性理论。同一般的后现代理论的现代性批判相

比，这一现代性理论具有比较厚重的理论内涵，用赫勒的话

来说，它既包含对各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的反思维度，也包

括作者个人以及其他现代人关于＂大屠杀"、“极权主义独

裁”等事件的体验和其他“现代性经验"(I)' 在我看来，其理论

厚度和深刻性只有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少数理论家才能达到 。

从上述理论特色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从对马克思思想

的当代阐发、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还是对当代社会

的全方位批判等方面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都是 20 世纪

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断言，

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一种最有影响力的新马克思主义

类型。 相比之下，20 世纪许多与马克思思想或马克思主义

有某种关联的理论流派或实践方案都不具备像东欧新马克

思主义这样的学术地位和理论影响力，它们甚至构不成一种

典型的＂新马克思主义＂。例如，欧洲共产主义等社会主义

探索，它们主要涉及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而缺少比较系统

(l) 参见阿格尼丝·赫勒 ：（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

版，第 1 、3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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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再如，一些偶尔涉猎马克思思想或

对马克思表达敬意的理论家，他们只是把马克思思想作为自

己的某一方面的理论资源，而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传人；甚至

包括日本、美国等 一些国家的学院派学者，他们对马克思的

文本进行了细微的解读，虽然人们也常常在宽泛的意义上称

他们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同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维

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流派相比，他们还不能称做严格

意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

在分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和理论特色之

后，我们还可以从一些重要思想家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关

注和评价的视角把握它的学术影响力。在这里，我们不准备

作有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详细文献分析，而只是简要

地提及一下弗洛姆、哈贝马斯等重要思想家对东欧新马克思

主义的重视。

应该说，大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即东欧新马克思

主义形成并产生影响的时期，其理论已经开始受到国际学术

界的关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主要

在本国从事学术研究，他们深受卢卡奇、布洛赫、马尔库塞、

弗洛姆、哥德曼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然而，即使在

这一时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

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也带有明显的交互性。如上所述，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由《实践》杂志和科尔

丘拉夏令学园所搭建的学术论坛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最有

影响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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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这个平台改变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单纯受西方人

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影响的局面，推动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相互影响与合作 。 布洛赫、列菲伏

尔、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等一些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不仅参加了实践派所组织的重要学术活动，而且开始高度重

视实践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里特别要提到的

是弗洛姆，他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给予高度重视和评价。

1965 年弗洛姆主编出版了哲学论文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

义》，在所收录的包括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哥德曼、俜

拉· 沃尔佩等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文章在内的共

35 篇论文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章就占了 10

篇一包括波兰的沙夫，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克、斯维塔克、

普鲁查，南斯拉夫的考拉奇、马尔科维奇、别约维奇、彼得洛

维奇、苏佩克和弗兰尼茨基等哲学家的论文。(l) 1970 年，弗

洛姆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作序，他指出，沙夫

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人、个体主义 、生 存的意义、生活规范等

被传统马克思主义忽略的问题，因此，这本书的问世无论对

于波兰还是对于西方学术界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都是

“一件重大的事情＂究 1974 年，弗洛姆为马尔科维奇关于

哲学和社会批判的论文集写了序言，他特别肯定和赞扬了马

尔科维奇和南斯拉夫实践派其他成员在反对教条主义、＂回

到真正的马克思”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弗洛姆强调，在

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一些人道主义

(l) Erich Fromm, ed. , Soc记伽 H叩叩如：心 /nun叫ional Sy, 丐,osium, New 

York: Doubleday , 1965 . 

®Adam Schaff, Ma., 吐m and t比 Human I心证d叫， New York: McGraw -

Hill Book Company, 1970 , p.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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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南斯拉夫的突出特点在于：”对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和发展不只是个别的哲学家的关注点，

而且已经成为由南斯拉夫不同大学的教授所形成的一个比

较大的学术团体的关切和一生的工作 。 ,, (j)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汇入国际学术研究之中的东

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包括继续留在本国的科西克和一

部分实践派哲学家），在国际学术领域，特别是国际马克思

主义研究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占据独特的地位。他们

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创作的一些重要著作陆续翻译

成西方文字出版，有些著作，如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

等，甚至被翻译成十几国语言。一些研究者还通过编撰论文

集等方式集中推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例如，美

国学者谢尔 1978 年翻译和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

义和实践》，这是精选的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的论文集，

收录了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斯托扬诺维

奇、达迪奇、苏佩克、格尔里奇、坎格尔加、日沃基奇、哥鲁波

维奇等 10 名实践派代表人物的论文。＠英国著名马克思主

义社会学家波塔默 1988 年主编了《对马克思的解释》一书，

其中收录了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哥德曼、哈贝马斯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论文，同时收录了彼得洛维

奇、斯托扬诺维奇、赫勒、赫格居什、科拉科夫斯基等 5 位东

(i) Mihailo Markov让 From Affe叱砒t: to Praa:is: Ph加＂冲ya叫 Soc叫 C心还&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邸， 1974, p. vi. 

® Gerson S. Sher ,ed. ,Manis, H四叩ism and Pro立s,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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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新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的论文。＠此外，一些专门研

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某一代表人物的专著也陆续出版。©同

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陆续发表了许多在国际学术

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例如，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

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英国

发表后，很快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

反响，迅速成为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成果之

一。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和瓦伊达，实践

派的马尔科维奇、斯托扬诺维奇等人，都与科拉科夫斯基、沙

夫等人一样，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国际学术界十分有影响

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一直活跃到目前。＠其中，赫

勒尤其活跃，20 世纪 80 年代后陆续发表了关于历史哲学、

道德哲学、审美哲学、政治哲学、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等方

面的著作十余部，于 1981 年在联邦德国获莱辛奖， 1995 年

在不莱梅获汉娜· 阿伦特政治哲学奖(Hannah Arendt Prize 

如 Political Philosophy) , 2006 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获松宁

奖(Sonning Prize) 。

应当说，过去 30 多年，一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

人物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限于篇幅，我们在这

里无法一一梳理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可以举

(l) Tom Botto.more, ed. , 加erpr中Jtio心 of Mar:i, Oxford UK, New York USA: 

B函I Blackwell, 1988. 

@ 例如， John Bumheim , 7: 如 S釭记t PhiloJophr of A.g心s He/Jer, Amsterdam

Atlanta: Rodopi B. V. , 1994; John Crumley, A萨eJ He加： A Moral迅切如 Vo~釭

of History,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等等。

@ Les龙k Ko.lakowski, Ma切 Curre心 ofMar心m , 3 vols.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其中，沙夫于 2006 年去世，科拉科夫斯基刚刚于 2009 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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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起，哈贝马斯就在

自己的多部著作中引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例

如，他在（认识与兴趣》中提到了科西克、彼得洛维奇等人所

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倾

向(i). 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引用了赫勒和马尔库什的观点变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讨论了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

和马尔库什关于人的对象世界的论述＠，在《后形而上学思

想》中提到了科拉科夫斯基关于哲学的理解例等等。这些

都说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已经真正进入到 20 世

纪（包括新世纪）国际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领域。

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恩路

通过上述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多维度分析，不难看

出，在我国学术界全面开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意

义巳经不言自明了 。 应当看到，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中

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但所面临的发展压力和

困难也越来越大 。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越来越重，情况也越

来越复杂。无论是发展中国特色 、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

＠参见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 )999 年

版，第 24 、59 页。

＠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 2 卷，洪佩郁、滴青译，重庆出版社

)994 年版，第 545 、552 页，即“人名索弓I" 中的信息，其中马尔库什被译作“马

尔库斯＂（按照匈牙利语的发音，译作“ 马尔库什”更为准确）。

＠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8 、90 - 95页，这里马尔库什同样被译作“马尔库斯＂。

＠参见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36-3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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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还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都不能停留于中国的语境中，不能停留于一般地坚持

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必须学会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在

应对人类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坚持

和发展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以争得理论

和学术上的制高点和话语权。

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世界眼光和时代特

色的形成不仅需要我们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进行

深刻分析，还需要我们自觉地、勇敢地 、主动地同国际上各种

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思想展开积极的对话、交流和交

锋。 这其中，要特别重视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所提供的重

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 。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

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跌岩起伏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科学技术

日新月异的进步 。 但是，无论人类历史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当

代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不断涌现，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证

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 尽管这些新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存在很多局限性，甚至存在着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失

误和错误，需要我们去认真甄别和批判，但是，同其他各种哲

学社会科学思潮相比，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的

批判，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发展难题的揭示最为深刻、

最为全面、最为彻底，这些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对于我们的

借鉴意义和价值也最大。 其中，我们应该特别关注东欧新马

克思主义。众所周知，中国曾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接

受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改

24 



革实践中，也曾经与东欧各国有着共同的或者相关的经历，

因此，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中我们可以吸收的理

论资源、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会更多。

鉴于我们所推出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东欧

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尚属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工

作，因此，我们的基本研究思路，戒者说，我们坚持的研究原

则主要有两点。一是坚持全面准确地了解的原则，即是说，

通过这两套丛书，要尽可能准确地展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

全貌。具体说来，由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数众多，

著述十分丰富，＂译丛“不可能全部翻译，只能集中于上述所

划定的十几位主要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在这里，要确保东欧

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最有影响的著作不被遗漏，不仅

要包括与我们的观点接近的著作，也要包括那些与我们的观

点相左的著作。以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

为例，他在这部著作中对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进行了

很多批评和批判，其中有一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必

须加以分析批判。尽管如此，它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影响最

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如果不把这样的著作纳入“译丛”之中，

如果不直接同这样有影响的理论成果进行对话和交锋，那么

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将会有很大的片面性。二

是坚持分析、批判、借鉴的原则，即是说，要把东欧新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观点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进程中，置于社

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置千 20 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

置于同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比较

中，加以理解、把握、分析、批判和借鉴。因此，我们将在每一

本译著的译序中尽量引入理论分析的视野，而在“研究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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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更要引入批判性分析的视野。只有这种积极对话的

态度，才能使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是为了研究

而研究、为了翻译而翻译，而是真正成为我国在新世纪实施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结束这篇略显冗长的“总序”时，我非但没有一种释然

和轻松，反而平添了更多的沉重和压力。开辟东欧新马克思

主义研究这样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对我本人有限的能力和

精力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而我组织的翻译队伍和研

究队伍，虽然包括一些有经验的翻译人才，但主要是依托黑

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士学位点等学术平台而形成的一支年

轻的队伍，带领这样一支队伍去打一场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

的硬仗，我感到一种悲壮和痛苦。我深知，随着这两套丛书

的陆续问世，我们将面对的不会是掌声，可能是批评和质疑，

因为，无论是＂译丛“还是“研究丛书”，错误和局限都在所难

免。好在我从一开始就把对这两套丛书的学术期待定位于

一种“开端＂（开始）而不是“结果”（结束）一我始终相信，

一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被自觉地开启，肯定会有更

多更具才华更有实力的研究者进入这个领域；好在我一直坚

信，哲学总在途中，是一条永走不尽的生存之路，哲学之路是

一条充盈着生命冲动的创新之路，也是一条上下求索的艰辛

之路，踏上哲学之路的人们不仅要挑战智慧的极限，而且要

有执著的、痛苦的生命意识，要有对生命的挚爱和勇于奉献

的热忱。因此，既然选择了理论，选择了精神，无论是万水千

山，还是千难万险，在哲学之路上我们都将义无反顾地

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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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者序言

不新与“理性的异化“

抗争的实证主义

.,_ 

莱泽克· 科拉科夫斯基 (Leszek Kolakowski, 1927-

2009) 是当代国际知名的波兰哲学家。 1927 年出生于波兰

拉多姆的知识分子家庭，在罗兹大学受教育， 1950 年获硕士

学位， 1953 年在苏联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国，在华沙

大学担任讲师，以批判基督教哲学闻名 ．，曾任波兰科学院哲

学研究所研究教授，华沙大学哲学史教授、近代哲学史主任

等，并兼任《哲学研究》杂志主编和《新文化》杂志编辑。

1966 年因纪念“波兹南事件“十周年发表了《十月的总结》

一文而被开除出党。 1968 年因支持大学生闹事而被解除教

授职务，经政府允许，前往加拿大。 他历任加拿大蒙特利尔

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大学客座哲学教授，

1970 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任哲学高级研究员，同时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 1977 年联邦德国图书业授予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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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异化

平奖，表彰他是＂为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战士＂ 。

科拉科夫斯基博学多才，著述极为丰富，研究的题目也

十分广泛，不仅包括中世纪哲学、天主教哲学等宗教哲学，而

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近现代的斯宾诺莎哲学 、实证主义以

及柏格森哲学都有过精湛的研究。 他的著作受到世界各国

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为他奠定了世界性的声誉。在他各方面

的大量著作当中，科拉科夫斯基最重要、最有名的著作仍然

要数三卷本巨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 (1976 年波兰文

第一版），此书已译成德文、英文、法文、塞尔维亚文等多种

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影响巨大，被称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必读书目 。 他的著作还大量被译成德文和英文。目前，科拉

科夫斯基的著作译成中文的有《宗教：如果没有上帝…...》

（杨德友译）和《形而上学的恐怖》（唐少杰等译），这两本书

分别于 1997 年和 1999 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理性的异化一实证主义思想史）这本书从科拉科夫

斯基原著的英译本翻译而来，此书记叙了实证主义的几个主

要发展阶段，资料翔实，观点深刻，夹叙夹议，对实证主义思

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总体风格以及对实证主义产生的历史背

景和文化意义进行了阐述，并在每一部分都附加了他本人经

过深刻反思后的评论性意见，最后，他得出了一个非常独特

而发人深思的结论。

实证主义一词来源于奥古斯特· 孔德，＂｀实证主义＇和

｀实证主义者＇是法兰西学院在 1878 年鉴于其与奥古斯

特·孔德有关联而予以承认的两个新词"<D。也正如科拉科

夫斯基所说：＂｀实证的哲学＇一词是由奥古斯特·孔德创造

的，并以更简短的形式｀实证主义＇ 一直延用到现在。”由孔

O 昂惹勒·克勒默－马里埃蒂：《实证主义》，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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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者序言

德所创立的这种源千实证科学的实证主义哲学体系的最大

特征就是反形而上学，孔德肯定了实证主义与实证科学的关

联，认为科学只是对实证的事实即经验事实的描写与记录，

而不反映事物的绝对本质与规律，超乎感觉经验之外的事物

的本质，是不可能认识的，也没有必要去认识它；实证科学的

方法决定了实证主义学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果说

一门科学成为实证的，只是当它完完全全建立在观察到的事

实之上，其确实性已被普遍承认的时候，那么，（依据人类精

神在一切实证方向上的历史）同样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知

识的任何一个分支要成为科学，只有使用假说手段，把一切

作为其基础的事实结合起来，才能做到。"©

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西方有漫长的历史，它的许多主

要特征早在古希腊就有了，如在斯多葛主义、原子论以及怀

疑论者的著述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思想的线索。中世纪唯名

论的思想倾向明显与实证主义相关，并且代表着实证主义思

想特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休谟由于他全然拒绝牵

涉实质而理当成为实证主义的前驱。 19 世纪以来，实证主

义在发展过程中又依次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孔德、穆勒、

斯宾塞为代表的最初的实证主义；二是以马赫和阿芬那留斯

为领导的经验批判主义，世纪之交的约定论与实用主义也与

实证主义的思想风格有某种接近；三是 20 世纪的逻辑实证

主义，也称新实证主义。科拉科夫斯基在《理性的异化》一

书中，不仅将实证主义置于西方整个的思想史与文化史中来

考量，结合这种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论说其发生发展的全过．

程，并且阐明了在实证主义历史的主要发展阶段这种思维方

式历史发展的逻辑。本书将以一种最初的实证主义（指从中

O 昂惹勒·克勒默 － 马里埃蒂 ： 《实证主义》，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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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异化

世纪直到休谟的实证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在

19 世纪的发展、20 世纪的实证主义这四个部分对其进行评

述，最后是科拉科夫斯基的结论。

·一·
皇，一

从中世纪以来到休谟的阶段，可以说是实证主义的史前

史。古世纪的罗吉尔· 培根相信知识的价值要通过其应用

的有效性来衡量，并唤起了人们用技术来控制自然的需要。

唯名论者奥卡姆的威廉认为，唯有具体的对象及其属性才是

真实的，我们只应该认识不以经验相抵触的那么多的东西，

形而上学家的实体概念只是些词语或名字，而没有事实的对

应物，因而这些多余的实体概念应该像用剃刀一样剔除它

们。 他把所有在实际经验中没有对应物的概念范畴驱逐出

哲学之外，知识能被经验证实，而证实信仰既不可能，也不必

要。这就有助于支持在世俗知识与宗教生活之间完全分开

的原则。此原则在中世纪理智的文化中具有基本的重要性，

这不仅有利于把整个知识，而且把所有世俗生活的领域一

礼仪和习俗，政府、政治都从教会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这也为

教会与国家完全分开的民族国家的最后形成奠定了某种思

想基础。因而，科拉科夫斯基说，＂中世纪思想孕育了，并且

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实证主义旨在建

立有意义的知识的诸种原则，并且将其限制在分析陈述或事

实观察之上“吼但他同时指出，不能过高估计中世纪的这

种思想的重要性，中世纪宗教思想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而只

是与实证主义有松散的联系。

<D Le亟k Kol吐ow吐i , The Alienation of Re知on : ah妞叮 ofpw昢心如吆"'·
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 Jnc. 1968 , pp. 16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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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者序言

17 世纪新科学积极的传播者梅森尼认为，科学的知识

在于具有已观察现象的数量上的组织结构，而没有提出形而

上学的要求；它并没有试图告诉我们”事物的本性＂，只是获

得现象世界确切的量化知识，它是人类对那个世界实际利用

的知识，超出此领域之外是信仰的对象。加森第则直接论证

了形而上学沉思的无益性和理性神学的不可靠。他们井非

打算要废除宗教信仰，而只是要改变其认识地位，即信仰不

能被转换成知识，关千上帝存在、宇宙本质等那些间题，已超

出人的心智许可的能力范围，因而无法回答，这样一种态度，

在当时的知识界是共同的，这就使得将宗教问题从理智活动

中清除，同时仍然维持基督教信仰的主要因素成为可能。 这

种新氛围促进了对科学知识的温和评价：科学并非要揭示关

于存在的本性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要以一种技术开发得以

可能的方式来系统性地表达实际经验。

科拉科夫斯基对启蒙时代的实证主义评价不高，但是他

指出，启蒙时期产生了一个学说，这个学说导致启蒙时期有

关经验和常识的所有希望全部破灭，这就是休谟的学说，他

高度评价休谟是“现代产生的最聪明的心智之一＂，并称其

为真正的实证主义哲学之父：”按年代排列我们可以毫无保

留地称之为实证主义者的第一个思想家，为此我们曾不得不

在涉及更早的思想家的时候而有所保留。"©

休谟认为，所有数学命题都具有确定性特征，它们是自

明的和完全确定性的知识；而涉及事实问题的所有判断告诉

我们有关存在的某些事情：它们断言某个确定事件的存在，

但同时它们并未隐含任何必然性。某件事以这种方式或以

那种方式发生，我们能够直接感知，但是我们观察不到其恰

(l) Leszek Kolakowski , The 从ienation of Rea. 幻n: a 柏如y of pa$it证st 中1ught,

New Yorlt: Doubleday &Company.Inc . 1968,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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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异化

以如此发生的必然性。科拉科夫斯基强调了休谟分析因果

关系命题的重要性的原因：这些命题通常被认为结合了两个

有突出价值的认知因素：实在性和必然性，它们理应告诉我

们关于实在世界的某种事物，同时暗含使其不同千普通的事

实陈述的必然性特征，因此这些命题之可能性在认识上具有

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休谟对此问题的分析产生了最不妥协和最不含糊的结

论。我们用原因命题预测某一事件将根据另一件事而发生，

仅凭分析并不会获得，而从有关事物的某些性质的知识中，

我们不能得出关千其他性质的必然性推论，因而原因和结果

之间的关系唯有凭借经验才会知晓，而非先验的。 因此，直

接观察告诉我们某些事件有关联，但是这种关联井非包含着

任何的必然联系 。 因而关于因果关系的推断唯有以某些具

体事件将会跟随着另一些具体事件的预期为基础，井且这种

预期植根于习惯。 我们可说的一切只是某一给定的对象总

是联系着某一给定的结果，但是并没有规则容许我们合适地

推断出：同一结果总是一定会与同一对象相联系。事件之间

连接的理由在经验中并不会被揭示；而向我们所透露的只是

这种连接本身。 这在心理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相信因果

关系是必然的，它是一种植根千联想的习惯。必然性只在我

们的头脑之中，而并非在事物本身之中。

我们有关”本体＂的各种信念的分析导致同样破坏性的

结论。正像贝克莱所说，我们不合法地从某些观察到的特性

的连接，而导致相信属千那些特性，而又特别与其不同的某

种不可观察的恒定“基础＂的存在，因而，无论是实在论形而

上学和宗教形而上学都不可靠。 如果我们停留在经验当中，

我们应该能够利用一些经常可以观察到的事例，在这些事例

中可得到某种相似性的关系，但是，我们并不能决定怎样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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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者序言

成整个宇宙。 科拉科夫斯基说，要做这件事，我们必须应该

知道有许多世界，以及这些世界得以被创造的环境，但是宇

宙在定义上是一个：它包含了＂全部”，我们不能通过类比而

对其进行推理。 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它无论如何都不会由经

验所证实。

可以说，休谟的批判是颠覆性的，如果他将批判继续执

行下去，势必导致彻底的怀疑主义，超出所有怀疑而能够确

切断言的仅限于个人观察的记录Q 而科拉科夫斯基的论述

明显超越了休谟的观点：对于知识，我们真正知道的只是完

全贫痔的和非生产性的，而有助千我们去生活、去创造科学

以及丰富我们的信息贮存的知识，我们知道没有它们不行，

它们是一组实践上有用的和必不可少的准则的集合，这样，

知识就变成纯粹实用的，已经不再属于原来的具有认知价值

的知识的意义了。科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个观点在实证主义

的历史中反复出现，并且从文化史的角度说明了该观点的革

命性意义：后来的实证主义者继承了休谟这一暗含的观点，

即没有绝对确定性的知识，知识只是人类利用经验的某种行

为方式，只能由实践的而非知识的理由加以解释，或者说，它

们只是一种受社会制约的反应能力，因为从生物学角度上

讲，接受它们比抛弃它们更为有利Q 这样，启蒙时代的特有

实证主义不仅成为反对封建迷信、形而上学和宗教盲从的一

种斗争性因素，而且为下一阶段孔德的颇具智慧的实证主义

的哲学体系准备了条件。

_ 
, 

• 一

孔德是实证主义中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在今天看

来，尽管存在着某些空想的成分，但是仍然包含着许多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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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异化

知灼见，特别是他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到当代人类社会的一些

发展状况，例如，科学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挤压着形而上学的

空间，现代社会工业生活越来越占优势，我们的智慧将越来

越为工业生活服务，而越来越远离形而上学的思辨，一切知

识都具有相对性特征，等等。

孔德不仅提出了实证主义一词，而且他的著作中论述实

证精神之处几乎比比皆是，他还对实证进行了定义：＂我们

不得不通常用一个简短的特定名字来称之；既然如此，我还

是宁愿要｀实证＇的称谓…... " CD; 在孔德看来，实证一词指的

是真实、有用 、肯定、精确、有组织的以及相对的特性。＠由

此可见，实证主义集经验性、有用性与科学性于一身，并且，

受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进步论的影响，他认为历史是向前发

展的，未来社会将会在更高原则的基础之上对有组织的集体

生活进行重建。 而实证主义能够担当得起此重任，能够系统

归纳秩序与进步这两个观念，并建立一门足以适当解释整个

人类历史的社会学理论。

在孔德思想中后人最为熟知的要算是将人类的整个认

识分为三个阶段，正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说：＂ 三阶段法则经

常作为孔德学说的｀关键＇而被提到。 据此，人的精神的历

史能被分为三个连续的｀状态＇（或阶段） 。飞）即神学阶段、

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 在孔德眼中，前两个阶段一个是

准备，一个是过渡，最终都是为达到科学阶段。 神学阶段是

人类的童年时期，此时无法摆脱超自然力量的影响，到了形

而上学的阶段，不再追求事件的超自然原因，但仍然询问事

＠孔德：《论实证稍神），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6 页。

＠孔德：《论实证精神》，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6 -38 页。

@ Leszek Ko扯owski , Ti如 A比皿勋n of Re叩n : a history of po血血如叱ht,

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 , Inc. l 968 ,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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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者序言

物的本质，而只有当人的理智发展到科学的实证阶段时，纯

粹的想象才不再居于精神的主导地位，而让位于观察，通过

对现象的研究，来得到单纯的规律，即被观察现象之间的恒

定关系。”它收集事实，并且乐于服从事实；它不容许演绎

思维走得太远，并将其纳人｀客观＇事实的不断控制之下。

它也不使用在实在界没有对应物的词语。它的唯一目的在

于及时发现指导诸多现象的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为此，它

利用观察、试验和计算，可）实证阶段，旨在发现和探求自然

规律的科学与起着持续而有力的激励作用的思辨结合起来，

为我们生存的实践使命服务，这是人类智慧的成熟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孔德把人的认识的发展与社会的历史发

展联系起来，人的每一个认识阶段都有特定的社会发展的历

史阶段与之相对应，如一神教与中世纪相对应，形而上学与

启蒙时代相对应，科拉科夫斯基看到了这一特点，“孔德把

每一个理智状态都与社会组织的一个特定体系相联系＂。并

且，孔德总是把人类与社会相联系，认为人类是一个有机整

体，他断言，人类有其童年、青年和成熟时期，是一种具有自

己的持续性和同一性的真实的有生命的存在。 同时，人类生

活在杜会这是此物种的本性，杜会中的个人就像有机体的细

胞一样行使着功能，目标是为了社会这一整体，社会被视为

是超越个体的拥有独立价值的实体，正如科拉科夫斯基所

说，个人是某种精神的建构，而社会才是某种原始的实在界，

未来社会的组织与管理都依赖于科学，科学的思维方式将主

宰所有的社会成员 。

孔德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哲学的功能在于建立

各种科学实证的综合，他知识广博，对当时社会的物理学、数

(l) Le匹k Kolakowski, Th.e Al如叩勋nofR如on: ah叩ry of pos恤归如咚ht,

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 Joe. I 968, 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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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天文学、力学、生物学的发展都很了解，在其著作中会经

常看到他拿现代科学的成果作为举例和论据。“科学构成了

某种特定的自然秩序＂，科学依次分为数学、天文学、物理

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数学复杂性最少而有效性的范

围普遍性最多，杜会学最复杂，研究的问题也最不普遍，因而

最后出现，目前仍处于计划的阶段，而孔德自已正着手实现

它。 他认为，尽管社会现象最特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研究

和发现社会现象的不变规律，社会学正是关于人类的科学，

它把人的理智、情感和行动用实证主义原则统一起来。社会

学包括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杜会静力学研究社会恒定

的结构特征，社会动力学研究杜会的发展和进化，秩序

与进步。

科拉科夫斯基强调了孔德的以下观点，“理智自身既是

无力的又是危险的，说它无力是因为在其自身中缺乏足够的

刺激~仅是感觉冲动和实际需要才会让它活跃起来；说

它危险是因为除非它服从于事实，否则它趋向于构造思辨的

形而上学体系。在强制的事实和实际的感知面前谦卑一

这是实证主义智力的明显特征”觅科拉科夫斯基看到，孔

德阐述科学并非具有永恒的普适价值，而是具有历史性特

征，“科学自身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内容取决于其被系统

阐述的历史环境＂ 。 科学与知识有用性的基本价值是相关

的，哲学因为追求无果实的思辨而浪费了人类的智能，科学

对事件进行预测也是为社会服务的，应该具有自己的社会责

任，真正的知识总是服从千人的各种需要，我们的思考是为

了我们的行动更加有效，精神活动是为了满足身体的需要。

因此，科拉科夫斯基称这是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

©Le匹k Kol吐o叩ki, 九从心 ofRta.son : a 柲如y ofpos奾血小吵ghl,

New York: Doubl喊ay &Company.Inc. 1968,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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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式支配着孔德的哲学全部“。

此外，科拉科夫斯基还看到了孔德的思想中有一种历史

终结论在起作用，他认为一旦实证精神胜利，人的历史将会

达到最后的形式，＂他相信历史会整体淹没在未来秩序之

中，相信完全将生活的每一领域理性化的可能性……他相信

历史的终结＂屯科拉科夫斯基对孔德的这一观点进行了批

判，＂已经进人了实证阶段的时代，他的历史循环论突然变

得软弱无力了，而且他以前的所有保留意见也都消失了。科

学发展中每一件相对的事情现在都成为过去，既然已经达到

了绝对状态（至少就基本原则而言），那么就没有更多的地

方适用于历史的标准＂＠。即孔德认识到了科学也可能成为

历史相对的特性，但是他从未考虑他自身也处于历史之中，

也具有对历史事件的特定理解。

四

科拉科夫斯基多次重复，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特定时代的

科学思想潮流紧密相关。孔德的实证主义，反映了当时社会

的反对形而上学而追求真正知识的一种要求和希望用理性

来管理社会的一种愿望，因而，应该结合欧洲理智文化的思

想史来理解实证主义。孔德以后的欧洲，即 19 世纪下半叶，

正是各门科学飞速发展的时期，科学在各个方面取代了形而

上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

在这些科学中，大量最新的发展表明新的综合正在成为可

Q) Le釭ek Kolakowski, The Al比nation of Re心on: ah叩ry of positi血如ug凡

~ew Yo众： Doubleday &Company, Inc. 1968 , p. 64. 

® Leszek Kolako邓ki, Ti加 Al比几alion of Rea.son: a history of positi讥sit加ug从．

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 Inc. 1968 , p.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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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而统一日益激增和日益紧密的专业化的各门科学的任务

也迫切地摆在面前，能量守恒定律看起来好像适用于所有自

然现象，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包括人在内的所有有机体现象

的规律进行了阐明。正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说，“在生物科学

上的进步在当时特别引人注意，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实证主义

思想的某些方面”。

约翰·斯图亚特· 穆勒是孔德之后的实证主义运动中

的第二号人物，他的功绩在于建立了一种实证主义的伦理

学，也即功利主义伦理学。穆勒受孔德的影响很多，但是他

的知识论则直接来源于休谟，穆勒的全部理论都以严格坚持

的经验主义和联想主义原则为基础，但是穆勒的经验主义比

休谟走得更远，因为他认为演绎科学也完全建立在经验之

上，演绎推理只是用于使思考更加容易，以便使各种观察结

果连贯起来，他的经验学说发展到最后，就是强调结果的功

利主义伦理学。

在穆勒之前，边沁曾经概括了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原则，

即人的行动的动机是为了追求幸福与逃避痛苦。穆勒进一

步发展了这一原则，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行动的最高原则，

”功利”或＂幸福”被定义为最高价值，评价一个人的结果不

看行动本身，而是要看行动的结果，这与康德的伦理学正好

形成鲜明对比。 康德说，我们的道德动机完全出千一种责

任，一种义务，而功利主义让人感到出于一种责任或出于私

利 、虚荣等其他动机的行动，只要结果一样就具有同样的道

德价值，这肯定会招来反对的批评之声。 此外，人们批评说，

人们总是追求幸福，而并没有进一步再界定幸福的具体特

征， 因为这等于是同义反复，什么也没说，此观点不能被反

驳，而人们更多的反对还在于，穆勒相信在人的世界中能够

发现一切价值的公共尺度，就像是把商品化约为一种公共的

12 



中译者序言

尺度是可能的，用这种公共尺度可以进行单一的定量测量，

但是这种理想化的设计只能是一种空想，如果真能实现，那

世界上还会有那么多无法解决的道德困难和道德难题吗？

正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说：＂价值的世界是在性质上有差异的

世界，并且任何单一的价值标准都是武断的和人为的。人的

冲突是由于缺乏需要选择的情况给予他们自身的一致性所

引起。这种缺乏一致性的例子之一就是将人的个体化为某

种单一尺度的不可化约性，因而不可能决定两种个体的商

品，当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经历此种情况时，哪个在给定

的悄况之下分量更重 。 ,, CD 

如果说穆勒的功利主义的方案植根千当时社会的民主

主义哲学的某种不言明的信仰，那么，赫伯特· 斯宾塞进化

论的实证主义则突出地反映了生物科学施加给实证主义的

巨大影响，”进化论非常有助于加强人生的所有环境都能化

约为生物环境，人的所有机构都能化约为生物生存的工具的

这种世界形象”竺斯宾塞正是使实证主义思想超越方法论

的方案而将我们生物学规律的知识应用于人的行为与创造

的一切形式。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思维方式的

一个综合的概念体系。

根据斯宾塞，知识的首要理想是将其化为单一的公式或

“最高法则＂，他希望将知识综合划一 ，而哲学正是要履行统

一全部知识的这个使命，哲学追求综合真理以包含研究的每

一个领域。宇宙中进化和分解现象可以作为一种法则适用

于一切领域，人的社会理论只是宇宙进化的一种继续与延

Q) Le边ek Kolakowski, 九e Al比心勋noJR如on: ah叩ry of pos如iJl. thought, 

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 Inc. 1968 , p. 85. 

®Leszek Kolakow吐i, The Al印nation of R扭son: ah过如1" of po血血如哆ht,

New York: Doubleday &Comp扭y, Inc. 1968,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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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与有机体有着某种深刻的相似性，他

们的组织原则是同一的。 科学将知识化为符号，尽可能地简

单化和概括化，科学的对象只是现象，是将所观察到的经验

内容的一种系统化，超越科学，就进人了宗教的不可知领域，

宗教是对知识界限的意识，宗教与科学都是自然进化的结

果，因而可以各司其职、和谐共融。 尽管斯宾塞的许多思想

都与实证主义思维方式不相容，而且他还不时地批判孔德和

穆勒的学说，但是，斯宾塞的学说与他们一样都是实证主义

支配着的那个时代的科学精神的产物，并且，斯宾塞深信：

“只有其结果是有形的、可度量的和可计算的人的那些行动

才是有价值的，并且只有有助于使生活变得更容易，满足基

本需要，促进交流以及增加产量的那些理想才值得认知。"©

科拉科夫斯基把这看做 19 世纪末欧洲社会受教育阶层的主

导观念之一，并把受实证主义主导着的那个科学大发展的特

定时代的欧洲理智文化称为实证主义的凯旋。

. 五

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以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为代表

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哲学运动坚持了实证主义的基本假设，并

赋予了其新的意义 。 这两位思想家在德国哲学的传统中成

长起来，因而他们思想的出发点非常不同千孔德与斯宾塞，

但与休谟密切相关。他们将那个时代自然科学取得的辉煌

成就视为理所当然，并且各自独立地提出了没有形而上学基

础结构的纯粹经验的观点，还询问了有关所有科学陈述的意

义及其有多大有效性的基本问题。

<D Le亚k Kol吐叩心，九 Al侐妞妞 of Reason: a 应o可 ofpos吐心如ught.

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 Inc. 1968•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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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概念还是马赫的元素假说，都

是为了消解传统的形而上学及其认识论问题，哲学对每门科

学的必不可少性就在于，其目标是要构造一个统一的科学世

界观。 阿芬那留斯认为，人的全部思想都是对某种扰乱了其

生物平衡的有机体的一种反应，他将认知视为与中枢神经系

统联系的某种生物学的事实，每一认知行为都旨在恢复受到

外界刺激的有机体的平衡。 他倡导的哲学是要分析科学的

实际结果，井将其归人最一般的范畴，从而为以实用为导向

的科学指引目标。而关注物理学史研究的马赫则认为认知

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特定部分，一种有机体的反应或一种

适应环境的过程，没有理由赋予其超越的意义。科学法则和

理论井没有把任何东西增加到最初并不包含于其中的经验

之上，它们的作用在千选择和符号化，它们没有使世界增值，

而只是从中选择出生物学上有用部分并且安排它们的秩序，

以便使我们预测，防止有害的效果。

科拉科夫斯基还论述了经验批判主义的经验原理。 在

阿芬那留斯和马赫看来，经济原理是对中枢神经系统的行为

的一种描述，科学、法律、理论都是对智力劳动经济化的一种

速记，知识以如此方式积累并且传下去。 科学的唯一使命是

要借助人们可及的其他人的经验来减轻其不断从事试验的

需要。任何一般的科学陈述在全体上都不增加特殊的事实；

它们只是涵盖了事实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由于生物学的原

因而对人类来说是重要的。 科学节约了人们的努力，是非常

经济地安排的经验，其真实内容并没有超越经验。诸如＂本

体”、”事物”之类的那些形而上学概念，都是于使用语言过

程中思维一不小心在综合与分离作用下而产生的非生产性

的观念，对经验原理的适当理解能够使我们不理会形而上学

问题，而将人的全部认知解释为在大脑帮助下满足人的生物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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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这样经验批判主义通过对认识功能的生物学的处理，将

理智化约为有机体的需要，以及以返回到最原始的具体资料

中的方式复制了实证主义的主要观点，并与实证主义联抉加

入了反对形而上学的神圣同盟。 稍后我们将会看到，几乎与

经验批判主义同时期，更加极端的约定论与实用主义共同展

开了围剿形而上学的世纪之战。

约定论并非是实证主义的一种，但是它强烈地影响了实

证主义的发展。它的代表人物为彭加勒、皮埃尔· 杜恒和

勒·卢阿。 其主要观点为，“某些科学命题被错误地认为对

世界的描述以经验的记录与归纳为基础，它们事实上是人工

的创造物，并且我们将其看做正确的并不因为我们由于经验

的原因而不得不这样做，而是因为它们是方便的有用的，甚

至因为它们具有审美的吸引力"©。 因此，科学事实是一种

约定，一个语言上方便的工具，而并非一个实际过程的描述。

这样，约定论就描述了其时代科学的一个真实方面，唤起了

对隐含在纯粹方法论假设中虚构的注意，科学总是从断定的

”事实＂中推论出断定的”归纳法则＂而得以产生。这不容置

疑地证明，在科学经验中并没有“纯粹事实”这样的事，因而

让人们认识到了知识不可弥补的相对特征。作为对 19 世纪

科学方法论者和在哲学家的盛行的乐观主义的反映，约定论

削弱了认为科学结果具有“客观的”和无条件的有效性的那

种自信，消解了科学中的“基本”事实和纯粹的基本经验。

实用主义也不能纳人实证主义的历史中。皮尔士要求

实践的有效性应该作为真理的一个标准，并且实践的可证实

性应该作为将有意义的陈述从那些无意义的陈述之中区分

(l) Leszek Kolakow如，乃eAl切ation of几心如： a huw,y of posil如sl thoughl, 

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 Inc. 1968, 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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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者序言

开来的规则。詹姆斯则断言：一个陈述的意义与其实际结果

是同一的，因此他看重的是根据功利的标准在真假之间进行

区分，真理只是陈述对我们行动所具有的有用性。对皮尔士

来说，真的陈述凭借在它们是真的假定基础之上行动的有效

性而揭示其真理，而对詹姆斯来说，真理在千对我们有利：任

何其他的真理概念都是无意义的。 因而真理并非在我们的

陈述与事物的运行方式之间相符，而是在我们的陈述与我们

凭借接受这些陈述可以体验到的可能满足之间相符。这是

对认知的纯粹生物学的解释。杜威则指出与个人成功的无

关，但是却平等地约束所有人的价值的存在和至高无上性，

即存在着能提供给我们进行社会重要选择的标准的一种首

要的集体的功利。 实用主义的实用态度，反对无聊的形而上

学，以及唯名论立场与实证主义传统相联系，正如科拉科夫

斯基指出的：＂实用主义的创立者自己也指出他们与主要的

实证主义传统的亲缘关系，而且这种主张有一个真实的

基础。 "(i)

严格来讲，逻辑经验主义属于分析哲学，也很难分清逻

辑实证主义哪些是分析哲学的，哪些是实证主义的。但是逻

辑经验主义在知识论和价值论上的唯名论立场、反形而上学

的态度、科学方法的本质统一性信仰以及科学的物理学化都

反映了实证主义的主要倾向，因此被人称做新实证主义。他

们更加重视对语言的分析，更加充分地使用了逻辑工具，并

认为逻辑学与数学增强了语言记号的有效性和演绎推理的

正确性，逻辑学与数学的一些命题独立千观察或实验而有

效，但是它们没有内容，是分析的命题，并没有先天综合判

断，它们的有效性归功于与它们之中包含的词语赋予的意义

CD Leszek Kolakowski , The Al比nal泗 ofReason : a hut叨 ofposit虹st tho叱ht,

New York: Doubleday &Comp皿y,Inc令 1968, p.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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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起来的语言约定。哲学的功能在于语法与语义的逻辑

分析，他们希望通过阐述有意义的和可证实的科学陈述，从

而根除形而上学问题。 逻辑实证主义影响巨大，代表人物众

多，其中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卡尔· 波普尔、赖欣巴哈在

世界范围内都赫赫有名，由于篇幅原因，这里我们无法一一

阐明他们的具体观点。最后指出科拉科夫斯基的一个重要

观点，他认为这一学说执行着重要的社会职能和文化职能，

拥护对世界的科学态度，提供一种能使个人确信的科学方

法，而且在反对非理性的信仰的斗争中行使着一种教育的使

命，从而帮助去除意识形态的盲从以及公共事务之中野蛮力

量的滥用。 因此，＂逻辑经验主义在我们当代的理智文化中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 
"'-

科拉科夫斯基表明，实证主义主要是反对形而上学无谓

的争辩，无论是这个学说的比较激进的说法，如早期维特根

斯坦，拒绝形而上学的一切认识，还是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

就像雅斯贝斯、卡尔纳普那样，拒绝形而上学的认知要求，不

把哲学当做知识，而是当做一种感情或宗教的表达，即没有

科学主张的形而上学是合法的，它们都为了表达科学要完全

地构造自身，并试图与神学、宗教、艺术与形而上学区别开

来，都为了表达科学是一种自足的活动，而实证主义正可以

看做科学的自然分泌物。

但是，根据批判经验主义，科学是促进人类的生物生存

的一种经济化的便利需要，是动物性经验的一种延伸。根据

约定论，科学的前提可能包含着非科学的假设，根据实用主

义，我们有权利接受的真理是无限的，只要它们在某一方面

18 



中译者序言

对我们有用。 而设想一下，如果宗教信仰与形而上学可以提

升我们的自信，保护我们不要失去勇气，填充我们的乐观主

义精神，因而没有理由将要放弃它们，”这里我们看到形而

上学是怎样从前门被驱逐出去而又通过后门回来的“。如果

宗教和形而上学只是一种精神安慰物或一针兴奋剂的注人，

只是作为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而并非是作为显露秘密存在

的”真理”，那又有什么理由来拒绝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各种

尝试呢？”采取宗教观念形式的对实证主义批评的＇附加

物＇井不能被认为原初是与实证主义思想的根本原则相联

系：相反，它们在实证主义历史中相当例外。尽管如此，它们

表明实证主义的批判可能会怎样出现在意外的情境里。 它

的结果是实证主义自身能恢复形而上学的地位一甚至是

极端的唯心论或神秘的形而上学一一至少没有改变其假设，

而只是为其增添了更进一步的前提。柏格森的哲学被视为

击败 19 世纪的实证主义的世纪之交的最彻底的尝试。 但

是，勒·卢阿表明柏格森的形而上学与实证主义对科学的解

释是相容的。 这个结论可能被看做是对实证主义的毁灭性

的，因为它揭示了其反形而上学的趋势能不违背其原则地得

以克服......"心实证主义信誓旦旦地要反对形而上学，结果

却有可能以形而上学告终，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

的结果。

正如孔德所说，人的理智总是有一种趋于构造思辨的形

而上学体系的无限倾向，哲学从未放弃构造一个自主的“理

性＂的企图，多少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早已清醒地看到，明知

形而上学毫无实际的应用价值，并且明知形而上学的确定性

毫无实现的希望，但是人们仍然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在探索和

<D Le亟k Ko扯owski, 九 Al比心血 ofR叩on: a 加如yof即出如心ught,
New Yo九Doubleday &Company, Inc. 1968, 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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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形而上学的那些问题上，而且这些探索得以执行的坚韧

不拔和超凡毅力让人深思。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科拉科夫斯

基的说法是，这是人类理智堕落的证明。理性一且成为独立

于经验材料井且渴望发现其自己的领地，就已经失去了其合

适性 、其生物的有用性及其工具使命的兴趣，并且仍在以损

失真正有生命力的需要为代价，因而就如病人身体无用而保

持旺盛生长的癌瘤一样，＂而彻底的实证主义，必然放弃了

真理的先验意义，而将逻辑价值化约为生物性行为的特

征＂ 。 因此实证主义可以看做人的生物性身体对理性的异化

的一种校正，正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说，人的生命本来或许就

是由不配合也不和谐的两个世界组成，一个是生物性的世

界，另一个是形而上学的世界，我们在合法享用这两个世界

的身份之时，不得不承受这两个世界同时带给我们的所有后

果，因而未来形而上学受实证主义批判的影响，正不得不面

临一个无法回避的两难选择。

行文至此，我想指出的是，科拉科夫斯基研究与处理问

题的方式，他并非就某一个问题而谈论这个问题，他的视界

是开阔的，而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方面，他对实证主义的历

史中某个发展阶段的思想特征的阐明，总是指出产生这种思

想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是什么？其受什么文化力量的影响，又

会产生怎样的智力结果，他常常是在指明某一精神学说在历

史上起到的正面的积极作用之时，又能够敏锐地看到其发展

中包含着的负面影响。 而无论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还是对

实证主义的特征的阐明，他都不笼统而独断地肯定和否定，

而是放在人类的精神结构中加以分析，“实证主义思想的每

个阶段都是主导的理智风格的一个特定的变种＂。他试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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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实证主义的批判在文化中的功能－~在技术上无用的

形而上学一劳永逸地放弃成为科学的要求。

然而，科拉科夫斯基对实证主义的论点也并非毫无瑕

疵。实证主义发展到最后，竟认为人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能

力是一种生物性的功能，这又是不是一种倒退呢？如果人的

认识论完全被知识学所代替，那么，它否认的是哲学反思的

价值，丢弃的是人的认识的反思维度。 其结果必然是排除了

科学对自身的反思，也排除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现象进行自我

反思的能力，使人们无法用恰当的方式对人的行为进行社会

分析。 也正如哈贝马斯所说：＂认识着的主体同时也是文化

世界由之产生的过程的一个部分…...人的生活史的形成，从

纵的方向上看不仅是个人所积累的经验的时间上的联系；从

横的方面上看，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在不同主体共同交往的基

础上形成的……＂＠认识论只有采用社会理论的形式，才能

摆脱实证主义者对知识观点的束缚，才能把经验科学与人的

反思结合起来，把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联系起来，从而将哲

学的事业流传下去 。 但是毕竟，实证主义限制了人类的理性

的恣肆，使人类的心灵谦虚地服从事实，这是对人类理性的

妄自尊大的一种警醒，最后我想用科拉科夫斯基引用的伯特

兰 ·罗素的一段话来结束全文：

＂作为依靠主要在人的控制之外的事实的某种东西的

｀真理＇的概念已经是哲学用以淳淳教诲人性的必要元素的

方式之一。 当对骄傲的管制被解除，下一步将迈向某种疯狂

之路一—对权利的陶醉－费希特将其引人哲学，而对现代

人来说，不管是不是哲人，都有这个倾向 。 我深信，这种毒害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3 -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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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时代的最大威胁，并且深信任何哲学，无论多么不自

觉，都有助于它，井且正在增加发生巨大社会灾难的

危险。"<D

祚岛
2011 年 3 月

0 区吐 Kol吐OW吐i , The Al切必onofR妇on: ah口torr of posit归st thought, 

New Y o:rlt : Dou bl叫ay &Comp血y. Inc. 1968 , p.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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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旨在记述实证主义思想的儿个主要发展阶段，如果

我们要理解这种哲学的意义，也就是理解从中可以得出的种

种推论以及它所持守的东西，我们就必须简要地描绘出这些

阶段的特征。 “实证主义”一词不仅指拒绝成为任何一种主

义或一种哲学的某种具体的哲学学说，它也同某种具体的法

学理论、文学史上的某种独特思潮，以及许多神学问题的某

种特殊处理方式联系起来。 在所有这些关联之中，都使用

“实证主义”这同一个词并不是完全任意的，而是在一定程

度上被在所有这些关联中所显现出的某种共同的理智态度

所证实。 另一方面，它们的相似性井没有那么强烈地表示出

来，以至千不用进行分别的讨论。 在本书中，我专门在一种

哲学的意义上来关注实证主义一一或者，如果你愿意，是在

一种反哲学主义的意义上来关注它。 我有意避免提到许多

人名，因为我的目的并不在千提供一个详细的历史概览，也

就没有尽可能多地列举出对这个思想流派有所贡献的人，而

是要阐明它最重要的特征，即最有助于从总体上理解它的那

些特征。因而，读者在这里将看到的只是实证主义历史上最

众所周知的几个人。 即使列举出那些被忽略的人物和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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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也并不合适。

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涉及同样的主题：它们表现出要从总

体上描述这种现象的特征的尝试。 然而，第一章仅仅解释了

在哲学文本中能够发现的实证主义最重要的特征。 在最后

一章，我探讨了这种思想风格的一般意义，而这种一般意义

是它的追随者们通常所没有论述的。

在某些情况下，本书也包含一些批判性的评论。这些评

论与那些纯粹记述性的部分明显地区别开来。这些批判性

的见解大多有其他的来源，但是因为这本书是为了一般读者

所写，所以我没有不厌其烦地指出哪些话是我自己的，哪些

话是引述别人的 。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列出我所使用

的这些批判性的历史资料的来源。 在这里，我的目的并不在

于讨论新的或者以前被忽略的那些问题，而只是要以某种方

式展现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以便不仅可以客观地告知读

者，而且更接近地理解它在我们的文化中的功能。然而，在

我的解说中，记述性的部分和分析评述性的部分，都可以看

成是已经存在的反思的结果，而这种反思的结果是允许以这

种方式来表达的 。

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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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实证主义概览

“实证的哲学”一词是由奥古斯特· 孔德创造的，并以 1

更简短的形式——“实证主义” 一直延用到现在。然而，在

历史学家或者评论家看来，并非所有信奉实证主义学说的人

都同意把自已归类于“实证主义”名下。一般说来，反对这

种归类的原因在千以下的事实，思想家们不愿意承认他们信

奉的学说具有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为了尊重他们的

愿望，人们应该在每一种情况下挑选出不符合实证主义口味

的那些因素，同时指出剩下的部分有多少是他们仍然赞成

的。而且，许多思想家意识到，在此学说的标签下造成了许

多错误和过分简化的后果，因而犹豫是否让自已归到任何旗

帜之下 。

鉴于这种情况，为给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思想史中所

展现出的这种实证主义思潮设定界限，需要我们作一个多少

有些专断的决定，此问题在许多其他情形中也同样出现（例

如，当有人讨论存在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时）。

然而，对历史学家和哲学文化的研究者来说，某种程度的专

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有人想要在主要的脉络中指出这种

连续性，他就不得不根据某种先验图式 (schemata) 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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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掌握的资料，而忽视在次要问题上的差异 。 更何况在哲学

中主干和分支之间的区别也并非是完全专断的。 这种差异

基于某些历史资料，或许也借助千纯粹数量上（尽管是大致

2 的）的指标，这些历史资料所显示出的某些特定主题 、陈述

或主张在一个特定时期引起了读者 、辩论家和追随者的关

注，而别的东西几乎没有被注意。 分类学家或史学家在哲学

史上识别出某种“思潮”，总是仅仅求助千某种历史事实的

标准，以证实自己的解释的正当性。 否则，他就会被质疑是

基于任意选择的原则而确定思想的发展趋势（尽管，只要他

清晰地阐明了他的标准，这样做也是可以的 ）。 此外，他指

涉某种连续性的意识，这种意识也确实被后继的几代追随者

所感受到了，并且被他们所表达。 尽管在解释这些证据时有

可能产生错误，但是，这种情况仍然值得我们考虑。

然而，在目前这个事例之中，我们正在论述的是一个几

乎没有争议的事情：人们普遍已承认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哲

学中存在着一个“实证主义思潮＂ 。 而只有当我们试图定义

这种思潮，并且详细阐明它不同于其他思潮的严格标准时，

疑问才会出现。 在哲学思想史中，这种情况正常而不可避

免。 像艺术史一样：观念之间的互相渗透 、一种思潮影响另

一种思潮以及相互回应，更不用说文本自身原意的含糊不清

了，这意味着总是为多种解释留有余地；此问题所处的境况

排除了截然区分的可能性。

因此，让我们试着用最概括最全面的词语来描述这种实

证主义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

实证主义意味着关于人类知识的某种哲学态度。 严格

地说，它并不预先判断关于人们如何得到知识的那类问

题一对知识的心理的和历史的基础都不作预先判断。 但

是，它是关于人类认识的规则和评价标准的一个集合：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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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们关千这个世界的陈述中哪些内容可以称得上知识，并

且在什么是可以合理地提问和什么是不可以合理地提问之

间，尽可能地为我们提供进行区分的标准。因而，实证主义

是一种规范的态度，它制约我们如何使用像”知识" 、 “科 3

学”、“认识”和“信息”之类的词 。 同样，在哲学与科学之间

的争论中，实证主义的规则可以区分哪些争论可以有益地进

行下去，哪些争论不可能解决，因而不值得加以考虑。

可以说，根据实证主义学说，为了对关于这个世界的任

何陈述都做好去粗存精的工作一既要确定值得考虑的那

些问题，又要抛弃被错误地提出或者是卷入了不合逻辑的概

念的那些问题一应当遵循的最重要规则如下。

1. 现象学的规则 。 这可以简洁地阐述为：＂本质＂与“现

象”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区别。许多传统的形而上学学说认

为，各种已观察到的现象或者可以被观察到的现象是普通人

的认识所不能企及的某种实在的表现，这种观点为使用诸如

“实体”、”本体形式"、“隐蔽性质”之类的术语作辩护 。 而

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本质与现象的区分因为它的误导性而

应当在科学上加以消除。我们仅仅有权利记录那些在经验

上确实显现的事物，而那些所谓我们经验的事物是“隐藏实

体的表现＂的观点是不值得相信的。 超出经验领域的问题的

争论纯粹是语言上的特征。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实证主义者

并不拒绝”表现“与“原因”之间的每一种区分。 毕竟，众所

周知，百日咳是通过咳嗽特有的发作特征来表现自己的，而

一旦把这种疾病分离出来，我们就有权把这种咳嗽看做某种

”表现特征＂，并且探究这种表现特征特有的“隐含机制＂ 。

在 20 世纪初发现的百日咳杆菌，作为一种传染源，很明显与

现象学的观点并非不相容。因为实证主义者们并不反对探

寻任何巳经观察到的现象的不能直接看到的原因，他们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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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反对将那种被定义为人类知识所不可达到的隐蔽的实体来

当做任何现象原因的做法。 实证主义所谴责的那种处于可

能的经验领域之外的 、被非法增添的实体的经典案例，就是

“物质”和＂精神”。因为，物质被设想为某种不同千这个世

界上已观察到特性的本体，还因为如果使用这个概念，我们

不能比不使用这个概念更有效地说明已观察到的现象，所

以，我们根本没有理由使用它。同样，如果＂灵魂“只是意味

着不同于人的心灵生活可描述特质的总体的某种本体，那么

它就是一个多余的思维构造物，因为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没

有＂灵魂＂的世界和有＂灵魂＂的世界究竟有什么不同。

不用说，我们很难在每个可能的情况下都以这种一劳永

逸地解决问题的方式来阐述问题，因此，现象学家如此阐述

的“不要" (Don't ) 会导致人们的怀疑：我们的问题是否合

法？它是否代表对某种表现特征背后的某种机制的寻求？

或者是否因其为“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必须投人历史的垃圾

桶里？ 在某些情况下，作决定是很容易的。 例如，如果有人

坚持认为存在着绝对无可知的对象，那么，实证主义者一定

会认为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形而上学家，因为他是在对按其

定义不可能被经验所把握的一个实在作出陈述。 反之，探究

某种特定的癌症病毒的可能存在与特性是否有意义，却不会

有什么疑义，因为眼下只有通过它的”表现特征”才可以观

察到。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此决定并非如此显而易见。 我们

指出这一点，并非用来反对实证主义，而是要引起人们注意，

在这里被用千描述实证主义纲领的特征的那些高度抽象的

阐述，以及在实证主义自身中可以发现的与这同一个总体规

则不一致的解释的这一事实。 然而目前，我们不打算研究这

些总体规则的更多细节，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方法凸显出来，

这种方法使其在哲学思想中成为一种相当重要的思潮。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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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把“实证主义＂的称号仅仅限制在这个思潮的某些分支

上，这种做法似乎更有说服力 。

2. 唯名论的规则 。 严格地说，这项规则可以看做一项规 5

则的后果，但是，考虑到在哲学争论中一个哲学上有效的判

断经常是从另一个判断推论出来，而由此会产生专业术语上

的模糊现象，使得它们看起来不相容，因此分开来陈述可能

更为可取。 唯名论的规则可以归结为这样的陈述：我们不可

假定，以普遍术语阐述的任何见解能有不同于单个的具体客

体的任何实在的对象。 众所周知，用这种观点来定义知识的

尝试在欧洲思想的开端就出现了 。 当柏拉图考虑此问题的

时候：比如说，当我们说到三角形或正义的时候，我们实质上

是在说些什么？他系统地阐述了一个直到今天仍没有失去

有效性的问题，尽管其经常以不同的语词来陈述。 我们说，

任意一个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但是，这个

陈述实质上是指什么呢？ 并不是指这个或那个三角形，因为

没有绝对完美的三角形能够符合几何学上的所有要求；同

样，它也不能指所有个别的三角形对象。 然而，很难说，儿何

学根本不指涉任何东西。 因此，我们的断言一定指涉”这

个“三角形，即纯粹而简单的三角形。 但是，在自然界中哪

儿也找不到的这个三角形是什么呢？ 它并没有我们通常归

属于物体的那些物理特征。 首先，它不处于空间之中。它的

所有特性都来自于它是三角形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的这个

事实；我们必须承认它以某种方式存在，只不过它是一种非

感官所能感知的存在，而唯有反思才能触及。

唯名论者抛弃了这一推理的路线 。 他们说，只有当经验

容许的时候，我们才有权利承认某种事物的存在。 没有任何

经验容许我们认为，我们关于”这个“ 三角形各种性质的一

般知识对应于不同千单个三角形物体的某个特定实体，并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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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它们之外的独立存在。 确实，我们的科学需要使用概

6 念性工具来描述某种理想状态，而这种理想状态在经验世界

中是从来不会达到的。不仅数学，而且物理学也使用这样的

思维构造。 更特别的是，由伽利略开创的近代物理学不可避

免地一定要使用对理想环境的描述，在这种描述下，真实世

界的某些可观察的特性被推进到一个抽象的极点。 这种对

理想状态种种特性的研究有助千我们理解或多或少与其接

近的事物的真实状态。 但是，这些理想状态一机械力学的

真空、整套装在一起的系统、几何学上的图形—一只是我们

自己的一些创造物，是作为一种更高级的一更简洁和更概

括的一对经验实在的描述。 由千我们只是为了计算的方

便而设想出这种理想状态，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一定在

现实中某个地方确实存在。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是可观

察的众多单个事实的集合。科学的目的在于给这些事实安

排秩序，正是由于这种安排秩序的工作才使之成为真正的科

学，也就是说，科学是能投人实际的应用，并且能使我们根据

别的事件而预测某些事件的某种东西。 我们所有的抽象概

念，数学科学中的所有先验图式(schemata) 和在自然科学中

抽取出来的所有理想化的解释都包括在这些秩序化的体系

之中 。 正是由于这些体系，我们才能够给经验一个连贯而简

洁的便千记忆的形式，并且过滤掉了每个事实中必然出现的

偶然偏差和歪曲变形 。 尽管无论是在自然界当中，还是在人

类的技术产品之中，都不会发现绝对完美的圆，但是我们能

生产相当近似于这种理想的圆的物体 ，这就得归功千在我们

抽象计算中运用了完美的圆这一事实。 为我们的经验安排

秩序的系统一定是这样的系统，它不至于把某种超出经验之

外的更多的某些实体引进到经验之中，因为这种系统不可避

免地在它的方法中使用了抽象，所以，它也一定要使我们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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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牢牢记住：这些抽象只不过是一些为了组织人的经验而创

造出来的方法，它们没有资格要求独立存在。

换句话说，根据唯名论，每门抽象科学都只是安排秩序

的一种方法，一种对经验的量化记录。 在下面的意义上它们 7

并没有独立的认识功能，即通过它的抽象，它开辟了通往经

验所达不到的实在领域的道路。 古老的形而上学用以填充

这个世界的所有一般实体，所有抽象创造物都是虚构的，因

为他们不合逻辑地把存在归于实际上并不存在而只是作为

名称或者语词的某种东西。 在这些古老争论的语言中，＂普

遍性" (universality) 只具有语言构造的特征，同时也是一一

根据一些解释一与涉及那些思维构造活动相联系的精神

活动的特性。 然而，在实际经验的世界之中，在只有纯粹而

简单的事物的这个世界之中，井没有所谓＂共相" (univer-

sals) 这样的事物。

3. 现象学家和唯名论者的科学概念有另一种重要的结

果，即其规则否定价值判断和规范性陈述的认知价值。 实证

主义论述说，经验中并不包含＂高尚＂、“低贱＂、＂好的“、

“坏的“、"美的“、"丑的”等诸如此类的关于人、事件或者事

物的性质。 也没有任何经验能够责令我们通过任何逻辑操

作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而接受那些包含命令或禁令，并告诉

我们要做什么或者不要做什么的陈述。更确切地讲，如果有

人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就显然有可能提供逻辑的根据去判

断使用方法的有效性；这类评价带有某种技术上的特征，并

且在其具有某种技术性意义的范围内，即，在其告知我们为

达到某一想实现的目标，什么是有效的操作而什么是无效的

操作的范围内，可以被判定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诸如此类

的技术判断的例子就像下面的陈述，其意思是说，我们应当

给肺炎患者使用青霉素；或是说孩子们如果不吃饭，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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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挨打的威胁。 如果它们的意义分别是，青霉素是一种对

肺炎有效的治疗方法，或者，用惩罚来威胁孩子们以使他们

吃饭的做法会引起性格上的障碍，那么很明显，这样的陈述

就会被认为是合理的。 并且，如果我们通常不假思索就认

为，治愈病人是一件好事，而让孩子们承受心理扭曲则是一

件坏事，那么上面提到的陈述就会被认为是合理的，即使它

8 们确实带有某种规范性判断的形式。 但是我们不会认为，我

们视做正确的任何价值断言”自身＂，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可以由经验所证实。 例如 ， 人的生命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价

值这条原则不能被这样证实：我们可以接受它，也可以拒绝

它，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选择的任意性。 因为，依据现

象学的规则，我们不得不拒绝作为唯一值得冠以知识名称的

世界的特征的价值假定。 同时，唯名论的原则要求我们拒绝

接受这样的假定，即除了可见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 自 在

的“价值领域，我们的评价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与其发生着相

互关联。 因而，我们有权利基于人的世界而表达价值判断，

但是，我们没有权利认为我们做这些事的根据也是科学的；

更通常地说，我们制定它们的唯一根据只是我们自己的任意

选择。

4. 最后，在实证主义哲学的各种基础理念之中，我们可

以提到对科学方法的根本统一性的信仰。甚至在比前儿个

原则更大的范围内，此原则的意义在于承认各种不同的解

释。尽管如此，这一理念本身总是出现在实证主义者的讨论

之中。 在它最一般的形式中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为获得有

效知识而使用的方法和通过理论反思而阐述的经验的各个

主要阶段本质上在经验的所有领域中都是相同的。 因而，我

们没有理由认为，在各种具体科学之间的性质上的差别能超

出科学发展中某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特征；我们可以期待科学

8 



第一章实证主义概览

进一步的发展将会逐渐消除这种差异，甚至，正如许多作者

所相信的那样，将会把知识的所有领域归结为某种单一的科

学。 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单－的科学在其合适的意义上将是

物理学。其理由是，在所有经验学科中这种科学已经发展出

最精确的描述方法，并且这种科学涵盖了自然界能够发现的

最普遍的各种性质和现象一如果没有这些，则其他性质和 9

现象将不会发生。确切地讲，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假定，这

种假定一所有的知识将会归结为物理科学，所有的科学陈

述将会翻译为物理学的语言-则不会从上述几个实证主

义规则推衍而来。 此外，科学方法统一性的信念也会以别的

方式来详细阐述。然而，上面提到的解释在实证主义的历史

中是很常见的 。

围绕着这四个简要表述的”规则＂，实证主义哲学建立

起一个覆盖人类所有认知领域的范围广阔的理论架构。用

最一般的术语来下定义就是，实证主义是一个涉及人类知识

禁令的集合，它打算把“知识＂（或者“科学,,)的名称限定在

那些现代自然科学的演进中可观察到的操作活动之中 。 尤

其是，实证主义在其历史发展中已经将争论的锋芒指向各种

形而上学沉思，并进而反对所有反思，因为这种反思既不能

以经验材料为基础而得出结论，也从来不会以被经验材料所

驳倒的某种方式来阐明其判断。 因而，根据实证主义的观

点，对世界的唯物论的解释和唯灵论的解释都使用了无法与

经验相符合的词：假如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并非唯物主义者所

认为的那样，是物质的存在与运动的表现，或者假如我们认

为这个世界也并非像宗教派别的追随者认定的那样，是由天

命的精神力量所控制，那么，真不知道我们所经验的世界与

世界所是的样子如何区别。因为，除了在没有这两种假定的

情况下我们能够预测或者描述出的东西外，这两种假定都不

9 



理性的异化

具有能使我们获得预测或者描述这个世界之外的特征的结

论，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关注这些假定。 因而，实证主义总是

把批判的矛头既指向对世界的宗教解释，又指向唯物主义形

而上学，并试图确立完全摆脱种种形而上学假定的某个观察

立场。此立场有意识地限定于服从自然科学在实践中遵守

10 的各种规则上。 根据实证主义者的观点，形而上学的各种假

定在这些科学中没有任何意义，科学的目标只是为了系统地

阐述现象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而不去更深人地探究它们隐

藏的”本性＂，也不去尝试发现这个世界除了呈现给我们的

认知环境以外，其＂自身“是否具有不同于经验所及的某些

特征。

这些实证主义的禁令在文化史中有什么意义？它们需

要什么最初的假定？并且，它们如何能被认为是正当的？此

外，如杲接受这些观点会有何种困难？ －所有这些问题，

我们将试图在最后一章进行分析。然而，我们的主要任务在

于要详述现代实证主义思想所经历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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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休谟的实证主义

我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需要以下的历史评论： 11 

因为在当代实证主义学说中我们认为许多重要的线索

在古代都有先例，所以，几乎在任何地方开始欧洲实证主义

的思想史都是可能的。在斯多葛主义的残篇中以及在怀疑

论者和原子论者幸存的作品中，都带有使人生动地想到现代

反形而上学论文的段落。例如，这些古代的思想家告诉我

们，经验能使我们确定一个给定的对象是否具有这种或那种

外观，但是继续推论说这个对象实际上就是它呈现出来的东

西却是不合逻辑的。举例说，我们可以说蜜呈现出甜，但是

我们不能由此推论说蜜就是甜的；同样，我们可以说我们经

验到了火的温暖，但是不能说火本身就是温暖等等。我们称

之为现象学知识的那些主要解释原则一一要求我们在经验

（外观、现象）＂材料＂的真实内容与这种无理推论之间作出

区分。把我们观察到的那些呈现出的性质当做”事物本性＂

的内在性质一在古代已经有过详述了，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

肯定是一种很简单的形式。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现象学

并不意味着认识的唯一对象只是“心理的内容”一一－这种信念

11 



理性的异化

可能是，但非必然，关系到现象学的立场。）

一、中世纪的实证主义

在中世纪晚期的哲学文献中也包含着许多可以视为表

达了人的认识的有效性及其范围的一种实证主义观点的文

12 本。我们猜想这些观念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界、宇宙论

的或物理学的研究兴趣在不断增长，并且旨在把亚里士多德

的形而上学范畴从自然学科中清除出去。尽管唯名论倾向

是实证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且

尽管唯名论早在 11 世纪末就首度兴盛，但是，最初这种哲学

并没有与实证主义的知识理论产生联系。它有一些重要的

神学后果，首先是作为一种批判某些神学理论的工具，但是

与 14 世纪的唯名论不同，它还没有与科学规划联系起来。

在 13 和 14 世纪，对自然科学兴趣的活跃与复苏导致了对其

进行哲学解释的尝试。在 13 世纪，罗吉尔． ．培根(Roger Ba

con) , 一位在牛津方济会的修道士，不仅要求已被控制的试

验应该构成任何名副其实的知识之条件，而且唤起人们注意

用技术来控制自然的需要，也就是说，他相信知识的价值要

通过其应用的有效性来衡量。我们称其为“实用主义＂的观

点，并且这在实证主义史中是平常之事；更精简一些，我们可以

说在实证主义者的眼中，弗兰克林 · 培根那句名言”知识就是

力量＂应该颠倒过来，“力量就是知识“可能更为正确。 对罗吉

尔·培根来说，实验和几何演绎法是获得关千这个世界的知识

的唯一可靠的方法，随同此方案，他联想到技术成就之美梦，而

一旦自然界被合理地研究，他希望美梦将会成真。

然而，罗吉尔· 培根的思想仅仅在一般的意义上与实证

主义思想相符合。他们所有人都轻视不能为实际效果所证

12 



第二章 自古以来直到大卫·休谟的实证主义

实其价值的认知方法，并对以经验为导向的科学抱有需求。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这位哲学家偏好经验的倾向甚至延伸到

了宗教生活的领域：他赋予神秘经验以极高的价值，将其作 13

为与存在的神圣起源直接沟通的手段，以及获取幸福生活的

“实用“手段，尽管并非是此时此地。

经验论和唯名论之间的调和主要在 1325一1350 年的某

些作家那里更明显也更清晰，他们因反对盛行的经院哲学而

在巴黎和牛津闻名千世。然而，直到我们今天的中世纪专家

们注意到了他们的思想的独创性，并且开始重新出版传承下

来的那些作品及其残篇以前，他们实际上一直处于被忽略的

状态。奥卡姆的威廉，作为这些作家中最著名的一位，尤其

是因为支待一种彻底的唯名论而获得了哲学声誉，即深人实

证主义思维方式的最内在原则（也许是）的一种立场。正是

他，阐明了那种著名的原则，几个世纪以来以不同的说法一

再重复，并且以“奥卡姆的剃刀＂而著称。它实际上是说，实

体不应该不必要地增加。 换言之，正如与经验不相抵触的证

据容许我们认识的那样，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所能认识到的只

有那么多。 他用这一观点来反对将一堆多余的实体放人世

界的形而上学家，这些实体只是些词语或名称，而没有实际

的对应物。威廉坚持认为，唯有具体的对象及其属性才是真

实的。此外，对象之间的关系-,&lJ如，原因与结果之间的

关系一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存在领域，而是与涉及的对象

完全同一的。因而，他把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缩减到两个一

实体和属性一并认为，只有这两个才指涉我们世界中的某

种实在。

奥卡姆的思想旨在将所有在实际经验中没有对应物的

概念范畴驱逐出哲学之外，并且进而支持一种作为能被经验

所证实的全部事实的总和的知识概念。同时，此学说拒斥自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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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神学，因为自然神学试图借助于从经验事实中得出的论证

14 的帮助，＂仅凭推理”来论证宗教启示的真理性。 的确，奥卡

姆把宗教真理的领域视为无法论证的领域，只能作为信仰的

对象而存在；他并非是对宗教的真理怀有敌意，而是认为证

实它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因此，奥卡姆的唯名论有助于支

持在世俗知识与宗教生活之间完全分开的原则。此原则在

中世纪理智的文化中是最重要的，不仅努力把全部知识，而

且把所有世俗生活的领域一一礼仪、习俗、政府、政治都从教

会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中世纪晚期和现代社会早期的王权

摆脱教皇的统治而获得自由的渴望一一教会与国家完全分

开的民族国家的最后形成一一都在 14 世纪的极端唯名论中

有某种思想基础。

然而，中世纪实证主义最激进的观点是由某些巴黎的唯

名论者所提出的，他们在当时遭到了当局的强烈谴责，主要

是因为他们的知识论所导致的神学后果。 我们保存着由西

斯坦教派的米赫古(Jean de Mirecourt) 教士以及更激进的欧

德赫古(Nicolas d'Autrecourt) 所写的作品的残篇，在这些作

品里，信仰和理性两个领域之间的截然划分甚至比奥卡姆走

得更远。他们的思想是对彻底脱离逍遥学派传统的经院哲

学知识论的一种批判 。 根据米赫古教士的观点，确实可靠的

("自明的")知识或者可以归结为矛盾律，或者可以用内在

或外在的经验所提供的事实来解释。 因而，他详述了实证主

义的一个基本信条，即唯有分析判断和直接经验的描述才能

以知识来命名 。 依据经验无论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知道什么

都不具有必然性：我们不能诉诸矛盾律来帮助我们证明任何

事实会比它的否定更具有必然性。别的不说，米赫古坚持认

为，神的意愿不受任何事物的限制，或者，将之用现代哲学的

15 语言来表述，即这个世界的所有特性及其真正存在都具有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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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性，除了某个自由的神意之外，井没有任何的理论依据。

同样，欧德赫古也把确实可靠的知识归结为两种：一种是以

同一律为基础，另一种由直接经验的记录所构成。这种归结

使实体与因果的概念成为有问题的，而这两个概念对经院哲

学来说是基本的。我们只能观察到个别的原因联系，而要预

测它们经常的或有规律的再发生，则只能是一种可能性；同

一律并不允许从一种事物的存在推论出另一种事物的存在。

出于同样原因，已观察到的事实的相互联结并不能使我们有

权利推论其与某种对感觉来说不明显的潜在实体相联系。

因而，实体的概念被证明是我们对世界的多余的描述，只是

一种术语上的约定。

这类考虑与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直率批评相结合，

很明显预示了我们已经称为实证主义的某些“原则＂。它们

的功能在于辨认我们的知识中什么是绝对可靠的，什么不

是，从而达到最终的确实可靠的认知内容。 所值得信赖的一

切就是所谓的确实可靠的理性原则，它们本身就是准自明的

和直接经验的事实。 而不能归结为这两种知识之其一的任

何知识都不值得考虑。我们所确切知道的都包含在分析判

断（这些分析判断并不指涉任何事物的存在）以及事实陈述

之中。换成现代术语来解释，这就是 14 世纪唯名论的认识

论的主要概念。在从结果到原因的推论的帮助下或者通过

设计的论证，我们的理性井没有能力从自然世界上升到造物

主在这种批判中就清晰可见了。 自然神学实际上停止存在

了，信仰的领域被留给了信仰，与理性论证明显分开。 上述

事件有助千我们理解马丁·路德何以在唯名论的学说中发

现了灵感。唯名论认为，信仰超出理性领域的观点也被某些

教会的神学家们所援引，这些神学家寻求恢复奥古斯丁教 16

义，并且试图消除由于经院哲学家而暴露出来的基督教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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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由千经院哲学家陶醉千其自身论证的力量而将其证明更

加依赖于他们脆弱的三段论法，这就暴露出了基督教的危险。

其他人在论证经验科学应该不受神学监督方面也援引唯名论。

然而，我们在这里并不关心这一问题，以后在谈到某些神学流派

利用现代实证主义的更新的尝试时，我们还会提及它。

在同一时期，实用主义的初步形式也随着现象学一并出

现了。吉恩· 比里当 (Jean Buridan) , 曾担任巴黎大学几个

学期的校长，因推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革命性尝试而闻

名，他倾向于认为，宇宙论应该从一种工具的意义而不是以

一种描述的意义上来解释。也就是说，它们确实没有告诉我

们关千世界本性的任何事情，而是为我们怎样计算和预测天

体的运行提供了实际的线索。比里当与奥雷姆(Oresme) 活

跃于同一时期，奥雷姆几乎比哥白尼早了两个世纪就试图证

实地球的自转。这是值得一提的，因为欧西安德(Osiander)

在给哥白尼的著作写的序言中含有对日心说的一种实用主

义的和现象学的解释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哥白尼被提到并非

因为他描述了行星系的实际结构，而是因为他提出了一种旨

在便千天文学计算的假设的构想。对知识的实用主义解释

在基督教文化中并不新颖：许多神秘主义者都深信人的理性

绝不能作出对上帝正确的、确实正确的叙述，并且深信适合

于被造物世界的语言完全不适合描述绝对的上帝；他们把神

学的断言看做实际生活的指示，而非教条的真理。他们声

称，关于上帝的陈述并不开辟通向上帝的道路，而仅仅促进

了对上帝的崇拜与敬畏：它们只是些标准，而非判断。

因而可以说，中世纪思想孕育了并且用自己的语言表达

17 了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实证主义旨在建立有意义的知识

的诸种原则，并且将其限制在分析陈述或事实观察之上。 但

是，我们千万不要过高地估计这种发展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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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经院哲学的“实证主义者”（到现在为止他们仍旧可

以这样称呼）对随后的儿代人仅仅产生了非常有限的影响。

而直到我们的世纪，所提到的多数哲学观点才显露出来 。 唯

名论传统被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所吸收，而只是形式不同。

在中世纪，唯名论之所以重要，首先因为它是反对亚里士多

德学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还因为作为一种或明或暗地包

含着神谕至上论的学说，它鼓励人们返回到圣·奥古斯丁的

恩典学说。最后提到的那个问题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

时期的基督教的思想演进中处千中心地位，而只是与实证主

义的知识论有很松散的联系 。

文艺复兴本身并非一个实证主义的时期，它以渴望获求

知识，而非靠寻求任何限制人的精神操作的规则为标志；它

过分地利用了好不容易摆脱经院哲学的哲学形式以及其术

语而获取的自由。在知识方面，与在艺术与道德的方面一

样，知识界的倾向是反对禁欲苦行。此时，哲学用以表达自

身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学形式与一种松散的证明原则及其

论证的各种修辞方式的重复使用携手并进。人们以极大的

热情沉思和研究自然界的无穷变化、它的无数方面、它的非

凡的可塑性以及无限潜能。人们看到这个世界塞满了各种

不可思议的事物一由炼金术士和魔术师所探寻的自然界

神奇力量的秘密，由自然主义作家所描述的神秘的非人生物

以及其他莫名其妙的现象。神性的神秘看起来更加高深莫

测了，因为泛神论思想家们站起来指出，神的活动和上帝的

真实存在与逻辑规则相反，这种趋势限制了逻辑的有效性。 18

柏拉图主义的复兴让蔑视物质的唯灵论者和以不倦的热情

谈论物质的创造力的自然主义者都受到激励。尽管经验论

或实验法以前从未如此兴盛，但是，这种发展却与实证主义

的方案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此目的是为了达到“事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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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本体" (substance) 来理解，而是作

为自然界通过它的各种创造物而散发出来的那种原始的隐

秘的“力量＂来理解。

二、 17 世纪实证主义的戴索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17 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发展

非常清晰，井与现代力学的产生紧密结合起来。 伽利略的思

想不能完全解释为实证主义方案的表达：史学家们也已经强

调了柏拉图主义背景的重要性。 同样，在一个基本方面，伽

利略创立了一种在特征上可以称做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其

主导着 17 世纪，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洲的知识界分为

两大阵营。伽利略首次系统地阐明了（至少是以某种非常清

晰的形式）知识的现象论方案，并用以反对依据本体形式而

对世界所作的传统解释。 在以前对实在的描述中把观察到

的现象的原因归于非经验的诸多”本性＂（例如，”重量＂作为

物体下落的原因）。现在，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样的思

维方式没有任何认识价值；”本性“是没有意义的语词，是对

现象不正确的解释。 科学的任务并不是继续繁衍这些“本

性”及其性质上的”形式＂，而是要提供可度量现象的数量上

的描述。 此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素是，伽利略深信：尽管机械

力学必须不断地求助于试验，但是其断言并不指涉实际操作

的实验结果，而是指涉发生在理想状态下而实际上并不能复

制的过程（例如，抛射物的运动不必克服空气的阻力） 。 人

19 们在几何模型的帮助下能够设想如此的理想状态。 伽利略

凭借超越经验的方法和认识到在科学中观念化的重要性而

获得其结论。 在 17 世纪有许多新科学的热情追随者，他们

未能吸取伽利略方法的这一特殊方面，而在反对经院哲学后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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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者的斗争中抱有一种信念，只强调物理学是实际操作的实

验记录的实验方法。 然而，他们未能取得重要成果，至少是

在机械力学方面没有。

在伽利略时代及其随后的一段时期内，欧洲的智力生活

由知识界派别分裂的加深所界定：支持和反对“本体形式＂、

支持和反对新的现象学思维的科学。尽管在 17 世纪的科学

家们当中存在着争论和分歧，但是他们都感到在反对更古老

的、更保守的传统方面仍然是一致的一一这些传统不仅仅以

经院哲学为代表，而且还以文艺复兴的自然主义为代表一

他们的共同立场都由接受伽利略的物理学所限定。这种新

科学最积极的传播者之一就是马瑞· 梅森尼 (Marin

Mersenne), 因其与同时代所有重要的学者和科学家都保持

着非常广泛的联系而被称为＂欧洲知识界的秘书＂。梅森尼

很快将他的正统天主教教义与新物理学协调起来，因为二者

对他来说都适用于对付同样的对手－~意大利泛神论的自

然主义者、占星术者、炼金术士以及一般神秘科学的行家们。

梅森尼的作品中包含着一种现象论物理学的一般原则：数量

化的、机械力学的、反形而上学的原则。 依据他的观点，科学

的知识在于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数量上的组织，而不是提出

形而上学的主张；它并没有试图告诉我们”事物的本性＂，只

是获得现象世界确切的量化知识，一种足以满足人类对那个

世界实际利用的知识。 超出观察到的现象领域之外的事物

是信仰的对象，在这里宗教的权威是决定性的。正是由于在 20

形而上学问题与科学知识之间的这种明显分离，像许多其他

同时代的学者一样，梅森尼没有与自然科学发生冲突就能保

持他的宗教信仰；他对知识实证主义的解释并没有导致他放

弃形而上学的信仰（就像在随后的年代许许多多的实证主义

者所做的那样）。他所放弃的是以经验为基础或者基于其他

19 



理性的异化

的理性原则去合理地证实形而上学信仰的正当性的任何及

其所有企图。

伽桑狄 (Gassendi) 代表着 17 世纪与其相类似的一种实

证主义。 在他第一篇论文中 (1624 年），目标直接指向亚里

士多德主义，他论证了形而上学沉思的无用和理性神学的不

可靠。根据他的观点，所有值得获得的知识总是并且不可避

免地是不完美的，尽管并非因此而是无成果的。 以我们自然

的认识方式为基础，我们所真正认识的一切不能超出或然

性，这样的知识不能声称发现了世界的”本性＂或事物的”本

质＂。然而同时，它能满足实际目标的需要，尽管其总是面

对批判，并冒着迟早会被驳倒的风险。

加森第的学说反映了在产生理智要求中的一种谦逊精

神，这是法国自由思想家的一般特征，也是现代实证主义发

展中的一个本质因素。我们并不打算问在定义上通过人类

能获得的方法的帮助而不能回答的问题一—诸如关于上帝

的问题、关于宇宙潜在本质的问题、关于无形的世界的问题。

至于由自然知识裁决的那些问题，我们也并不想将其取得的

任何结论视为无可争辩的或不可改变的，而是要让我们的思

想对不同答案的可能性和依据未来经验而作出的修正保持

开放。这些原则，在今天的科学思想中已经很平常，在那时

却对每一位思考自然问题的思辨哲学家和所有形而上学家

构成了某种艰苦的挑战一唯物主义者和宗教信徒一他

们把这个世界组织成为对自然科学毫无用处的非经验结构。

21 必须再次强调，这种方案像中世纪的实证主义一样，并非打

算要废除宗教信仰，而只是要改变其认识地位。 或者说，正

如那个时代有学问的人所相信的那样，它是打算要把宗教信

仰恢复到原来的地位。 信仰不能被转换成知识，这是为什么

我们一定不能用宗教指令来束缚科学的一个额外原因；这两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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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路事实上从来没有过交叉，因此，只要基督教和科学态度

能相互明确地区分开来，那么二者就能和平共处。然而，所

有进行这种区分的人并非总是在同一种意义上来解释它。

一些人真正关心把所有的宗教问题从理性思考的人们的视

野中清除出去，他们或者自身避免采取任何宗教立场，或者

实际上将此分离原则视为一种系统阐述自身无信仰的安全

之路。另一些人在同一原则中发现了保护宗教信仰免受科

学批判的一个护身符一只要把宗教信仰看做科学主张，并

且其内容受到理性的控制，那么这种批判就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时期最流行的态度也许是以把宗教信仰缩减为基督教

所有宗派共同持有的基本信条的那些人为代表：他们信仰上

帝、信仰天堂、信仰灵魂不朽。关千上帝的确切本性以及他

怎样统治这个世界的所有更具体问题，都可视为超出人的心

智能力所能解决的问题之外的谜题。这样一种态度在当时

的知识界是共同的，这就使得将宗教问题从理智活动中清除

的同时仍然维持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成分成为可能。 它允许

一个人践行容忍，并将宗教纠纷和学说争执看做无意义和无

用的。这种思维方式在知识界相当大地隐藏了教派分歧的

重要性，并且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合作、个人的友谊以及不

同信仰的成员之间思想交流。 教派分歧降低到习俗或遵守

法律的次要领域；属千某一个或另一个教会的事实的重要性 22

就像追随一种或另一种时尚一样不再重要了，并且在人们的

一般观点中已不起任何作用。因而，在 17 世纪，实证主义逐

渐地与宗教无差别论、科学中的全面反形而上学以及反神学

的倾向联系起来，但是，还没有与无神论或强烈关注宗教改

革的倾向建立联系。

此观点的新氛围促进了对科学知识的温和评价。科学

并非要揭示关于存在的本性的永恒真理，而是要以一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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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得以可能的方式来系统性地表达实际经验。 在这一点

上，自由思想家的方案看起来最接近 17 世纪的实证主义，因

为它意味着放弃了某种希望，这种希望认为，科学能够为我

们提供在我们所观察到的经验规律中所暗含着的所谓的必

然性的信息。我们不要问世界必然会是什么样＇，我们不要欺

骗自己，认为我们所发现的规律暗示着任何绝对的必然性：

它们只告诉我们事物事实上是怎样的，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它们会是别的什么样。 因而，在对世界的科学描述中，实证

主义揭示了理性和经验所能企及的自然界所有特性的基本

的不能改变的偶然性。人们公认，此种理智的谦逊态度并非

科学结论的独特成果。 作为新科学的传播者以及因为他们

对以往的经院哲学和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加森第和

其他现象学者理应得到全部的荣誉，但是，他们实际的科学

成果是不多的，或者至少比其他科学家的成果少得多。 而后

者，也受到新科学观念的鼓舞并且同样轻视依据本体形式对

世界的解释，但是他们仍然固守着形而上学的追求，并且希

望通过研究来发现宇宙的终极基础。

从这里讨论的观点来看，笛卡儿和莱布尼兹（比伽利略

更加不是）都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尽管二者都抱有实证主

义的信念，认为用经验观察所不可及的 、看不见的能力或力

23 量来解释世界的做法是荒谬的。 在自然的一般发展过程中，

我们一定不要为不能解释的力的运行留有余地，正如莱布尼

兹所做的那样，否则，我们可能会以时钟因某种时钟神的力

量而显示时间、磨坊因某种分化的权能而辗成面粉的解释来

做结论。笛卡儿和莱布尼兹相信，科学应该放弃对世界的神

秘解释，应该用真正的知识来填充我们认识的空隙，而不应

该用纯粹语言上的固定形式来掩盖我们的无知。尽管笛卡

儿始终坚持实体(substance) 的概念，但是他试图用丧失其旧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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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秘形式的某种方式来描述它的特征：事物或者延伸的实

体只不过是广延而已，灵魂或者思考的实体只不过是思维而

已。并没有隐藏在实际已观察到的事物性质背后的本质，对

它的指涉并不能说明任何原因。一件事物仅仅是对它所观

察到的那些东西，仅仅是它可观察的性质的总和。尽管笛卡

儿确实井没有把这种立场贯彻到最终结论上，并且在断言它

时并没有完全始终保持一致，但是，这种立场确实与实证主

义的方案相一致。同时，笛卡儿和莱布尼兹都远远背弃了形

而上学问题，或者远远放弃了对存在的必然属性的探究。与

从经验证据的偶然特征中看到我们的全部知识具有不可改

变的不确定性的那些现象论者相比，笛卡儿试图克服这种偶

然性，并去发现能被接受为绝对必然性，而在本性上并非纯

粹分析的真理。依据他的观点，经验知识绝对靠不住，在其

内容上缺乏任何的必然性，以及不能使我们达到关于存在的

任何确切断言的事实（因为，以直接的感觉为基础甚至物质

世界的存在也不是自明的），这些都迫使我们转向别处去寻

求知识的绝对可靠的标准。因此笛卡儿认为，数学（更精确

地说，在（欧几里得原理》中发现的演绎知识的模型）在科学

中有普遍的应用，并且，只有在它的帮助之下，我们才能构造

出一种不会带来经验知识的不确定性的自然科学一—一种 24

根植千力求得到“必然”真理的信念，如果没有这种信念，他

会感到知识称不上是知识。根据他的观点，通过对广延、物

体、运动以及抵抗等概念的仔细分析，就能够发现独立于经

验的物体之间运动与碰撞的基本法则。

因而，如果仅仅否定了非现象的”本质”就足以让一个

思想家冠以“实证主义＂的头衔，那么，笛卡儿（像莱布尼兹

一样）则会是此传统的一个正式代表。但是，因为至少从过

去两个世纪的实证主义的发展来看．此项标准根本不能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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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足够的，所以笛卡儿只能在很保留的意义上被称做一个

实证主义者。因为对实证主义来说，以下的信念也是基本

的：知识唯有在分析性质的范围之内才是“必然的“ 。 换言

之，合适地讲，值得称为＂必然的”知识并非是关千世界的知

识，而是一组同义反复的语词集合，其正确性仅由所用术语

的意义来保证的命题，并不需要用任何经验上的标准来加以

证实，即使可以提供经验的标准，也不会从中受益。 同样，

“必然性＂的知识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

的，尤其是不包含关于存在的判断，而且不指涉发生在这个

世界中的实际过程。 相反，在笛卡儿看来，只有以下的知识

才是有价值的：它并不仅仅告诉我们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而

是告诉我们必然会发生什么。我们能够获得如此的知识，但

是凭借的是非经验的方法。依据他的观点，甚至是关于存在

的判断也具有分析的性质，正如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所显示的那样。 此证明归结成如此断言：上帝的存在是一个

先天的真理，即仅仅通过上帝的观念的分析就能成立，因为

此存在被赋予了所有可能的完美（因而，既然存在是完美

的，所以上帝存在）。而且，笛卡儿的哲学兴趣与实证主义

的知识方案完全对立：关于上帝、创造物以及不朽灵魂的形

25 而上学问题在他的沉思中占据着首要地位，并且，他绝没有

将其视为纯粹信仰的对象，相反，他将其看做最重要的“理

性“论证的对象。

以上评论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适用于莱布尼兹，他对经

院哲学和自然主义对世界的解释同样怀有敌意，并且试图

（甚至比笛卡儿更加固执地）设计出能够发现这个世界所有

性质及其真正存在的必然原因的认知方式。因为所有经验

知识都带有偶然性，因而没有任何事实陈述的否定陈述包含

着内在的矛盾（即，天正在下雨，我们能够通过观察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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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天没有下雨的断言也并非自相矛盾，因为我们的陈述本

身就是偶然的），因而，这种知识的积累不会产生任何必然

性的知识。因果关系的发现并没有消除此种偶然性，因为，

我们在经验上可以发现的用以说明任何偶然事实的条件，也

与此事实本身一样是偶然的。同时，我们的思想由充足理由

律来支配，这意味着每一个偶然陈述都有一个必然的基础；

从某种更广泛的观点来看，偶然性是我们的知识不完美的一

个标志。 因为这个世界的真正存在是偶然的，即设想世界并

不存在或者它完全不同于实际存在那样并非自相矛盾。唯

有凭借设想其存在与本质完全同一的某种存在一上帝，我

们才能去掉存在的偶然性而又满足充足理由律的要求。 从

上帝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丧失了偶然性，并揭示出：对我们

来说看似偶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必然的，正如几何学的分析真

理对我们看似是必然的一样。

我们提到这些哲学家是为了给能称之为实证主义哲学

的一切学说及其历史发展设定更清晰的界线。 根据前述的

观点，最接近后来的实证主义的认知方案是由加森第在 17

世纪系统阐述的，尽管毫无保留地将其称之为实证主义者的

做法走得太远了 。 根据他的观点，尽管形而上学的真理是不 26

可论证的，然而其在我们对世界的总体认识中享有真实的地

位，并非只是作为附加的装饰物，而且只是作为真实意义上

的真理。 它们比科学的结论正确得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确

定，而且只具有一种实用的而非认知的价值。

在 17 世纪，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用现象论和实证主义精

神来发展笛卡儿主义的尝试，但是特别与某种具有明显宿命

论倾向的神学教义结合起来。我们是指其学说以＂偶因论”

而广为人知的笛卡儿主义者，这个学说以笛卡儿的理论为基

础 。 根据这种理论，在精神实体与物质对象之间并没有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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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 从此前提出发，偶因论者推论说，我们观察的内容并

非由与物质世界的某种特别的一致现象所引起，人们普遍认

为，这种一致现象位千我们面前，并以某种方式经由感觉而

进人我们的意识。 不仅如此，物质对象不能发生因果的相互

作用，因为从本性上说它是不能活动的。 因而，在人类知识

的内容和所观察到的世界之间无论怎样对应，以及我们在世

界之中辨识出的全部关系体系，都并非来自任何自然界内在

固有的秩序，而只是神不断干预的结果。 这些干预只是保持

系统运行，我们所认为的自然原因仅仅是＂偶然的“原因。

在这种意义上这种偶因可归结为直接原因，凭借这种直接原

因上帝产生出我们认为是自然结果的东西。 唯有上帝才负

责宇宙的运行。 他负责使事物之间的联系保持不变，井且保

持我们印象的内容与客观的对应物相符合。 上帝自身未能

将这些功能指派给第二因，因为他不能把物质变成精神，如

果他不把其作为废除的话。因而，我们有权利断定世界中的

永恒秩序，但是我们没有权利断定这是世界自身的属性，因

为这实际上唯有凭借宇宙中无时无刻不在的神的决定才能

27 得以说明。从这种学说中可以推论出，第一，人的命运完全

独立于人的意愿，因为我们不能仅凭我们自己没有得到帮助

的愿望而做移动一个手指或者一粒沙这样的事；第二，我们

对自然界的知识并不揭示自然的内在秩序，而只是要发现上

帝固定不变本质的外在表现；第三，所有经院哲学用自然本

身内在的力量或者能力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做法都是不必要

的；第四，对自然的任何敬畏以及对其创造物的任何崇拜都

是由千无知而造成的盲目崇拜。因为物质世界在整体上井

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移动某棵树上的一片树叶。

偶因论代表了要毁坏 17 世纪对事物自然秩序的信仰的

一种激进尝试，同时要从笛卡儿反对经院哲学的观点中得出

极端的结论。 它把人的认识归结为对单个现象的观察，并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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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认为其规律性并非自然本身内在固有的。 很明显，这样一

种现象论不能真正视为对世界的一种实证主义的解释。它

意味着相信在解释自然秩序时神的无所不能，以及相信某种

本体性的人类主体完全脱离于物理与空间的决定而存在。

尽管如此，它用自己的方式系统地阐述了实证主义一种建构

性的观念：所有“必然”判断都是“从本质中“得出的推论，所

有存在判断都具有＂或然性＂ 。 用那个时期的语言来说，这

表达了一种信念：所有的人类知识（除了神的启示之外）都

可分为分析判断和事实陈述，前者不提供其指涉的对象的任

何实在的信息，而后者并未告诉我们关于＂本质”、”本体”、

“必然联系”、"动力”、“原因”等方面的任何东西。

贝克莱思想采取的是同一个方向，他的结论则更为极

端。 他专心致力于将事实上存在千我们的感知之中的那些

内容与已经非法地引进到感知之中的那些内容明显区分开

来。 他的分析显示，后一种内容包含了物质的存在。 如果我

们试图准确地陈述任何”给予的“东西的本质是什么，那么，

其结果是，它由许多属性所构成，并且我们没有理由断言它 28

们是某种其他的不可观察的物质对象的属性。 人的感知的

整体一致都可以用神的指引来说明，并不需要（甚至作为一

个假设也不需要）神秘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某种物质基质的

存在。 对千贝克莱来说，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物质对象只存

在千“我们之中”，其意义是说，它们仅仅是个别人心灵的某

些组成部分。 贝克莱追求两个目标：第一，要从认知中消除

对其解释来说并非必不可少的一切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存在

除了感知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即“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原

因）；第二，要去除对世界的无神论信念，根据这种信念，其

自身的自然力就足以解释可见世界的全部。 （既然并没有独

立的“绝对的“实在包含在我们可及的认知要素之内，那么，

27 



理性的弃化

除非我们设定一个神性的绝对者，否则这个世界的持久性质

以及许多主体的存在都是不可理解的。）贝克莱在对物质存

在的否定上特别不同千实证主义，因为根据实证主义者，每

一个形而上学的断言都与其否定一样没有意义。他的经验

论走得相当远，以致要否定分析判断的有效性，在这一点上

也不同于实证主义者。依据他的观点，甚至于被视为任何

“必然性＂知识的坚不可摧的堡垒一算术和几何学的命

题--tf!起源千经验，不仅意味着不能系统地阐述这些命

题，而且还意味着如果不涉及经验就不能证实它们。换言

之，它们具有与所有其他的经验概括相同的特性。然而，贝

克莱对他那个时代物理学的态度与后来的实证主义方法论

者非常相似。他说，应用来解释众多物理和化学过程的”吸

引”一词，仅仅是其应该解释的那些规律的简要描述。其本

身对于自然界中我们观察到的那些规律性的知识并无增益，

我们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这些知识。

三、启泉时代的实证主义

29 法国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批判贝克莱。尽管不能说他

们把贝克莱已经从自然界中拿走的秩序与理智归还给了自

然界，但是他们确实恢复了它的独立存在。然而，他们批判

他是基于某个同样的初始假定：为了证实我们自身之外物质

世界的真实存在，我们必须指涉那些特定经验，这些经验仅

仅通过外界对象作用于我们自身的活动就能得到说明。根

据孔狄亚克的观点，外界阻力的经验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同

时，哲学家们坚持认为人类不能达到“本体＂的任何知识，这

种“本体“是人们的直接经验所不及的。在这一点上，他们

跟随洛克~无论是物质

28 



第二章 自古以来直到大卫·休谟的实证主义

还是精神都不曾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泄露其秘密。 这种哲学

恢复了贝克莱所摧毁的本体世界的实在性，但只是为了声称

它们不可知。科学崇拜产生了“事实“崇拜一一一个尚未被

严肃质疑的概念一—但是，这同一种科学崇拜要求把自然界

在性质上的多样性化约为假设的统一。在此方向的尝试不

可避免地要超出现象论的方案。 重复一下，一旦涉及物质的

必然属性，就得求助千或多或少有点冒险的一些假设。 偶因

论者和贝克莱对知识的解释都产生于那种极端地将人类存

在与物质世界相对立的学说；二者都以某种精神性的人的形

象为基础，而唯有迥异于自然才能理解人。 另一方面，启蒙

时期试图使人与其自然环境整体统一。这就是为什么现象

论在每种情形下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第一种现象论试图

破坏作为精神的人和他与自然的纽带之间的联系；相反，第

二种则把现象的世界作为一个依据人的尺度而构思出来的

世界来接受，并且用感官来观察人与自然的联系。 人类的知

识无疑是有限制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受限制的只是人的

存在及其感知的能力。

尽管法国启蒙时期的典型思想家们一谈到纯粹的形而 30

上学问题对理智的限制就警惕起来，然而，他们这样做并非

在千不可知论的悲伤精神，也并非打算要鼓励理性中的怀

疑。 正相反，他们教导说，在人类可及的经验范围内，发现或

至少感知某种基本的秩序，并且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获得确定

性是可能的。 我们有可能决定自然的要求并通过理性地组

织集体生活而发现完成此要求的方法。经验论被看做一种

对人类的挑战，人类在其能力范围内所提出的问题和任务既

不包含形而上学的争论，也不包含宗教的精神求索，这样的

争论和这样的精神求索被认为并不能生产知识，并且对社会

和道德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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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卫·休谟

然而，启蒙时期产生了一个学说，此学说把经验论的前

提贯彻到最终的结果，揭示出在那些前提与激发它们的那些

意图之间的不一致，从而导致了启蒙时期寄托在经验和常识

上的所有希望的毁灭（或者说自我毁灭） 。 此学说的作者就

是大卫·休谟，现代产生的最聪明的天才学者之一，同时也

是真正的实证主义哲学之父一按年代排列我们可以毫无

保留地称之为实证主义者的第一个思想家，为此我们曾不得 ，

不在涉及更早的思想家的时候有所保留 。

休谟哲学的实际意义已经反复不断地引起争论。 然而，

我们将忽略那些有争议的问题，而把自已限制在总结他的哲

学中那些被认为具有实证主义特点的最主要思想上。 在我

们这样做的过程中，如果不拘泥于哲学史上长期以来人们都

很熟悉的关于休谟的固定观念．就只能遵循此标准。

休谟并不是一个有学问的学究。 他首先是个文人，但是

他并非是一个用不连贯的方式来表达思想或者不能为其观

点提供坚实论据的人。 他格外明晰地阐明那些使他感兴趣

31 的问题，而且他并不用不必要的浮夸辞藻来表达他对可能答

案的深思熟虑。 当他的思想偶尔含糊时一一书t在《自然宗教

的对话》的书中那样一~这种含糊也是故意的和建构性的，

并非拙劣或混乱的产物。 他写的每个句子背后都有艰辛的

思考，并且，他的作品触及了他那个时代智力生活中具有重

要性的每一方面。他具有普遍的好奇心。 他还持有一种深

信，认为确定人的知识的限度是一件有实际重要意义的事，

因为此限度的意义是将我们从不必要的问题中解放出来，而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非常容易蜕变成痛苦的争执，并且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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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秩序和明晰带给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

休谟把心灵的感知分为两类，正如他所说，“根据其不同

程度的强力和活力＂来区别。 第一种是＂印象”，或者叫直接

经验的内容，”当我们听，或看，或感觉，或爱，或恨，或需要，

或意愿时，我们所有更生动的感知＂。第二种为＂观念”，比

较不生动的感知，植根千记忆或想象之中。 观念完全来自于

印象，甚至是印象的“翻版”，人们可以看到，某一器官有缺

陷的人在接受印象时就会无法领会相应观念的事例。 ("拉

布兰人或黑人没有葡萄酒香的概念。")每一简单观念都与

某一简单印象相对应，或者成为其暗淡了的复本；复合观

念一一例如，想象腌造的事一~我们从印象所获知内容的

结合（一座金山，一匹善良的马） 。 尤其是，如果一般观念不

指明任何个性特征的内容，那么，就没有一般观念——顺便

提一下，正像贝克莱所显示的一一－存在于心灵之中。观念是

个别的，唯有词语将其连接起来，并且可能使某一给定的观

念与许多相似的观念联合起来。

现在，知性的任何活动或涉及观念之间的关系，或涉及

事实问题。 在观念之间的这些关系当中，我们可以研究不指 32

涉它们本身之外的任何事物，特别是不涉及观察：它们是相

似关系、对立关系、拥有性质的程度以及数量比例。 这些关

系的研究是数学科学的真正对象，称得上是一种完全确定的

知识，而并没有告诉我们其所涉及的存在的任何东西。”三

乘五等于三十的一半”这个断言，即使完全脱离所数对象的

存在或非存在，也仍然保持有效，它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它没

有告诉我们关于存在的任何东西。这是所有数学命题的确

切特征：它们是确定的，因为它们是自明的，或者因为它们是

从自明的命题中合法地推论出来的。

同一关系 、时间或空间的连续关系以及因果关系都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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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特征。时间和空间的连续关系不用超越事实本身也能

得以确定，这种知识属于直接感知的领域。而在涉及事件之

间因果关系的命题的例子中并非这样。在此领域，我们必须

超越观察，此步骤的合法性对休谟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问

题。在反对哲学的偏见以及普通推理的错误的斗争中，他对

此问题的解决赋予了极大的重要性。．

根据休谟的观点，与数学命题不同，涉及事实问题的所

有判断告诉我们有关存在的一些事情。它们断言某个确定

事件的存在，但同时它们并未隐含任何必然性。某件事以这

种方式或以那种方式发生，我们能够直接感知，但是我们观

察不到其恰以这种方式而不以别的方式发生的必然性。约

翰有一个弯鼻子，而想象约翰的鼻子是直的并非自相矛盾。

但是在观察领域内，是否有任何的命题，在不失去其经验特

性的情况下，除了在某一给定时刻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呈

现给我们的某种现象之外，还能告诉我们关于世界的更多东

33 西吗？换句话说，是否有某种知识领域，在其中数学知识的

必然特征与其内容的实在性相联系？

现在，我们明白了包含因果关系不变性的命题的合法性

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些命题通常被认为结合

了两个有突出价值的认知因素：实在性和必然性，否则它们

只会分别出现。不像数学命题，它们理应告诉我们关于实在

世界的一些事情，并且同时含有使其不同于普通事实陈述的

必然性特征。此命题之可能性在认识上具有至高无上的重

要性，因为它确定了我们通常归属于被称之为“法则＂的那

些科学命题的意义。在休谟看来，这些命题采用了陈述必然

因果关系的命题形式。

休谟对此问题的分析产生了最坚实和最明白的结论。

我们用原因命题预测某一事件将根据另一件事而发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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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种知识仅凭分析所涉及的术语并不会获得。那句非常

著名的格言一“无论什么开始存在，必然有存在的原因"'

在其直观的自明的基础上不能视为有效，在其所用术语的真

实意义的基础上也不能视为有效。 因而，与下面的命题进行

对比，例如：两条直线没有共同的线段。 后一个命题甚至不

是基于经验的，因为任何几何学都不会设计得如此精确而不

至于引起怀疑，如果我们单单根据它而作关千平面图和立体

图的恒常特性的陈述的话。 然而，包含在这种命题内的真实

观念是其真理性的充分保证。 另一方面，从有关事物的某些

性质的知识中，我们不能得出关于其他性质的必然推论。 例

如，声称从第一个命题可以接着推出：没有支撑的石头会落

在地上，但是石头的情况并没有先验地告诉我们，一旦我们

去除其支撑，石头将会下落而不是上升；从火的光和热中，我 34

们不能推论说，它会烧毁我们。 因而很明显，原因和结果之

间的关系唯有凭借经验才会知晓，而非先验的。 再次，直接

观察告诉我们某些事件有关联，但是这种关联并非包含着任

何的必然联系 。 原因可以定义为：＂一个物体在先并紧接另

一个，如此与之相联系，以至于一个对象的观念决定了心灵

形成另一个对象的观念，一个对象的印象形成另一个对象的

更为生动的观念。”因而，关于因果关系的推断只能以某些

具体事件将会跟随着另一些具体事件的预期为基础，并且这

种预期植根于习惯。 我们可说的一切只是，某一给定的对象

总是联系着某一给定的结果，但是并没有规则容许我们恰当

地推断出：同一结果必定会与同一对象相联系 。 事件之间连

接的理由在经验中并不会被揭示，而向我们所透露的只是这

种连接本身。 这在心理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相信因果关

系是必然的一~它是一种植根于联想的习惯——但是，正是

这一理由才反驳了此信念。 必然性只在我们的头脑之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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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在事物本身之中。

我们有关＂本体＂的各种信念的分析导致同样破坏性的

结论。在这里也像贝克莱的分析已经显示的那样，我们不合

法地从某些观察到的特性的连接，而导致相信属于那些特

性，而又特别与其不同的某种不可观察的恒定“基质＂的存

在。 休谟说，在实在界，＂本体”意味着个别特性的集合体，

当我们谈到它或对其思考时，我们确实都没有把任何其他意

义赋予“本体”一词。不仅如此，此见解不但适合物理实体，

正如贝克莱所批评的对象那样，而且还适合精神实体。 在我

们的印象中并没有任何的”本体自身“给予我们，没有任何

特别的经验显示它们有一个恒定的媒介或中介，我们对“灵

魂”所知道的能够很容易地归结为我们个别感知的知识。

”自身“是一个多余的假设，因为它不能解释观察中的任何

事，而如果没有观察，我们将一无所知。

35 这种批评的哲学含义是以后的实证主义的所有学派的

特色，他们像休谟一样，将爱争论的利刃同时指向了实在论
形而上学和宗教形而上学。 在休谟看来，对因果和本体概念

的批评让我们悬搁了所有有关不同于可感性质的任何事物

存在的判断。 同样的批评也不可挽回地摧毁了试图在自然

界发现某种事物一一以这种事物为基础，就可以作出有关安

排秩序的神的理智的推论一一的每种尝试。休谟的著作中

包含了对宗教信仰的非常广泛的批判，在这里，指出其不仅

反对关于上帝存在的所有先验证明，而且反对以因果关系或

自然界理性秩序的存在为基础的所有论证就足够了 。 本体

论证明的荒谬性仅仅是要证明任何先验事物的一切企图所

共有的那种荒谬性的一个特例，更不用说以下这个事实了，

即使他的证明有效，也不会告诉我们有关这个世界中上帝存

在，他作为创造者、守护者以及爱的来源而活动的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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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一因而它与每种宗教以之为基础的那些真理毫不相关。

来自千可见世界的秩序的那些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据也没有

更大的效力。为了支持上帝存在，无论我们可以提出何种理

由，我们都不能回避原因与结果应该相称这一原则 。 遵循此

原则，井不能从有限事物中推论出上帝的无限属性；求助于

以世界的不完善为基础而证明上帝的不完善的做法可能更

为合理。 更一般地说，对因果关系的正确理解排除了此领域

内的任何论证，因为，如果我们停留在经验当中，我们应该能

够利用至少是一些经常可以观察到的事例，在这些事例中可

得到某种相似性的关系 。 我们并不能确定怎样构成了宇宙，

要做这件事，我们必须应该知道有许多世界以及这些世界得

以被创造的条件，但是宇宙在定义上是一个，它包含了＂全

部”，我们不能通过类比而对其进行推理。 世界作为一个整

体是＂或然的”，其意思是说，它的存在需要一个非偶然的存 36

在的假设，即它的本质暗含着存在，它无论如何都不会由经

验所证实。 那么，什么理由能留下来使宗教信仰奠基千其上

呢？休谟以有条件的妥协方式公开求助于已经验证的护卫

法。他说，这一主题在他的著作中多次重复一尽管宗教抵

制论证其真理性的所有理性的、先验的或实验性的尝试，但

是由于人类心灵的需要，因而它具有合法的地位。 尽管我们

必须不抱希望地放弃将其转变成知识的所有尝试，但是我们

可以将其作为信仰而保持之。

很显然，这样一种态度在理性与信仰争执的漫长历史中

井非新鲜。 然而，休谟将反思推进了一步 。 关千信仰或人们

对其需要的现象并没有什么可神秘的，被不顾一切反理性的

宗教的护卫者所求助的“心灵的原由＂也不神秘。 所有这些

起源都能被追溯：当我们研究宗教信仰的历史井且发现它们

萌芽的形式时．我们发现，可以用人类存在的自然条件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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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释，并且，它只是种产生于可怜的有限希望中的无限希

望。 到最后的结果是，理性的宗教是不可能的，而感情的或

更一般的非理性的宗教可以用自然原因来解释。尽管有这

个事实，即尽管我们都知道它的自然起源，但是我们作为理

性的存在者有权利享受它的益处吗？休谟对此问题的回答

似乎是否定的，至少当我们仔细比较他对这一问题的不同陈

述时是这样。 换句话说，休谟并未将自已限制在悬搁有关宗

教信仰问题的判断这个范围内，而是没有给人类留下任何慰

藉，无论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也没有给人类留下任何这样

的信仰得以合法寄居的避难所。因而，他的实证主义并不赞

同我们制止有关这个世界看法的所有判断，而是承认有关各

种超自然实在的否定判断。

五、休谟作品的跟灭性结论

休谟如何被理解以及随后如何利用他的分析取决千他

37 的思想只是部分地被接受——最常见的，只是批判性的部

分一还是其全部意义被接受。 知识的或然性概念以及放

弃科学中“必然”原因的追求当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归功千休

谟的批判。然而实际上，他的批判有更多的见解，不仅仅是

揭示出形而上学的虚构并非解释现象，而是在杜撰名称。 休

谟的批评者们很早就已经指出，他最初的解释同样援引了因

果关系原则，而他自已曾宣布这一原则为不可靠的。他并不

把自已限定在证明一个必然原因概念或宗教观念的非法性

上，而是凭借其原因来说明此概念和这些观念的起源。因

而，他凭借假定人类精神生活效果的不变性来阐明一些现

象。他以前将这种效果的不变性包含在自然界的领域中，在

那里，关于某些通过与观察到的关系的类比而得到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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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性推论并没有说服力 。 休谟自己并没有注意其思想中

的这种不一致性，也没有试图对其进行纠正。 然而，他的某

种反思显示出，他的认知方案不仅仅在于去除我们关于世界

的知识的绝对价值，也不仅仅在于把某种未确定的因素增加

到所有我们声称所知道的东西之中。看起来他似乎已经意

识到了他的批判的继续进行一定会导致根本的、彻底的怀疑

主义这一事实。 他对因果关系的批判蕴涵了这样的意义：一

连串观察事件的发生的不变性绝不会增加其再一次发生的

可能性。 我们在少数事例下观察到事件之间有某种联系，而

当我们在相当多的事例下观察到另一种联系时，我们有更强

烈的心理动机将第二种联系视为不变的和＂必然的“联系，

但是，并没有更有力的根据支持我们这样做。因此，超出所

有怀疑而能够确切断言的东西仅限于直接观察的个别记录；

在那些观察中“给定的“有关世界性质的假定，不管是接触

到它的实在性，还是进行观察主体的性质，都被排除在外。

很容易看到，在知识这个概念体系中，我们所真正知晓的是 38

完全贫痔的和无收益的，而有助于我们去生活、去创造科学

以及丰富我们的信息贮存的知识，一般来说不再具有知识一

词的原有意义了。根据休谟的观点，在最后的分析中，并没

有关于世界的理性知识这样的东西。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

们深信火是暖的、水是凉的，理由是，如果不这样深信，则会

导致受苦。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休谟的批判并不仅仅对启蒙主

义的认知理想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作用~种破坏是凭

借其系统地充分阐述它们的尝试而得以实现的。通过其拒

绝归纳推理的合法性一一这是他对因果关系彻底批判的实

际结论一一对于个别给定的可观察的性质的描述以外的全

部知识，休谟缩减了其认知价值。 无论其对生活如何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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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如此描述的任何一种知识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没有

它我们不能做事，而并非因为它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真正像

什么，更不用说真正是什么以及确实是什么了。因而，知识

的意义变为纯粹实用的，知识的结果是一组实践中有用的和

必不可少的准则的集合，但是井无认知价值。我们必须牢记

这一独特结论，因为它在实证主义后来的历史中一再出现。

休谟的结论被证明是与其意图明显不相容的。这位哲

学家开始是打算在知识的大厦中消除＂假砖块＂，即仅仅保

持能够呈现有效的经验系列的那些成分。然而，更仔细的检

查显示给他的是，除了个别的观察以外，人类知识没有或不

可能有这样的系列，其在认知上和科学上是不结果实的，即

更进一步的推论并不能从中推导出来。休谟本来打算要为

科学提供牢不可破的基础，但他的分析却剥夺了科学的任何

可能的基础。休谟冲刷掉了知识体系中带有的形而上学杂

39 质，最后却是空手而归。他对绝对可靠知识的追求到最后竟

揭示了他所从事的工作的空想性质。

然而，休谟的失败不能被视为实证主义的整体失败；相

反，它使我们能认清在休谟自己思想中的也许是他无意识地

从他与之斗争（ 一场他最渴望获得胜利结论的斗争一一17

世纪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学说中借用来的线索。这

些体系的创立者们坚持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些方法，凭借

这些方法，我们才能知道关于这个世界的比它可看见的性质

以及事件不断发生的方式更多的东西；要知道其所是的理

由，而不仅仅知道实际被观察到的样子的理由是可能的；要

知道世界必然是什么样，而不仅仅是什么样。休谟反对这些

简化的处理，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是抱着这样一种希望，即

最后将能显示在我们的认知中的是真正非信不可的和必然

的东西。然而，结果是并没有这样的东西。因而，休谟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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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自身的前提而导致的对知识的破坏可以用来说明，他

要努力把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所要求的那种特性，即绝对可

靠的特性赋予＂真正的”知识。他含蓄地接受了传统的体系

发明者们所使用的知识标准，但是，他将其运用到他自己的

学说中，并且运用到作为整体的科学中以便显示其根本不能

运用到任何地方。 在最后的分析中，他的观点是绝对论的观

点：他要求科学提供超越所有可能的批判的不可动摇的确定

性。 而要求科学达到的这种理想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

实证主义从休谟那里继承了他不能回避并且视为根本

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知识当中有绝对确定性的某种东西

吗？如果有，那是什么？后来的实证主义者们没有在拒绝归

纳的合法性这一点上追随休谟，但是，他们所有人都不得不

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来应对归纳的合法性问题。 既然逻

辑分析与科学自身的发展都已经表明，对有关世界的知识并

不能提出任何绝对有效性的要求，那么更进一步的问题就产 40

生了：知识之获得能否凭借或借助千经验（一种不能被别的

任何事物所代替，并且尽管不是绝对确定，但因其具有不同

千纯粹实用的理由而值得考虑的经验）一一也许还有任何科

学的或者是被公认的真理一—这样的知识只能用实践的而

非认知的理由来加以解释吗？换句话说，什么是凭借归纳而

获得的知识？它是否仅仅是一种受社会条件制约的反映，其

要求我们将某种事态作为永恒在场的东西而接受下来，因为

从生物学意义上讲接受它比抛弃它更为有利？或者说它只

是用来确立有关世界的某些真理的一个有效方法，相对真理

的意义在于其有待修正，而并非在于说其时真时假吗？ 我们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有关科学和哲学意义的一切信

念以及我们关于实在界的所有陈述都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

第一种解释，并没有像当前意义上的”知识”这样的东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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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知道的只是共同的条件反射的连接，要探寻在传统意义

上什么是＂真理”，并不比探寻经受重复训练的老鼠在感知

到一种光的信号时分泌消化液、在感知到另一种信号时分泌

肾上腺素的行为的”真理”更有意义。严格地讲，在这种情

况下知识并非是对世界的描述，而是人们利用积累的经验的

某种行为方式。 这是对知识的实用主义解释。 第二种解

释一在其中，我们设想知识不仅具有实用的意义，而且具

有认知的意义，它使我们有权利思考关于世界的某些东西，

并且相信它是某种事物，而不是另一种事物~种解释正

面临一种任务，此任务为我们超越个别事实的收集而获得信

息的一切方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基础 。 那么，我们必须确切

地表明，假定那些方法存在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凭借这个基

41 础我们不仅能够确定每种信息的可接受性，而且有权设想其

确实告诉我们关于实在界的一些事情－——与如何在哲学上

解释此种实在无关。

如此的实证主义在接受第一种解释时，从未感到勉强，

这种解释有简单易懂的优点，而且以有用性为根据很轻易地

同意任何事物的合法性，甚至实证主义者总是在批驳的那些

形而上学学说也是如此。 尽管实用主义的解释已经由某些

实证主义者用比休谟更明了的说法提出，然而这种解释并未

被他们所有人接受。 至于其他的解释，则不得不面对很久以

前就由希腊的怀疑论者提出的问题，这一问题总是以新的版

本一再出现：如果不参照归纳法，归纳法能有效吗？换言之，

有一种途径能证明人的知识有认知价值而又不会陷入论证

的恶性循环吗？

在提出此问题时，我们明显超越了休谟哲学的叙述，但

是，如果我们打算要获得其在文化史中的革命作用的明确理

解．特别是在涉及科学不断努力以获得自我知识这方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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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必须这样做。休谟把经验主义发展到后来的激进阶段，他

利用了反经验主义的体系所精心制作的标准，用这种方式他

造成了经验论学说的自我毁灭。当然，他的哲学属千启蒙运

动的文化，但是它也反映了启蒙运动的无能，比方说，在面对

它所提出的问题时的无助一一一种无论何时总是由后来者

所辨识出来的无助，而且其结果已经由当时的某人所阐明。

对实证主义思维来说，休谟的哲学也有其他贡献，这一

点我们还没有提及。即，在他的哲学学说和他的政治观点之

间有某种直接的纽结。休谟深信，政治自由为区分管理方法

的好坏提供了最重要的标准，并且，那种自由是发展各种艺

术和科学的先决条件。 至少依休谟所见，他的政治观点来源

千他对知识的研究。

然而，必须补充的是，他的哲学的更极端的结论，即因反 42

映了无望或绝望而触动今天的我们的那些东西，在他自己的

眼中根本不具有那种特性。再也没有把休谟刻画成痛苦地

抱着头，为他自已发现了纯粹毁灭性的特征而遭受极大折磨

的那种人或思想家的形象更错误的事了。休谟坚持不懈地

追求知识的最终根基，他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这种真理。 而

且同时，他决不盲从，对待普通生活的要求也决不麻木 0. 他

的突出特点在千温和，远离任何蛮横地将其信仰强加于人的

态度，他在多种场合下（尽管勉强）诉之千折中，而没有卷人

激烈的争吵，因为他在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中尊重＂中间”

立场。尽管在理论上深信人的知识的脆弱，甚至深信其内在

并无能力达到科学家们期望的目标，但是，他并没有从这些

信念中推论出科学研究是无意义的，因为浪费时间而应该将

其放弃。相反，他没有比这更珍视的东西了。他厌恶每一种

盲从、宗教的争执和形而上学的争论。 我们从休谟的目光里

所感受到的巨大戏剧性事件与他非常不同；而他丝毫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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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

在此方面，休谟的实证主义代表着所有启蒙运动思想家

的共同倾向的一种观点或一种异样的表达。 达朗贝，其名字

作为后来的实证主义的先驱而频繁被提到，他比休谟在其认

识论批判上更为温和，用常识或他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常识的

原则来词和可能的极端。 他从不怀疑物体的存在，对于自然

宗教的目标抱有同情心。 这种宗教在不同的宗派之间没有

选择，而宁愿将我们限制在关于上帝和灵魂存在的几个基本

真理之上。 他深信知识的增加有超出纯粹实用的意义，并且

43 相信它会导致越来越多和组织得越来越好的世界特性的真

正的真知灼见。 而同时，他的基本观念和最初意图与休谟相

似，认为值得关注的任何知识都来自感官印象，数学科学凭

借符号系统的帮助为印象提供的材料安排秩序，并且用这种

方式确保向科学统一的最终目标发展。 ”几何学如此引以为

荣的那些大多数公理是什么？＂他问道，“借助千两个简单的

记号或语词，表达的难道不是同样简单的观念吗？ 说二加二

等于四的人比说二加二等于二加二的人拥有更多信息吗？”

科学为基本事实安排秩序，安排的原则越少，其使用起来就

越好。 他的理想是达到有可能将所有知识都归结为单一的

原则，用以解释，或者更确切地说，为每件事物安排秩序。

＂成为能用一种观点涵盖宇宙的人，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

话，它将成为一个单一的同质的事实，一个伟大的真理。”

因而，启蒙运动有完全属于它自己的实证主义。 正如

19 世纪上半叶的伟大的历史理智体系时代将出现的情况，

在孔德的著作里，以它自己的实证主义形式适应了它自己的

兴趣与抱负 。 启蒙运动的实证主义试图从自然的、现世的、

物理的和社会的环境来看待人类，试图凭借感觉论者的知识

论（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像一块白板）来最大程度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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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试图及时地摆脱空想的“热忱祈祷＂

来规划人生，设计通过合作去改进人的存在的具体环境，去

促进知识的积累，去废除偏见和无益的思辨。它努力取代人

的自负创造出来的绝望，此自负以经验论为前提，用认知可

能性的理性研究去追求绝对知识；凭借对人们具体的需要和

他们集体满足的条件的系统研究来替代形而上学的构思；代

替用恐怖和暴力将蒙昧的教条敲进人们的头脑，它努力探索 44

能够发现迎合个人的自我兴趣的教育方法，同时教会他懂得

同情、互相理解以及合作精神的价值。 在这种知识的氛围中，

实证主义的知识论的结果已成为一种彻底破坏性的工具，此

工具凭借少数几个简单原则的帮助试图把下面的一切统统从

人类历史中驱赶出去：在人们之间达成协议的各种阻碍、科学

进步的延缓、在教会人们一起工作上变得更难的状况、对无论

世俗的还是教会的专制政府的支持、对观念或是商品流通的。

不用说，这种对世界的眼光并非始终是乐观的。至少那

个时代的一些杰出思想家都意识到，如果在真实世界中严肃

地尝试去执行这些乐观的计划，则冲突与困境将会出现。然

而，我们不应该陷入这些问题之中，正如我们所设想，有些武

断但又必不可少，阐释实证主义思想的主要阶段而不写作

（因为无疑应该做此事）一部一般的哲学史是可能的。在这

里注意休谟明确宣布的实证主义的几个基本原则就足够了；

它们只是启蒙运动同封建迷信、形而上学、不平等和专制的

斗争中的一个因素；休谟知识论内在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他的

著作中被发现，其结果是，实证主义的下一代将面临着一些

尚未解决的问题。曾经绝对可靠而又不缺乏内涵的知识，通

过被限制到个别事实之中而不退化为空洞的问题是否可能

的问题，被证明是知识论所关心的各种事物的集中表达。休

谟在明确而全面地阐述此问题方面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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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孔黄的争论

45 必须注意的是，“实证主义”一词最自然地与这位哲学

家的名字联系起来，尽管其学说中包含着很多的被视为是远

离当前所接受的实证主义的成见，甚至是与其不相容的因

素。因此，所有讨论都是有关是否可以，以及在什么程度上

可以合理地称孔德为一个实证主义者，尽管他自已不仅如此

称呼自己，而且确实发明了这个词。 然而，在这里，我们不得

不在他的生活和他的思想之间进行区分。孔德最早的一些

门徒认为，他的思想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实

证主义适当的来源，而第二阶段至少是第一阶段的部分否

定，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幸的变型，这得归因于这个伟大的哲

学家在其生命的最后遭受了精神病复发这一事实。然而，此

情景的描绘已被 20 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所改变。不像那些早

期的研究者，他们发现，在所谓的他的思想的第二阶段中他

详尽阐明了他的“人道教＂，这是更早阶段的自然发展，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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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成就而非任何意义上的衰退。 因而，凭借他们给出的

“实证主义”一词的特殊意义，一些人得出结论，认为孔德从

来就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一一因为其最后著作的乌托邦远

景已经在他更早的著作中以某种方式预示出来一而其他

人决定调整该词的意义以适合孔德的情况，他们看不出有什 46

么理由应该拒绝将这位哲学家创造的这个名称运用于他

本身。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他的哲学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智慧

的综合，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那么就是大多数后来的实证主

义者在接触它时都小心翼翼。尽管它适合于简明地显示（孔

德自已表现出格外的一贯性，而其门徒则很快地拟制出更简

短的说法），但是，它仍然不免带有某种模糊性，尤其是当置

身于实证主义的历史环境之中时。这些在后面还会提到。

二、孔魂的生平

奥古斯特· 孔德于 1798 年 1 月 18 日出生在蒙特彼利

尔，是一个公务员的儿子。在其不平常的童年，当他还是一

个小学生时就显示出了卓越的数学天赋，在他 16 岁的时候

就向同龄人教授数学。 他就读于巴黎的 Ecole 综合技术学

校，但是因其与其他一群学生在百日复辟时期过于热烈地欢

迎拿破仑的归来而被开除。 后来，他在蒙特彼利尔开始学习

医学，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到巴黎，靠翻译为生，并且继

续独自从事多项研究。在 1817 年，他遇见了亨利· 圣西门，

此人已经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糟糕状态和如何才能彻底改良

社会的问题思考了多年。 这些反思的结果正如圣西门所理

解的，是沿着社会主义路线对社会进行根本重建的一项方

案，它特别强调了要充分利用人的各种生产能力。他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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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要创造一个摆脱了政治与社会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

的有计划的经济体，因而也摆脱了战争与贫穷。为 60 岁的

圣西门的改革计划所折服，年轻的孔德投身于其中，他担当

圣西门的秘书，并担任其出版事业的助理编辑。 他们的合作

持续了好几年，但是最后因观点之间的诸多差异而导致两人

的关系完全破裂。圣西门主义者在作品中苛刻地谈到，孔德

便是此破裂的证明。

孔德的余生致力千发展其学说，并使其学说更加出名。

47 他勉强谋生，有一段时间贫困得要靠当家庭教师来维持生

存。在 1826 年，他发起了一系列讲演，打算使公众，尤其是

科学工作者了解他称为“实证主义哲学”的原则。但不久，

严重的精神失常迫使他停止下来。在他复原以后，讲演于

1829 年重新开始。 在 1830 年，他的《实证主义教程》第一卷

面世了，第六卷和最后一卷于 12 年以后出。但是，这些演讲

（孔德也做天文学的公开讲座很多年）和书并没有给他带来

任何收入。 他教授数学的私人课程，然后被任命为 Ecole 综

合技术学校的主考官；他试图得到永久的学院职位，但并未

成功；他曾一度收到来自英国的基金，这是约翰· 斯图亚

特·穆勒为他筹集的，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饱受

着因缺钱而带来的折磨。他在 1825 年的婚姻并不成功，最

后以分离告终。在 1845 年，他认识了沃克斯 (Clotilde de 

Vaux), 尽管他们之间的友谊很短暂（她死于大约一年以

后），但是这位非凡的女人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后期著作。 他

对她的崇拜反映在他认为在未来“实证社会”中妇女以及

＂博爱”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的观点之中。

孔德出版了许多书：《解析几何的基本论述》 (1843) 、

《通俗天文学的哲学论述》 (1844) 、《论实证主义的精神》

(1844) , 《实证政治体系》 (1851一1854) 、《实证宗教教义问

46 



第三章 奥古斯特·孔德：浪漫主义时期的实证主义

答手册》(1854) 、《关于人性一般状态的观念的主观综合或

普遍体系》(1856) 。这些书和他出版的演讲稿从未给他带

来任何社会地位，但是为他赢得了一个日渐增长的追随者的

圈子，其中最杰出的是爱梅乐· 李特尔 (Emile Llttre) , 一位

热衷于使孔德观点大众化的传播者。到 19 世纪 40 年代末，

一个实证主义的社团建立起来了，从那时起，孔德的学说开

始得到众多的追随者。与孔德自己的计划一致，这种社团越

来越成为具有自已仪式的一种世俗宗教的社团；其中有些仪

式在法国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在巴西它保持着最大的生命

力。孔德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巴黎度过的，并且于 1857

年 9 月 5 日在那里去世。他脾气不好、固执己见，并且很难 48

相处，就如同那些毫不动摇地相信他们有一种彻底变革世界

的使命的许多人一样·o

三、社会改草的观念

孔德的整个学说，包括其知识论，要作为不仅包括科学

而且包括人生所有领域的一种普遍改革的宏大方案才能得

以理解 c, 对他那个时代的法国的反思使他深信，社会的组织

需要从上到下彻底进行变革，并且，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科学

和普遍理解力的改革。他相信，各门科学的改革将使创造一

个至今尚未存在的社会科学成为可能，而如果没有这种社会

科学，杜会生活将不会在理性基础上重建•0 只有将人类的全

部知识整齐划一地组织起来，才能为被人称为“社会学＂的

成熟科学的发展铺平道路，唯有这种科学才有可能实现对集

体生活的有计划的改革。

孔德的社会改革计划与他从圣西门那里接收来的主要

思想一历史智慧的纲要相联系。此纲要（与梅斯特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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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纲要相似，其中带有的一些其他特征是乌托邦主义思想也

具有的）把人类历史分为交替的时代，一些为“有机的”，一

些为＂批判的“。有机时代是当社会分化被视为是社会的必

要功能的自然分化的时候，而又一心维持其固有秩序的那些

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社会被视为是拥有高于个人自身的价

值的超个人的实体。在批判时代，首先关注的是破坏既存的

秩序，相反，社会则视自身只是分离的个体的总和；因而它不

具备独立的存在，而且其价值与那些分离的个人所联合的社

会也并无区别。 然而，历史上有机时代和批判时代的交替并

非只是像钟表的钟摆一祥的连续交替，而是有某种定向的特

征，并且导致进步。有机时代在批判时代之后重新出现，并

49 非返回到原有的秩序之中，而是在维持杜会生活更高原则的

基础上对共同体的有机性能的复兴。这种进步的关键在于

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及相应的智力的发展。在当代人性正朝

之发展的下一个有机阶段一—未来的“实证社会”一封建

社会的一些基本结构特征将不得不恢复，其中包含着精神权

威与世俗权威的划分及其他的东西。 然而，新的精神组织将

不再奠基于神学的教义和基督教信仰，而是奠基于科学。克

服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无序与混乱的唯一可能的道路在于创

造单一的权威，但这并非（至少在开端）束缚在任何单个的

学说之中。在这一点，孔德赞扬国民议会，而批评那些把英

国议会体制理想化，并打算将其移植到法国本土的人。 他也

赞成路易·拿破仑，相信没有任何主义的专政一且由某种合

适的社会意识形态所补充，最终可以恢复社会、政治生活和

宗教的有机统一。孔德认为，他自己的发现将导致一种真正

的社会科学的产生，将会恢复逝去的统一。一旦人们已经普

遍认识到这些科学的原则，革命的形而上学将会由一种真正

的社会物理学所取代。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是，人们应该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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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解人的生存条件中那些恒常不变的东西。设想潜在的

生存条件可以任意改变的乌托邦思想家们井非在鼓励进步，

而是在延缓它。 在计划任何事物之前，我们必须仔细研究事

物的自然抵抗力－这对无论是涉及改革社会还是原材料

的工业加工都同样重要。孔德坚信，他已经成功地抵御了设

想一个实际上无法实现的完美社会的诱惑，而这是乌托邦主

义所没有抵御的。他相信，他自己的计划适合于社会生活的

自然的和必要的特征。 而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认为，人

的团结和合作只因他们对个体有用才会存在；孔德则断言， 50

社会本能的存在至少像自我的愿望一样强烈，并且完全独立

于它们。 人类的和谐共存仅仅由于这种本能才有可能，而并

不是所谓的凭借一种“社会契约＂达成的个人兴趣的调和。

与个人主义的学说相反，社会并非仅仅是管制个人之间冲突

的工具，而是一个拥有其自已权利的有机整体，我们是其中

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有一种天生的共同生活的倾向，它独立

于个体的利益。这种倾向是永久的，因而必须在所有社会改

革的计划中加以考虑。

一般来讲，如果违背集体生活的这种永久性的结构特

征，那么社会发展将不会被称为进步。 例如，私有财产是这

些永久性的特征之一，因而巴贝夫的乌托邦的追随者们对进

步并没有贡献。 未来的有机的和理性的社会必须奠基于科

学：其组织原则将由科学详尽阐明，其所有成员也必须采用

科学的思维方式。

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应该只凭借研究科学的历史就能

够决定，这一点在孔德的思想之中是极其重要的。 他井未武

断地试图决定什么是科学，或什么不是科学，而是在对人的

知识如何进化的历史探究的基础上来发现其标准。 换句话

说，人的知识发展的法则是历史的精华。从这些法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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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能够说明，人类进化的更早的、

已经超越的阶段并非仅仅是＂错误＂，可以说，是具有它们自

己的合理性；它们是理智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阶段，并且在它

们之中产生的观念是真实的，即适合千每一个前后相继时代

所感受到的总体需要。 除非我们清晰地认为它描述了社会

学的实在，把人的知识内容看做杜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

51 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孔德著名的三种状态的法则 。 它不仅

仅是列举出了人的思想，即抽象构思的好的、坏的和不好不

坏的可能性。

四、科学的改革 三状总（阶段）法则

那么，科学是一个社会学的事实，从这种观点来看，它的

过去阶段必须加以描述，它的未来的可能性必须进行评估。

科学是用来帮助人类控制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环境的一种

工具。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我们的实际能力恰好与我们的知

识状态相符，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的科学领域的预先准备，我

们只能偶然地获取结果。 然而，有效知识的主要检验标准是

实际的应用性。在他对科学的作用的反思中，孔德经常陷入

某种令人吃惊的狭窄的教条主义之中，这导致他把已经存在

的或出现的广阔的知识领域当做根本无用或”形而上学＂而

放弃。 用这种精神，他研究了概率论 、天体物理学以及远超

出太阳系的宇宙起源论，较深入地进行了物质结构 、进化论

以及社会起源的研究。 按照他的观点，这些领域的发现从来

不能加以实际利用，因此是在浪费科学家的时间和精力 。 这

种具有必然真理的宣告－有幸并不能阻止相关学科的研

究一—有时被孔德的辩护者们所排除，其理由是他们并不打

算绝对禁止，而只是要暂时放弃没有直接的实际用处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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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他们说，孔德并没有一劳永逸制定此法则，而即使是他

们的辩解很巧妙，今天，我们也必须注意孔德关于知识的功

利主义使命的概念体系是多么有限。

三阶段法则经常作为孔德学说的”关键＂而被提到。据

此，人的心智的历史能被分为三个连续的”状态＂（或阶段）。

这些通过知识的每个分支都能被追溯。第一阶段，或者叫神

学阶段，涵盖了人从拜物教到多神教再到一神教，它对应着

社会生活的最原始阶段一神权政治国家。每种科学不可 52

避免地要经过这种发展阶段，它不能仅仅被视为一个封建迷

信的集合，而是作为一种知识的萌芽形式在观察和反思的初

步努力下预期未来的成就。在这种水平下，人的心智寻求事

物的隐蔽本性，试图发现事物”为什么＂像他们那样发生，并

且，它凭借在人自己的想象中构造出一个神的方式来回答这

些问题。这个自然过程作为一系列由掌管可见世界的更高

权力有意制造的奇迹而出现。 例如，如果没有实际的关心刺

激了早期的占星术家们去发展一种观察天体运行的技术，以

及最终发展为一种计算和预测这些运行的方法，现代天文学

就无从产生。 仅仅热爱真理自身的缘故还不能提供一种足

够强大的动因。最早的天文学观测的存在，应归功于相信在

恒星的运动与个人的命运之间存在着隐蔽的关系，还应归功

于相信在天文学计算的基础上有预测未来事件的可能性。

同样，拜物教信仰、图腾宗教和算命的做法都引起对动物世

界各种不同特征的注意，否则，这些特征可能不会被人注意；

也是在这个领域，原始迷信很有可能为科学贮存和积累了基

本的重要资料：动物的驯化就来自于这种积累。 人们在数学

中仍然可以识别出神学开端的痕迹。 该科学首先解放自身，

尤其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字的神秘方法不可争辩地有助

于真正知识的增长。 总之．知识的早期阶段所固有这种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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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并非简单地被悲叹为反知识，而应视为理智发展的一个

自然阶段，是人类观察和资料的贮存得以组织的最早形式。

孔德把每一个理智状态都与一个特定的社会组织体系

53 相联系 。 转换到一神教一神学状态的最高成就，其与打算

覆盖整个西方世界的防御性军事体系的发展相联系。根据

孔德的观点，智力由一神教所支配的中世纪井不能只被视为

一个黑暗和衰落的时代。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在强烈反对

18 世纪的陈词滥调时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历史相对论意识。

他对恢复中世纪的地位来源于一种深信，即此时代的文化也

标志着人类理智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正是由于支配基督

教教会生活的民主原则，中世纪才废除或削弱了从过去继承

下来的僵化等级制度体系，井且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

一种新的智力框架。

这就迎来了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一第二阶段，或称为形

而上学状态。现在，人的心智已经开始成熟，不再寻求事件

的超自然原因了 。 它仍然在询问事物的”本质”，仍然想要

知道现象的“原因”，但是这门学科凭借创造一个世俗的或

自然的神性来有所差异地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的原因。事实

上，人类现在对已经观察到的事实承担起解释的责任：

“力”、“性质” 、“能力”、”特性＂，以及其他这类具有科学的

形而上学倾向阶段的特征的构成概念出现了 。 物体凭借同

情的品质构成复合物，植物由于它们的植物灵魂而生长，动

物由于它们的动物灵魂而有知觉。 正如莫里哀所说，鸦片因

为其＂休眠的品质＂而使人人睡。 形而上学的状态经历了与

前一状态类似的发展，以一种世俗的一神论而达到顶峰，它

把超自然的各种能力压缩为一个包括一切的”本性”概念，

将其视为能够解释所有事实的原因。关千世界的形而上学

概念在多个领域中促进了知识的巨大进步，并且在其发展的

最后阶段为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一第三状态即“实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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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开辟铺平了道路。

别的不说，理智发展的实证阶段区别于形而上学阶段是

因为其并不试图用不同的方式回答更早时代的问题，而是凭 54

借揭示出它们无结果的纯粹词语的特性而排除了这些问题

本身。实证主义的精神不再问为什么停止对事物隐藏本质

的思考，而是问这些现象是如何出现的，这些现象经历了哪

些过程；它收集事实，并且乐于服从事实；它不容许演绎思维

走得太远，并将其纳入“客观”事实的不断控制之下。 它也

不使用在现实中没有对应物的词语。它的唯一目的在于及

时发现指导诸多现象的不变的普遍法则，为此，它利用观察、

试验和计算。 只要是人类可及的确定性，实证主义精神不仅

会导致确定性，而且会废除由于使用了在经验上不可控制的

被形而上学称做＂神性＂的术语而产生的虚幻的确定性和满

足。由于在形而上学时代，炼金术被化学的实证科学所取

代，占星术以及对天体的崇拜被实证的天文学所取代，因而，

活力论的推测正在被实证的生物学所取代。 傅立叶系统地

阐明了热的现象的量化规律，而没有求助于热的”本性"。

柯维发现了支配有机体结构的法则，而没有提出一个有关生

命”本性＂的假说。 牛顿描述了运动和吸引的现象，而没有

沉浸于有关物质或运动”本质＂的形而上学沉思。

实证主义的精神预先假定了对现象的一种决定论的解

释，但不是在相信存在着形而上学”原因＂的意义上，而是在

寻求确定支配每一种观察到的现象的普遍法则的意义上。

人们深信这些法则，或更确切地说已观察到的现象的规律

性，涵盖了世界的全部。 孔德科学的概念体系纯粹是现象论

的，尽管绝非主观主义的。 根据他的观点，人的大脑应成为

一面忠实地反映客观秩序的镜子，而精神可以将这种关于秩

序的知识用作自己的排列原则。单单内省并不能导致人的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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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操作的认知原则；它凭借观察事物和发现支配它们的法

则而发现了它自己的运行原则。理智自身既是无力的，又是

危险的。 说它无力，是因为在其自身中缺乏足够的动力＿＿＿

仅仅是感觉冲动和实际需要才会让它活跃起来；说它危险，

是因为除非它服从于事实，否则它趋向于构造思辨的形而上

学体系。在强制的事实和实际的激励面前谦卑－这是实

证主义智力的明显特征。那么，难怪实证主义阶段首先达到

了知识的那些领域，此处人的精神最容易理解那些事物，而

不屈从于人的想象力的疯狂。如果要避免代价大的失误，这

种精神自身必须服从现实的要求。 这样一种领域是首先进

入实证的发展阶段的数学科学的领域，此时其他学科仍处于

幼年期。

根据孔德的观点，尽管所有科学都经过了相似的发展阶

段，但是它们并非全部按同一速度前进。 我们也注意到，任

何一种科学转变到更高的阶段并非偶然，而是由其研究的本

性以及它与特殊的社会需要的关联所决定的。

因而，科学构成了某种特定的自然秩序。 这井非任意的

体系化的结果，而是在历史分析的观点中清晰地展露出来。

科学根据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则而得以分类，这造成了同一的

结果：减少普遍性而增加复杂性。这种等级秩序造成如下结

果：主题的复杂性最少而有效性的范围最普遍的是各门数学

科学，其依据数量关系处理现象之间每种可测量的关系——

数量是事物的最普遍也最简单的特性。 天文学紧随其后，其

范围比数学有限得多，但是它更丰富，因为它把进一步的特

征带到科学范围之内：力 。 物理学引进了更进一步的质量的

56 区别，诸如热和光。 物理学之后是化学，其处理的是在性质

上不同的物质。 尽管研究问题的范围更狭窄了，但是生物科

学的特征是研究了更多不同质的事物，它研究有机体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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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在诸多科学中，最后出现的是社会学，其领地将不得不

分开讨论。 很明显，社会学的对象最复杂，其研究的所有问

题也最不普遍。 形而上学和心理学都榜上无名，孔德随后增

加了道德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以上的秩序同时也是逻辑的、历史的和教育学的秩序。

它之所以是逻辑的，很明显源于这个事实：它建立在相互一

致原则的基础之上。 当我们观察到每一种科学在不同的时

间点上到达实证阶段，我们认识到它是历史的。 数学在所有

其他科学之前解放自身，在古代的希腊就已经到达了实证阶

段。 天文学只是由于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发现才从形

而上学的迷雾中现身。 物理学由于海根斯、帕斯卡尔、巴宾

和牛顿等人的功绩，在 17 世纪末达到实证的成熟阶段。 在

下一世纪看到了，由于拉瓦锡，化学取得了实证科学的身份。

直到 19 世纪，生物学才得以产生。当背离千以目的论为倾

向的有关终极实现和活力论的思辨时，它开始一方面集中于

对支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法则的实证研究，另一方

面集中于对生物体如何存活下去的结构性特征的实证研究。

剩下的还有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它仍处千计划的阶

段。 孔德亲自着手实现这一计划。

我们观察到，以上的安排也是教育学的。 这意味着诸门

科学应该以它们发展的秩序来教授，以至于它们可以在学生

心中构成一个连贯的体系。 孔德设计了一种知识的理想，同

时也是百科全书式和笛卡儿式的，其中诸门科学既在它们的

逻辑连贯性方面，又在它们的实际应用方面，如此紧密地相

联，以致不可能在不了解其他科学的情况下而从事它们之中 57

的任何一门 。 每一门复杂性较多、普遍性较少的科学都预设

了等级秩序在它之前的那些科学，相反， 因为诸门科学是为

预测和社会应用的目的才诉诸实践，所以各种社会现象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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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知识对于知识的整体取向是必不可少的。 不仅如此，科学

自身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内容取决于其被系统阐述的历史

环境。后者的观察结果必须谨慎对待，以免使我们陷入忽视

其他时代取得的科学成就价值的极端相对主义，因而不能正

确评价智能自律对于知识进步是必不可少的 。 带有此保留

意见，这个陈述基本正确。

科学的这种安排达成了双重的目的。 它摒弃了那种把

所有学科都归结为“更低＂学科的那种学说。此学说一孔

德称为“唯物主义”，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他那个时代的哲学

氛围一在错觉之下不能考虑诸门科学与种种劳动之间的

质的差异，即要么是支配更复杂的实在领域的法则能从那些

支配更简单的实在领域的法则中演绎而来，要么是一些法则

简单得与另一些法则相一致（对生命的纯粹物理学的解释，

对社会的生物学的解释等等） 。 的确，在孔德看来，更复杂

的诸门科学预设了较简单的科学，更复杂的现象明显取决于

更简单的现象（诸如食物、性等社会生活的生物学条件），但

是这并非意味着复杂现象不服从于它们自己的无法简化的

法则。因而，科学自主原理排除了 18 世纪意义上的任何“社

会物理学”，也排除了把有机体的生命化约为空间中的机械

运动的任何做法。科学的统一并不凭借任何水平的过程来

保证，而是凭借认识到它们的相互依赖性，凭借将其视为一个

相同的人的活动的组成部分和一个相同社会的实在的差异性要

素来保证。 因而，孔德更接近千把科学事实解释为社会事实，并

58 把社会学作为普遍科学的历史相对论，而非依据空间中非定性

的物体的运动而试图描述世界总体多样性的机械论。

尽管产生科学的理智自主过程必须被意识到，但是人们

不能容许使知识有用性这个基本的价值标准无效。 如果它

不想陷入无果实的思辨而浪费人类的智能的话．科学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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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被提醒其社会责任，在其最后的分析中社会责任决定

科学价值。这种对知识的实际控制有一种社会历史的特征，

尽管它没有产生在单个科学家的心目中，但是它持续不断地

产生在作为整体的人类之中。 那么，在最后的分析中科学所

需要的是社会所需，即预测事件和实际上影响它们的能力 。

在这方面，诸门科学有差异。我们预测事件的能力与我们影

响它们的能力成反比。我们在天文学领域能进行大量预测，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影响我们观察到的那些世界。 在社会

行动的领域恰恰相反：在这里我们的行动能产生巨大影响，但是

至少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预言能力是相当成问题的。

以上的论述指出科学的知识值得追求。 科学家们发现

的法则是相对的，其意义是这些法则是大致的。 我们可以将

其只视为是用观察来证实的假设就足够了，但是这井不会使

它们成为不确定的或无用的。在确定各种法则方面，我们不

可超越观察的实际限制；更一般地说，没有理由使它们比实

际应用的需要更加精确 。 如果某个给定的法则能使我们预

测和影响其所涉及的现象，那么，更精确地阐述它的努力只

是用于满足好奇心。例如，孔德认为纠正波义耳－奥梯

(Boyle-Mariotte) 法则是多余的，因为他没有期待它们会产生

任何实际的用处。 按照他的观点，我们无须在生物科学上进

行昼化的研究：生命现象太复杂，因而不能被度量；更确切地 59

说，我们应该从不同的有机体结构的比较研究中期望实际的

结果。进化论井没有激发信心，因为它排除了永恒的分类，

而且，物种的永恒性看起来似乎是生物科学真正存在的条

件。孔德首先想要的是整齐的 、 持久的分类；他赞成柯维

(Cuvier), 他认为，柯维的方法能够查明支配有机体的确切

的不变的结构法则 。 他支持加尔 (Gall) , 因为他认为，骨相

学将废除旧式的心理学，而且对精神功能作了荒谬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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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考虑有机体的局限。更确切地说，我们应该假定，精神

功能是与大脑的结构紧密相关的，而且每一种功能都有它自

己的器官。至于说精神生活的高深莫测的“核心”，最初的

单子或＂我＂的自身意识，仅仅是有关灵魂的神学观念的残

余。 后者必须从实证的知识中加以消除，因为它没有指涉在

科学上有用的任何实在。

这种思维方式支配着孔德的全部哲学。 他的理想是坚

定的、不妥协的：完美的分类，将器官与功能永久地进行一对

一的关联。 而在世界上被揭示出不固定的分类、不断的性质

改变或无论任何不可思议的特征的那些领域都烦扰和激怒

他。 他对知识的历史性的确定感掺杂着对发生学研究的某

种特殊的厌恶，他认为发生学研究在理解所研究的现象方面

毫无帮助。 在寻找某种确定的“一劳永逸＂的秩序这一点

上，孔德是个狂热者。

五、社会学的方案

孔德创造了“社会学”这一语言上的混合词。 无疑这是

一些教科书把他视为这门科学的奠基人的原因 。 就这门科

学的发展而言，孔德本人被称为是这门科学的伽利略。 在理

性的进步的解放史中，社会事实非比寻常的复杂性不可避免

地要求处理它们的这门科学应该最晚出现。 而且 ，从逻辑上

60 讲，社会学依赖其他学科，因为社会事实发生在生物学所决

定了的实在界之中；而在 18 世纪，依赖千生物学对社会进行

科学解释和用地理学来说明人的历史的基本尝试，并不值得

大惊小怪。 然而，为了把社会学建构为一门科学就要使其独

立于其他科学，这迫使我们要明确地将由有机体生命的恒定

条件所决定的社会生活的领域与那些纯粹由社会法则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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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领域区分开来。 一且进行了这种划分，很明显的是，所

有的各门科学都是社会事实，因此就像其他的社会事实一样

依赖于社会学。真正的知识总是服务千人的各种需要，因

而，社会学独自将意义赋予其余的人类知识。

作为科学，社会学首先是把那些更早的理论作为幻想揭

示出来，根据这些早期理论，所有的社会结构都被归于计算

得失的由私利精神所决定的“原始的“契约或合同之中 。 这

种哲学只把实在归因于诸多个人，并且把总体或者看做为方

便而设计的某种机制，或者看做某种神学的抽象。 然而，实

证的社会学将表明其反面是正确的：正是个人是某种精神的

建构，而社会才是某种原始的实在界。社会生活本身就像人

的有机体的功能一样＂自然”，并且无需任何虚构的契约来

解释它。 人类生活在社会中是因为这是此物种的本性，而并

非因为人们期望通过一起生活将享受到他们独自所无法享

受的利益。 人类，是一种具有自己的持续性和同一性的真实

的有生命的存在，它思考与创造，而且绝非在纯粹比喻的意

义上。 人类有其童年、青年和成熟时期。 像有机体一样，它

有自己的结构和结构性的特征，这些从未变化，并且历史进

步从不会废除它。 对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功能就体现在这

些恒定的器官之中 。 例如，以社会等级或阶级为形式的社会

分化只是一种类似于在任何活的有机体中组织分化的某种

方式。同样，一个完美的同质社会正如某一活的身体组织之

中的性质上的差别消失一样，是不可想象的。进步发生在独 61

特的器官之内，但因为它们是人类存在的永恒条件，所以它

们并不受制千变化：这些器官包括家庭、私有财产 、宗教、语

言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社会有机体的结构正如太阳系、

诸多恒星以及各种生物物种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三个阶段

的演进受限千特定的结构因素；而且，变化总是首先在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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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中发生，从那时起再传播开来，正如实际发生的那样，传

播到社会结构之中。同样，社会革命并不影响社会结构，而

只是影响其形式：它们并非圣西门意义上的“批判的”时代。

革命只会引起混乱，一种重组的征候。

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社会基本机制在未来将会被废除。

特别是，在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之间的差异并非是中世纪的

发明，而是一切集体生活的一个本质特征。在教皇与帝王之

间的权威的划分将会被科学家们和工业家们之间的权力划

分所取代。公众指导的不足和缺乏科学的社会知识说明了

社会仍会加以理性地组织这一事实。但是现在（多亏了孔

德），基本的理智需要已经得到满足：我们需要的只是大众化

的实证知识，理性解放的历史将会一劳永逸的完成。人的历

史将会到达其最后的形式。真的，杜会学井不只包括“静力

学”，即此门科学处理的是社会的恒定性的结构性特征，而且

也包括＂动力学”，即进步的科学。但是，一旦实证精神已经胜

利，进步将不再面对由偏见、无知和神话所设置的各种障碍。

六、人类的宗数

尽管实证体系废除了神学信仰基础上的旧式宗教，但是

它并没有废除宗教本身，因为这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恒定性因

62 素，是把事物联结在一起的必不可少的黏合剂［根据西塞罗

(Cicero) 的观点，恰恰是 religio 这个词意味着此功能］。一

些人把世俗宗教的观念视为隐含在孔德的伟大综合中的要

素，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只是精神病人的四处游荡。今天，

孔德的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发现，从其最早的著作中所表达的

思想中就包含有“人类的宗教＂的因素。

在实证宗教中，人类取代了神话中的众神。人类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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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它由所有活的、死的以及尚未出生的个体组成；在其

中，个体们像有机体内的细胞一样相互代替，而不影响其独

立的存在。个体们是人类的产物：他们的思想、感情、信仰、

天赋和能力-所有这一切都是单一而伟大的有机体生命

的各种功能。 人性值得崇拜，这种崇拜曾经给予想象中的众

神。 正如它一贯所做的那样，宗教将统一人类，并且安排人

类的生活，将使联结到更高存在的意识永生，并且教会人们

义务（绝非权利）。与那些古老神话截然不同，实证宗教将

使人类的感情与理智的需要方向产生完美和谐。

值得注意的是，孔德对天主教的统治，它的无所不及和

涵盖人类生活所有形式的能力着迷到了何种程度。 人类的

宗教将谨小慎微地模仿教会创造的体系，清除其封建神学的

信仰，但是保持其统合力 。 种种宗教仪式和圣事、历法、教授

新信仰的教义的教士职位、世俗洗礼、世俗坚信礼以及世俗

的临终仪式－所有这一切仍将保持。新教义已准备好

了——它们是孔德的学说和科学的法则。此外，守护神将会

有一种新的实证的概念体系：这是分派给妇女在这种新的信

仰中的角色。 孔德并未忽略给各月份和一周的各夭起实证

的新名字（每月将以一位实证宗教的圣人命名，每天将供奉

七门科学之一 ： 一旦把实证道德增加到原来的六门科学中，

就达到了七这个神奇的数字） 。 而且，依据科学原则而建立 63

的实证宗教的寺院都是同一的。祭司将由一位实证的教皇

来主持，其与实证的世俗权威分享权力。后者的功能主要在

于促进工业发展和将新的理智成就运用到实际事务之中。

因为，我们思考是为了行动更加有效，精神活动是为了满足

身体的需要。

然而，人类并非只是一个带有物质需要的会思考的存

在，他也有感情。利他主义的感情在家庭生活中非常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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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家庭一定是集体生活大厦的基石；因此，实证社会确保

了维护父母照顾孩子的权利并且禁止离婚。妇女被赋予了

一项特别崇高的职能：她是人的感情的守卫和来源，并且正

是她才会保证在地球上实证精神的胜利。众所周知，感情控

制着心智－其意义并不是说心智没有任何独立的运行规

则，而是说，唯有感情方能驱使其活动。在完美社会中，对妇

女的崇拜将是普遍的，甚至将会有一位用人工授精的方式生

育孩子的圣母。孔德走得很远，以至到了要计算未来每个国

家应有的确切的家庭数量的地步：他赞成小国家，因其更容

易有效管理。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说一些简短的题外之话。似乎令

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作家能够如此小心谨慎地对待大量的

科学问题，此外，一个如此强烈地带有历史真实感的人，严肃

地设想将会完整地替换天主教的结构与形式，抛弃所有信

仰，由其他信仰所取代－~以倒空一桶沙而将其填满水的这

种方式。 但是这表面上的荒谬确实是其学说的逻辑结论。

孔德相信并非唯独属于他的那些假设，但是与他人不同，他

从其中推出了最终结论。 一旦你假定人类被定义为一组持

64 续不断的需要的总和（当然，并不忽略感情需要），以致唯有

它们得到满足的方式随着知识的进步而改变；而且，当你假

定，严格地讲理智生活和宗教生活，并没有分离的存在，并非

表达不同的需要，而仅仅是更原始需要的各种功能（或”形

式＂）时；最后，当你假定人类在持续不断和可以预测的感官

刺激的影响下行动（包括理智行动）以至于理性的社会组织

能涵盖它们全部一一旦假定这一切，那么，为了组织任何

和全部社会现象，人们可能会任意操控继承下来的种种表达

方式，这种假定就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了 。 孔德以通常的方

式意识到了事物的阻力以及人对世界的反应的非自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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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仍然相信他自己的不变结构的理论涵盖了这种阻力

的全部。 他认识到了理智生命的“较低”形式的历史必然

性，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传统的独立力量。换言之，他怀有一

种信仰，此信仰认为，未来社会一旦采纳了实证的思维方式，

将不再屈从千自已过去的重要性，并且其必然性将与社会生

活的不变组织的生物必然性相联系，呈现出某种纯粹自然的

特性。因而，说到底，他相信历史会整体淹没在未来秩序之

中，相信将生活的每一领域完全理性化的可能性。 他对“乌

托邦“思想的反感只适用于他在其他思想家中所发现的种

类。他的历史主义纯然是回顾的，因为它停止在实证阶段。

他相信历史的终结。

七、孔魂思想的结果

圣西门 (Saint-Simonians) 主义者也包括在孔德最早的批

评者之中。他们发现其关于进步的观点很脆弱，并且批评他

的“唯物主义＂。他们自己的目标包括返回到具有真正的上

帝和真正的牧师的真正宗教之中。 他们反对把未来社会的

艺术创造服从千由科学决定的任务的任何方案一—并且孔

德的确相信，在未来工业需要将支配诗人和艺术家们要做的

事；工业的职能将是以艺术的方式激发人们来取得想要的生 65

产性结果。 正如对他的批评那样，这会带走艺术家所有的文

化原创力 。 他们也批评孔德认为科学假设正如事实一样是

可证实的一根据他们的观点，这一错误把孔德引向了无神

论，因为当他用支配人的精神的科学的垄断原则取代信仰的

观念时，就毁坏了信仰观念。

然而，抛开孔德实证宗教的方案不谈，这些批评并未产

生很大的影响．他们也没有检查孔德许多观点的传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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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孔德主义的主要推广者，特别是利特雷，已暗中去

除了这种上层建筑。 尽管至今仍然幸存着一个孔德的世俗

教堂，但是它并没有对理智生活起过任何重要作用。 孔德的

学说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并非在其完全的“普遍的“解释

中，而是在零散的说明中 。 所被称为“科学的”特征的东西，

成了后来实证主义思想中的持久部分：三种状态的法则，形

而上学的抛弃，科学的本质统一的信仰，把所有知识都化约

为某个单一普遍公式的理想（确实是达不到的，正如孔德自

已承认的那样：只是一个规范的纲要，而不是一个计划），以

及把知识解释成最终的实际价值或者一无是处。 孔德的社

会学被证明很重要，并非因为它的历史智慧论的内容，而是

因为他清晰阐述了被后来的许多社会学家所采纳的方法论

原则 。 这些包括把社会事实当做独立于其心理背景的独特

的种种实在来对待；放弃杜会契约的理论；把人的思想 、科

学、信仰以及行为方式都作为可以极好地类比的社会事实来

对待一一不指涉各个人，而是指涉共同体。

有关科学历史的三种状态的法则只是大致正确。 孔德

阐明了以现代科学知识在正常发展时期的趋势特征，只是在

＂某些关键时刻，其意外地揭示出比孔德所预想的更多的符合

哲学的思想。 他对世界的基本的现象学态度（我们无法深人

到事物的”本性＂中去研究潜在的“原因”，而只是把多元的

现象概括成“法则＂）很长时期内好似仅仅代表了在许多知

识领域的实际的研究态度。”事实＂的概念被孔德奉为自明

的，还需要一段时间，对这一概念的怀疑才能出现。 最后，这

样的疑问会造成将科学的概念作为一种纯粹而简单的收集

事实的活动而放弃，一旦总结事实的法则已经得到，那么执

行此任务的机构也就终结了 。

当然．孔德学说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荒谬的一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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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科学可不可以关涉绝对肯定的宣称，将知识的某些领

域武断地作为无收益的或”形而上学的“领域而拒绝，对世

界的基本划分的绝对永恒性的信仰以及强烈爱好，作为科学

思维方式的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分类，过度痴迷于“秩序＂，将

世界的图景视为由整齐的标本、索引和填充的“内容”所组

成）并非是来源于实证主义前提的直接结论。 然而，他们论

证了一个可行的方法——一种到今天仍然可行的方法一

解释那些前提，一种如果严肃对待会危及知识的进步的方

法。 当然，孔德意识到，科学研究的开展并不能恰好遵从直

接的实际需要，必须由纯粹的理论思考所指导以便最终产生

实际的效果。他领会到科学史上最富有成果的发现，包括构

成我们后来的所有技术的基础的那些发现，都产生于认知的

好奇心。不仅如此，他也意识到，人的思想的”神学的”和

”形而上学的“阶段是科学最终的“实证＂繁荣的先决条件。

对千这一切，当他转而思考他自己的工作所开辟的新时代的

时候，知识的全体一一以其最后的组成部分即社会学为代

表一—已经进人了实证阶段。 他的历史循环论突然变得软 67

弱无力了，而且，他以前的所有保留意见也都消失了。科学

发展中每一件相对的事情现在都成为过去，既然已经达到了

绝对状态（至少就基本原则而言）那么就不再有什么地方适

用于历史的标准。与其他救世的学说相似，孔德的科学学说

从未考虑它自身早晚可能成为历史评价和历史相对论的事

件的机会。 孔德除了理解他自已在历史中的地位之外，对每

一件事都有令人钦佩的历史理解力。

我们没有理由对这种哲学是否有权利被称为实证主义

而感到疑惑一甚至把它与我们当代流行的实证主义的固

定观念相比较也如此。 它是一种实证主义，尽管主要以产生

出了黑格尔和浪漫主义哲学的那个时代的典型范式表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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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它代表着一种无所不包的历史智慧论的建构，以全部属

千自己的一种救世的眼光而获得桂冠。 这种建构确实具有

决定论的特征，尽管其放弃了形而上学的因果关系的建构而

支持现象论的解释法则 。 由于科学知识的进步它也怀着总

体上改革世界和绝对的阶段即将到来的希望。它对基督教

和中世纪文化的复兴使它与浪漫主义时期的其他成果相联

系，尽管在孔德看来这有一种完全属于其自身的意义。 他并

不崇拜如此的过去，也不只是因为它是传统而尊重传统：毕

竟，甚至在宗教形式方面，他也意识到了真正的进步，因而对

于人类真正的历史连续性也是这样。 在这一点上，他打破了

作为“黑暗和迷信的时代＂的 18 世纪的陈词滥调。 而且，孔

德的科学理想与人类基本上是一种感性的存在这样一种坚

信相结合一一只是因为感觉的刺激才使人行动，理性思维是

为实际需要服务的。 另一方面，孔德相信达到以下状态是可

能的，在这种状态下，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永恒需要的

68 人类将把感性需要与理性预期有效地结合起来，因而将转变

为各种冲突将不再发生的“有组织＂的人类。

这最后提到的理想也预设了把人作为一种其存在完全

由他所在的社会位置所决定的解释，即严格地讲，个体的存

在是一种虚构。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孔德毫不犹豫地将其前

提贯彻到它们的最终结局。 他对“有组织的“社会的解释包

含了最极端的反个人主义，人的个体的非实在化，将人类作

为唯一的真实的个体而崇拜－－－所有这些都在其著作中得

到清晰的阐明。 在这方面，孔德主义使人想起启蒙运动时期

所详尽阐明的某种极权主义的乌托邦思想。然而，孔德学说

的这些组成部分使他与对法国大革命的保守的批判者结成

联盟，并且以后又成为极权主义右派的基本信仰，这些成分

确实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型：后者已

66 



第三章奥古斯特·孔德：浪浸主义时期的实证主义

经由那些注定要为过去辩护的人以”更纯粹的”形式表述出

来。他们并未将自己包裹起来，比方说，如孔德所做，用科学

的理想表述出来。孔德思想的真正影响集中围绕在他学说

中的两条主线上——他对知识的反形而上学方案和他的自

主的反心理学的社会学。 他随后的几代人，正如经常作为例

子所指出的，打破了他的学说的有机统一，他们从其学说中

挑选能用的，而忽略不能用的。因而，孔德作为乌托邦的幻

想家，追求“一成不变＂的社会秩序的狂热者，一种“已完成

的“思想体系的大师，这是一回事；而孔德非常大地影响了

后世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如果要理解

实证主义的历史，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不只是要牢记更多的

”活着的“孔德，而且要牢记”被忘记的“孔德一不只是因

为后者论述了实证主义哲学的每一连续的说法与占优势的

”时代风格＂的依赖关系，而且因为实证知识的概念体系和

社会改革的理想总是在逻辑上与这种学说相关，很难达到相

互分离开来的历史理解，孔德的哲学完全废除了人的主体 69

性。从实证科学的标准的观点来看，主体意义上的个性是一

种思辨的虚构；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它也是一种虚构，并且

在社会重建的计划中也能被如此对待。作为一名科学的理

论家，孔德事实上是休谟以及许多后继的实证主义学说的祖

先的继承人。至于他的社会理论，当然并非在逻辑上从其科

学理论中能够推出，但是两者之间的联系在孔德自己的心目
中如此紧密而清晰，以至于抛弃它是不可能的。实证主义的

标准，以在客观上的主体间交往中所能独立确定位置的个体

之人为特征，可以说，把主体的个体性作为一种无效的可能

研究对象。因而它们对科学与哲学之间新界线的确立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它们尚未在毁坏后者的过程中一劳

永逸地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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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得以可能的方式来系统性地表达实际经验。 在这一点

上，自由思想家的方案看起来最接近 17 世纪的实证主义，因

为它意味着放弃了某种希望，这种希望认为，科学能够为我

们提供在我们所观察到的经验规律中所暗含着的所谓的必

然性的信息。我们不要问世界必然会是什么样＇，我们不要欺

骗自己，认为我们所发现的规律暗示着任何绝对的必然性：

它们只告诉我们事物事实上是怎样的，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它们会是别的什么样。 因而，在对世界的科学描述中，实证

主义揭示了理性和经验所能企及的自然界所有特性的基本

的不能改变的偶然性。人们公认，此种理智的谦逊态度并非

科学结论的独特成果。 作为新科学的传播者以及因为他们

对以往的经院哲学和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加森第和

其他现象学者理应得到全部的荣誉，但是，他们实际的科学

成果是不多的，或者至少比其他科学家的成果少得多。 而后

者，也受到新科学观念的鼓舞并且同样轻视依据本体形式对

世界的解释，但是他们仍然固守着形而上学的追求，并且希

望通过研究来发现宇宙的终极基础。

从这里讨论的观点来看，笛卡儿和莱布尼兹（比伽利略

更加不是）都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尽管二者都抱有实证主

义的信念，认为用经验观察所不可及的 、看不见的能力或力

23 量来解释世界的做法是荒谬的。 在自然的一般发展过程中，

我们一定不要为不能解释的力的运行留有余地，正如莱布尼

兹所做的那样，否则，我们可能会以时钟因某种时钟神的力

量而显示时间、磨坊因某种分化的权能而辗成面粉的解释来

做结论。笛卡儿和莱布尼兹相信，科学应该放弃对世界的神

秘解释，应该用真正的知识来填充我们认识的空隙，而不应

该用纯粹语言上的固定形式来掩盖我们的无知。尽管笛卡

儿始终坚持实体(substance) 的概念，但是他试图用丧失其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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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秘形式的某种方式来描述它的特征：事物或者延伸的实

体只不过是广延而已，灵魂或者思考的实体只不过是思维而

已。并没有隐藏在实际已观察到的事物性质背后的本质，对

它的指涉并不能说明任何原因。一件事物仅仅是对它所观

察到的那些东西，仅仅是它可观察的性质的总和。尽管笛卡

儿确实井没有把这种立场贯彻到最终结论上，并且在断言它

时并没有完全始终保持一致，但是，这种立场确实与实证主

义的方案相一致。同时，笛卡儿和莱布尼兹都远远背弃了形

而上学问题，或者远远放弃了对存在的必然属性的探究。与

从经验证据的偶然特征中看到我们的全部知识具有不可改

变的不确定性的那些现象论者相比，笛卡儿试图克服这种偶

然性，并去发现能被接受为绝对必然性，而在本性上并非纯

粹分析的真理。依据他的观点，经验知识绝对靠不住，在其

内容上缺乏任何的必然性，以及不能使我们达到关于存在的

任何确切断言的事实（因为，以直接的感觉为基础甚至物质

世界的存在也不是自明的），这些都迫使我们转向别处去寻

求知识的绝对可靠的标准。因此笛卡儿认为，数学（更精确

地说，在（欧几里得原理》中发现的演绎知识的模型）在科学

中有普遍的应用，并且，只有在它的帮助之下，我们才能构造

出一种不会带来经验知识的不确定性的自然科学一—一种 24

根植千力求得到“必然”真理的信念，如果没有这种信念，他

会感到知识称不上是知识。根据他的观点，通过对广延、物

体、运动以及抵抗等概念的仔细分析，就能够发现独立于经

验的物体之间运动与碰撞的基本法则。

因而，如果仅仅否定了非现象的”本质”就足以让一个

思想家冠以“实证主义＂的头衔，那么，笛卡儿（像莱布尼兹

一样）则会是此传统的一个正式代表。但是，因为至少从过

去两个世纪的实证主义的发展来看．此项标准根本不能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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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足够的，所以笛卡儿只能在很保留的意义上被称做一个

实证主义者。因为对实证主义来说，以下的信念也是基本

的：知识唯有在分析性质的范围之内才是“必然的“ 。 换言

之，合适地讲，值得称为＂必然的”知识并非是关千世界的知

识，而是一组同义反复的语词集合，其正确性仅由所用术语

的意义来保证的命题，并不需要用任何经验上的标准来加以

证实，即使可以提供经验的标准，也不会从中受益。 同样，

“必然性＂的知识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

的，尤其是不包含关于存在的判断，而且不指涉发生在这个

世界中的实际过程。 相反，在笛卡儿看来，只有以下的知识

才是有价值的：它并不仅仅告诉我们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而

是告诉我们必然会发生什么。我们能够获得如此的知识，但

是凭借的是非经验的方法。依据他的观点，甚至是关于存在

的判断也具有分析的性质，正如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所显示的那样。 此证明归结成如此断言：上帝的存在是一个

先天的真理，即仅仅通过上帝的观念的分析就能成立，因为

此存在被赋予了所有可能的完美（因而，既然存在是完美

的，所以上帝存在）。而且，笛卡儿的哲学兴趣与实证主义

的知识方案完全对立：关于上帝、创造物以及不朽灵魂的形

25 而上学问题在他的沉思中占据着首要地位，并且，他绝没有

将其视为纯粹信仰的对象，相反，他将其看做最重要的“理

性“论证的对象。

以上评论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适用于莱布尼兹，他对经

院哲学和自然主义对世界的解释同样怀有敌意，并且试图

（甚至比笛卡儿更加固执地）设计出能够发现这个世界所有

性质及其真正存在的必然原因的认知方式。因为所有经验

知识都带有偶然性，因而没有任何事实陈述的否定陈述包含

着内在的矛盾（即，天正在下雨，我们能够通过观察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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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天没有下雨的断言也并非自相矛盾，因为我们的陈述本

身就是偶然的），因而，这种知识的积累不会产生任何必然

性的知识。因果关系的发现并没有消除此种偶然性，因为，

我们在经验上可以发现的用以说明任何偶然事实的条件，也

与此事实本身一样是偶然的。同时，我们的思想由充足理由

律来支配，这意味着每一个偶然陈述都有一个必然的基础；

从某种更广泛的观点来看，偶然性是我们的知识不完美的一

个标志。 因为这个世界的真正存在是偶然的，即设想世界并

不存在或者它完全不同于实际存在那样并非自相矛盾。唯

有凭借设想其存在与本质完全同一的某种存在一上帝，我

们才能去掉存在的偶然性而又满足充足理由律的要求。 从

上帝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丧失了偶然性，并揭示出：对我们

来说看似偶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必然的，正如几何学的分析真

理对我们看似是必然的一样。

我们提到这些哲学家是为了给能称之为实证主义哲学

的一切学说及其历史发展设定更清晰的界线。 根据前述的

观点，最接近后来的实证主义的认知方案是由加森第在 17

世纪系统阐述的，尽管毫无保留地将其称之为实证主义者的

做法走得太远了 。 根据他的观点，尽管形而上学的真理是不 26

可论证的，然而其在我们对世界的总体认识中享有真实的地

位，并非只是作为附加的装饰物，而且只是作为真实意义上

的真理。 它们比科学的结论正确得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确

定，而且只具有一种实用的而非认知的价值。

在 17 世纪，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用现象论和实证主义精

神来发展笛卡儿主义的尝试，但是特别与某种具有明显宿命

论倾向的神学教义结合起来。我们是指其学说以＂偶因论”

而广为人知的笛卡儿主义者，这个学说以笛卡儿的理论为基

础 。 根据这种理论，在精神实体与物质对象之间并没有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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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 从此前提出发，偶因论者推论说，我们观察的内容并

非由与物质世界的某种特别的一致现象所引起，人们普遍认

为，这种一致现象位千我们面前，并以某种方式经由感觉而

进人我们的意识。 不仅如此，物质对象不能发生因果的相互

作用，因为从本性上说它是不能活动的。 因而，在人类知识

的内容和所观察到的世界之间无论怎样对应，以及我们在世

界之中辨识出的全部关系体系，都并非来自任何自然界内在

固有的秩序，而只是神不断干预的结果。 这些干预只是保持

系统运行，我们所认为的自然原因仅仅是＂偶然的“原因。

在这种意义上这种偶因可归结为直接原因，凭借这种直接原

因上帝产生出我们认为是自然结果的东西。 唯有上帝才负

责宇宙的运行。 他负责使事物之间的联系保持不变，井且保

持我们印象的内容与客观的对应物相符合。 上帝自身未能

将这些功能指派给第二因，因为他不能把物质变成精神，如

果他不把其作为废除的话。因而，我们有权利断定世界中的

永恒秩序，但是我们没有权利断定这是世界自身的属性，因

为这实际上唯有凭借宇宙中无时无刻不在的神的决定才能

27 得以说明。从这种学说中可以推论出，第一，人的命运完全

独立于人的意愿，因为我们不能仅凭我们自己没有得到帮助

的愿望而做移动一个手指或者一粒沙这样的事；第二，我们

对自然界的知识并不揭示自然的内在秩序，而只是要发现上

帝固定不变本质的外在表现；第三，所有经院哲学用自然本

身内在的力量或者能力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做法都是不必要

的；第四，对自然的任何敬畏以及对其创造物的任何崇拜都

是由千无知而造成的盲目崇拜。因为物质世界在整体上井

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移动某棵树上的一片树叶。

偶因论代表了要毁坏 17 世纪对事物自然秩序的信仰的

一种激进尝试，同时要从笛卡儿反对经院哲学的观点中得出

极端的结论。 它把人的认识归结为对单个现象的观察，并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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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认为其规律性并非自然本身内在固有的。 很明显，这样一

种现象论不能真正视为对世界的一种实证主义的解释。它

意味着相信在解释自然秩序时神的无所不能，以及相信某种

本体性的人类主体完全脱离于物理与空间的决定而存在。

尽管如此，它用自己的方式系统地阐述了实证主义一种建构

性的观念：所有“必然”判断都是“从本质中“得出的推论，所

有存在判断都具有＂或然性＂ 。 用那个时期的语言来说，这

表达了一种信念：所有的人类知识（除了神的启示之外）都

可分为分析判断和事实陈述，前者不提供其指涉的对象的任

何实在的信息，而后者并未告诉我们关于＂本质”、”本体”、

“必然联系”、"动力”、“原因”等方面的任何东西。

贝克莱思想采取的是同一个方向，他的结论则更为极

端。 他专心致力于将事实上存在千我们的感知之中的那些

内容与已经非法地引进到感知之中的那些内容明显区分开

来。 他的分析显示，后一种内容包含了物质的存在。 如果我

们试图准确地陈述任何”给予的“东西的本质是什么，那么，

其结果是，它由许多属性所构成，并且我们没有理由断言它 28

们是某种其他的不可观察的物质对象的属性。 人的感知的

整体一致都可以用神的指引来说明，并不需要（甚至作为一

个假设也不需要）神秘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某种物质基质的

存在。 对千贝克莱来说，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物质对象只存

在千“我们之中”，其意义是说，它们仅仅是个别人心灵的某

些组成部分。 贝克莱追求两个目标：第一，要从认知中消除

对其解释来说并非必不可少的一切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存在

除了感知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即“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原

因）；第二，要去除对世界的无神论信念，根据这种信念，其

自身的自然力就足以解释可见世界的全部。 （既然并没有独

立的“绝对的“实在包含在我们可及的认知要素之内，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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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们设定一个神性的绝对者，否则这个世界的持久性质

以及许多主体的存在都是不可理解的。）贝克莱在对物质存

在的否定上特别不同千实证主义，因为根据实证主义者，每

一个形而上学的断言都与其否定一样没有意义。他的经验

论走得相当远，以致要否定分析判断的有效性，在这一点上

也不同于实证主义者。依据他的观点，甚至于被视为任何

“必然性＂知识的坚不可摧的堡垒一算术和几何学的命

题--tf!起源千经验，不仅意味着不能系统地阐述这些命

题，而且还意味着如果不涉及经验就不能证实它们。换言

之，它们具有与所有其他的经验概括相同的特性。然而，贝

克莱对他那个时代物理学的态度与后来的实证主义方法论

者非常相似。他说，应用来解释众多物理和化学过程的”吸

引”一词，仅仅是其应该解释的那些规律的简要描述。其本

身对于自然界中我们观察到的那些规律性的知识并无增益，

我们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这些知识。

三、启泉时代的实证主义

29 法国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批判贝克莱。尽管不能说他

们把贝克莱已经从自然界中拿走的秩序与理智归还给了自

然界，但是他们确实恢复了它的独立存在。然而，他们批判

他是基于某个同样的初始假定：为了证实我们自身之外物质

世界的真实存在，我们必须指涉那些特定经验，这些经验仅

仅通过外界对象作用于我们自身的活动就能得到说明。根

据孔狄亚克的观点，外界阻力的经验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同

时，哲学家们坚持认为人类不能达到“本体＂的任何知识，这

种“本体“是人们的直接经验所不及的。在这一点上，他们

跟随洛克~无论是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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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精神都不曾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泄露其秘密。 这种哲学

恢复了贝克莱所摧毁的本体世界的实在性，但只是为了声称

它们不可知。科学崇拜产生了“事实“崇拜一一一个尚未被

严肃质疑的概念一—但是，这同一种科学崇拜要求把自然界

在性质上的多样性化约为假设的统一。在此方向的尝试不

可避免地要超出现象论的方案。 重复一下，一旦涉及物质的

必然属性，就得求助千或多或少有点冒险的一些假设。 偶因

论者和贝克莱对知识的解释都产生于那种极端地将人类存

在与物质世界相对立的学说；二者都以某种精神性的人的形

象为基础，而唯有迥异于自然才能理解人。 另一方面，启蒙

时期试图使人与其自然环境整体统一。这就是为什么现象

论在每种情形下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第一种现象论试图

破坏作为精神的人和他与自然的纽带之间的联系；相反，第

二种则把现象的世界作为一个依据人的尺度而构思出来的

世界来接受，并且用感官来观察人与自然的联系。 人类的知

识无疑是有限制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受限制的只是人的

存在及其感知的能力。

尽管法国启蒙时期的典型思想家们一谈到纯粹的形而 30

上学问题对理智的限制就警惕起来，然而，他们这样做并非

在千不可知论的悲伤精神，也并非打算要鼓励理性中的怀

疑。 正相反，他们教导说，在人类可及的经验范围内，发现或

至少感知某种基本的秩序，并且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获得确定

性是可能的。 我们有可能决定自然的要求并通过理性地组

织集体生活而发现完成此要求的方法。经验论被看做一种

对人类的挑战，人类在其能力范围内所提出的问题和任务既

不包含形而上学的争论，也不包含宗教的精神求索，这样的

争论和这样的精神求索被认为并不能生产知识，并且对社会

和道德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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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卫·休谟

然而，启蒙时期产生了一个学说，此学说把经验论的前

提贯彻到最终的结果，揭示出在那些前提与激发它们的那些

意图之间的不一致，从而导致了启蒙时期寄托在经验和常识

上的所有希望的毁灭（或者说自我毁灭） 。 此学说的作者就

是大卫·休谟，现代产生的最聪明的天才学者之一，同时也

是真正的实证主义哲学之父一按年代排列我们可以毫无

保留地称之为实证主义者的第一个思想家，为此我们曾不得 ，

不在涉及更早的思想家的时候有所保留 。

休谟哲学的实际意义已经反复不断地引起争论。 然而，

我们将忽略那些有争议的问题，而把自已限制在总结他的哲

学中那些被认为具有实证主义特点的最主要思想上。 在我

们这样做的过程中，如果不拘泥于哲学史上长期以来人们都

很熟悉的关于休谟的固定观念．就只能遵循此标准。

休谟并不是一个有学问的学究。 他首先是个文人，但是

他并非是一个用不连贯的方式来表达思想或者不能为其观

点提供坚实论据的人。 他格外明晰地阐明那些使他感兴趣

31 的问题，而且他并不用不必要的浮夸辞藻来表达他对可能答

案的深思熟虑。 当他的思想偶尔含糊时一一书t在《自然宗教

的对话》的书中那样一~这种含糊也是故意的和建构性的，

并非拙劣或混乱的产物。 他写的每个句子背后都有艰辛的

思考，并且，他的作品触及了他那个时代智力生活中具有重

要性的每一方面。他具有普遍的好奇心。 他还持有一种深

信，认为确定人的知识的限度是一件有实际重要意义的事，

因为此限度的意义是将我们从不必要的问题中解放出来，而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非常容易蜕变成痛苦的争执，并且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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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秩序和明晰带给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

休谟把心灵的感知分为两类，正如他所说，“根据其不同

程度的强力和活力＂来区别。 第一种是＂印象”，或者叫直接

经验的内容，”当我们听，或看，或感觉，或爱，或恨，或需要，

或意愿时，我们所有更生动的感知＂。第二种为＂观念”，比

较不生动的感知，植根千记忆或想象之中。 观念完全来自于

印象，甚至是印象的“翻版”，人们可以看到，某一器官有缺

陷的人在接受印象时就会无法领会相应观念的事例。 ("拉

布兰人或黑人没有葡萄酒香的概念。")每一简单观念都与

某一简单印象相对应，或者成为其暗淡了的复本；复合观

念一一例如，想象腌造的事一~我们从印象所获知内容的

结合（一座金山，一匹善良的马） 。 尤其是，如果一般观念不

指明任何个性特征的内容，那么，就没有一般观念——顺便

提一下，正像贝克莱所显示的一一－存在于心灵之中。观念是

个别的，唯有词语将其连接起来，并且可能使某一给定的观

念与许多相似的观念联合起来。

现在，知性的任何活动或涉及观念之间的关系，或涉及

事实问题。 在观念之间的这些关系当中，我们可以研究不指 32

涉它们本身之外的任何事物，特别是不涉及观察：它们是相

似关系、对立关系、拥有性质的程度以及数量比例。 这些关

系的研究是数学科学的真正对象，称得上是一种完全确定的

知识，而并没有告诉我们其所涉及的存在的任何东西。”三

乘五等于三十的一半”这个断言，即使完全脱离所数对象的

存在或非存在，也仍然保持有效，它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它没

有告诉我们关于存在的任何东西。这是所有数学命题的确

切特征：它们是确定的，因为它们是自明的，或者因为它们是

从自明的命题中合法地推论出来的。

同一关系 、时间或空间的连续关系以及因果关系都有不

31 



理性的异化

同的特征。时间和空间的连续关系不用超越事实本身也能

得以确定，这种知识属于直接感知的领域。而在涉及事件之

间因果关系的命题的例子中并非这样。在此领域，我们必须

超越观察，此步骤的合法性对休谟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问

题。在反对哲学的偏见以及普通推理的错误的斗争中，他对

此问题的解决赋予了极大的重要性。．

根据休谟的观点，与数学命题不同，涉及事实问题的所

有判断告诉我们有关存在的一些事情。它们断言某个确定

事件的存在，但同时它们并未隐含任何必然性。某件事以这

种方式或以那种方式发生，我们能够直接感知，但是我们观

察不到其恰以这种方式而不以别的方式发生的必然性。约

翰有一个弯鼻子，而想象约翰的鼻子是直的并非自相矛盾。

但是在观察领域内，是否有任何的命题，在不失去其经验特

性的情况下，除了在某一给定时刻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呈

现给我们的某种现象之外，还能告诉我们关于世界的更多东

33 西吗？换句话说，是否有某种知识领域，在其中数学知识的

必然特征与其内容的实在性相联系？

现在，我们明白了包含因果关系不变性的命题的合法性

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些命题通常被认为结合

了两个有突出价值的认知因素：实在性和必然性，否则它们

只会分别出现。不像数学命题，它们理应告诉我们关于实在

世界的一些事情，并且同时含有使其不同于普通事实陈述的

必然性特征。此命题之可能性在认识上具有至高无上的重

要性，因为它确定了我们通常归属于被称之为“法则＂的那

些科学命题的意义。在休谟看来，这些命题采用了陈述必然

因果关系的命题形式。

休谟对此问题的分析产生了最坚实和最明白的结论。

我们用原因命题预测某一事件将根据另一件事而发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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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种知识仅凭分析所涉及的术语并不会获得。那句非常

著名的格言一“无论什么开始存在，必然有存在的原因"'

在其直观的自明的基础上不能视为有效，在其所用术语的真

实意义的基础上也不能视为有效。 因而，与下面的命题进行

对比，例如：两条直线没有共同的线段。 后一个命题甚至不

是基于经验的，因为任何几何学都不会设计得如此精确而不

至于引起怀疑，如果我们单单根据它而作关千平面图和立体

图的恒常特性的陈述的话。 然而，包含在这种命题内的真实

观念是其真理性的充分保证。 另一方面，从有关事物的某些

性质的知识中，我们不能得出关于其他性质的必然推论。 例

如，声称从第一个命题可以接着推出：没有支撑的石头会落

在地上，但是石头的情况并没有先验地告诉我们，一旦我们

去除其支撑，石头将会下落而不是上升；从火的光和热中，我 34

们不能推论说，它会烧毁我们。 因而很明显，原因和结果之

间的关系唯有凭借经验才会知晓，而非先验的。 再次，直接

观察告诉我们某些事件有关联，但是这种关联并非包含着任

何的必然联系 。 原因可以定义为：＂一个物体在先并紧接另

一个，如此与之相联系，以至于一个对象的观念决定了心灵

形成另一个对象的观念，一个对象的印象形成另一个对象的

更为生动的观念。”因而，关于因果关系的推断只能以某些

具体事件将会跟随着另一些具体事件的预期为基础，并且这

种预期植根于习惯。 我们可说的一切只是，某一给定的对象

总是联系着某一给定的结果，但是并没有规则容许我们恰当

地推断出：同一结果必定会与同一对象相联系 。 事件之间连

接的理由在经验中并不会被揭示，而向我们所透露的只是这

种连接本身。 这在心理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相信因果关

系是必然的一~它是一种植根于联想的习惯——但是，正是

这一理由才反驳了此信念。 必然性只在我们的头脑之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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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在事物本身之中。

我们有关＂本体＂的各种信念的分析导致同样破坏性的

结论。在这里也像贝克莱的分析已经显示的那样，我们不合

法地从某些观察到的特性的连接，而导致相信属于那些特

性，而又特别与其不同的某种不可观察的恒定“基质＂的存

在。 休谟说，在实在界，＂本体”意味着个别特性的集合体，

当我们谈到它或对其思考时，我们确实都没有把任何其他意

义赋予“本体”一词。不仅如此，此见解不但适合物理实体，

正如贝克莱所批评的对象那样，而且还适合精神实体。 在我

们的印象中并没有任何的”本体自身“给予我们，没有任何

特别的经验显示它们有一个恒定的媒介或中介，我们对“灵

魂”所知道的能够很容易地归结为我们个别感知的知识。

”自身“是一个多余的假设，因为它不能解释观察中的任何

事，而如果没有观察，我们将一无所知。

35 这种批评的哲学含义是以后的实证主义的所有学派的

特色，他们像休谟一样，将爱争论的利刃同时指向了实在论
形而上学和宗教形而上学。 在休谟看来，对因果和本体概念

的批评让我们悬搁了所有有关不同于可感性质的任何事物

存在的判断。 同样的批评也不可挽回地摧毁了试图在自然

界发现某种事物一一以这种事物为基础，就可以作出有关安

排秩序的神的理智的推论一一的每种尝试。休谟的著作中

包含了对宗教信仰的非常广泛的批判，在这里，指出其不仅

反对关于上帝存在的所有先验证明，而且反对以因果关系或

自然界理性秩序的存在为基础的所有论证就足够了 。 本体

论证明的荒谬性仅仅是要证明任何先验事物的一切企图所

共有的那种荒谬性的一个特例，更不用说以下这个事实了，

即使他的证明有效，也不会告诉我们有关这个世界中上帝存

在，他作为创造者、守护者以及爱的来源而活动的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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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一因而它与每种宗教以之为基础的那些真理毫不相关。

来自千可见世界的秩序的那些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据也没有

更大的效力。为了支持上帝存在，无论我们可以提出何种理

由，我们都不能回避原因与结果应该相称这一原则 。 遵循此

原则，井不能从有限事物中推论出上帝的无限属性；求助于

以世界的不完善为基础而证明上帝的不完善的做法可能更

为合理。 更一般地说，对因果关系的正确理解排除了此领域

内的任何论证，因为，如果我们停留在经验当中，我们应该能

够利用至少是一些经常可以观察到的事例，在这些事例中可

得到某种相似性的关系 。 我们并不能确定怎样构成了宇宙，

要做这件事，我们必须应该知道有许多世界以及这些世界得

以被创造的条件，但是宇宙在定义上是一个，它包含了＂全

部”，我们不能通过类比而对其进行推理。 世界作为一个整

体是＂或然的”，其意思是说，它的存在需要一个非偶然的存 36

在的假设，即它的本质暗含着存在，它无论如何都不会由经

验所证实。 那么，什么理由能留下来使宗教信仰奠基千其上

呢？休谟以有条件的妥协方式公开求助于已经验证的护卫

法。他说，这一主题在他的著作中多次重复一尽管宗教抵

制论证其真理性的所有理性的、先验的或实验性的尝试，但

是由于人类心灵的需要，因而它具有合法的地位。 尽管我们

必须不抱希望地放弃将其转变成知识的所有尝试，但是我们

可以将其作为信仰而保持之。

很显然，这样一种态度在理性与信仰争执的漫长历史中

井非新鲜。 然而，休谟将反思推进了一步 。 关千信仰或人们

对其需要的现象并没有什么可神秘的，被不顾一切反理性的

宗教的护卫者所求助的“心灵的原由＂也不神秘。 所有这些

起源都能被追溯：当我们研究宗教信仰的历史井且发现它们

萌芽的形式时．我们发现，可以用人类存在的自然条件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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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释，并且，它只是种产生于可怜的有限希望中的无限希

望。 到最后的结果是，理性的宗教是不可能的，而感情的或

更一般的非理性的宗教可以用自然原因来解释。尽管有这

个事实，即尽管我们都知道它的自然起源，但是我们作为理

性的存在者有权利享受它的益处吗？休谟对此问题的回答

似乎是否定的，至少当我们仔细比较他对这一问题的不同陈

述时是这样。 换句话说，休谟并未将自已限制在悬搁有关宗

教信仰问题的判断这个范围内，而是没有给人类留下任何慰

藉，无论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也没有给人类留下任何这样

的信仰得以合法寄居的避难所。因而，他的实证主义并不赞

同我们制止有关这个世界看法的所有判断，而是承认有关各

种超自然实在的否定判断。

五、休谟作品的跟灭性结论

休谟如何被理解以及随后如何利用他的分析取决千他

37 的思想只是部分地被接受——最常见的，只是批判性的部

分一还是其全部意义被接受。 知识的或然性概念以及放

弃科学中“必然”原因的追求当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归功千休

谟的批判。然而实际上，他的批判有更多的见解，不仅仅是

揭示出形而上学的虚构并非解释现象，而是在杜撰名称。 休

谟的批评者们很早就已经指出，他最初的解释同样援引了因

果关系原则，而他自已曾宣布这一原则为不可靠的。他并不

把自已限定在证明一个必然原因概念或宗教观念的非法性

上，而是凭借其原因来说明此概念和这些观念的起源。因

而，他凭借假定人类精神生活效果的不变性来阐明一些现

象。他以前将这种效果的不变性包含在自然界的领域中，在

那里，关于某些通过与观察到的关系的类比而得到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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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性推论并没有说服力 。 休谟自己并没有注意其思想中

的这种不一致性，也没有试图对其进行纠正。 然而，他的某

种反思显示出，他的认知方案不仅仅在于去除我们关于世界

的知识的绝对价值，也不仅仅在于把某种未确定的因素增加

到所有我们声称所知道的东西之中。看起来他似乎已经意

识到了他的批判的继续进行一定会导致根本的、彻底的怀疑

主义这一事实。 他对因果关系的批判蕴涵了这样的意义：一

连串观察事件的发生的不变性绝不会增加其再一次发生的

可能性。 我们在少数事例下观察到事件之间有某种联系，而

当我们在相当多的事例下观察到另一种联系时，我们有更强

烈的心理动机将第二种联系视为不变的和＂必然的“联系，

但是，并没有更有力的根据支持我们这样做。因此，超出所

有怀疑而能够确切断言的东西仅限于直接观察的个别记录；

在那些观察中“给定的“有关世界性质的假定，不管是接触

到它的实在性，还是进行观察主体的性质，都被排除在外。

很容易看到，在知识这个概念体系中，我们所真正知晓的是 38

完全贫痔的和无收益的，而有助于我们去生活、去创造科学

以及丰富我们的信息贮存的知识，一般来说不再具有知识一

词的原有意义了。根据休谟的观点，在最后的分析中，并没

有关于世界的理性知识这样的东西。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

们深信火是暖的、水是凉的，理由是，如果不这样深信，则会

导致受苦。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休谟的批判并不仅仅对启蒙主

义的认知理想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作用~种破坏是凭

借其系统地充分阐述它们的尝试而得以实现的。通过其拒

绝归纳推理的合法性一一这是他对因果关系彻底批判的实

际结论一一对于个别给定的可观察的性质的描述以外的全

部知识，休谟缩减了其认知价值。 无论其对生活如何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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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如此描述的任何一种知识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没有

它我们不能做事，而并非因为它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真正像

什么，更不用说真正是什么以及确实是什么了。因而，知识

的意义变为纯粹实用的，知识的结果是一组实践中有用的和

必不可少的准则的集合，但是井无认知价值。我们必须牢记

这一独特结论，因为它在实证主义后来的历史中一再出现。

休谟的结论被证明是与其意图明显不相容的。这位哲

学家开始是打算在知识的大厦中消除＂假砖块＂，即仅仅保

持能够呈现有效的经验系列的那些成分。然而，更仔细的检

查显示给他的是，除了个别的观察以外，人类知识没有或不

可能有这样的系列，其在认知上和科学上是不结果实的，即

更进一步的推论并不能从中推导出来。休谟本来打算要为

科学提供牢不可破的基础，但他的分析却剥夺了科学的任何

可能的基础。休谟冲刷掉了知识体系中带有的形而上学杂

39 质，最后却是空手而归。他对绝对可靠知识的追求到最后竟

揭示了他所从事的工作的空想性质。

然而，休谟的失败不能被视为实证主义的整体失败；相

反，它使我们能认清在休谟自己思想中的也许是他无意识地

从他与之斗争（ 一场他最渴望获得胜利结论的斗争一一17

世纪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学说中借用来的线索。这

些体系的创立者们坚持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些方法，凭借

这些方法，我们才能知道关于这个世界的比它可看见的性质

以及事件不断发生的方式更多的东西；要知道其所是的理

由，而不仅仅知道实际被观察到的样子的理由是可能的；要

知道世界必然是什么样，而不仅仅是什么样。休谟反对这些

简化的处理，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是抱着这样一种希望，即

最后将能显示在我们的认知中的是真正非信不可的和必然

的东西。然而，结果是并没有这样的东西。因而，休谟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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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自身的前提而导致的对知识的破坏可以用来说明，他

要努力把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所要求的那种特性，即绝对可

靠的特性赋予＂真正的”知识。他含蓄地接受了传统的体系

发明者们所使用的知识标准，但是，他将其运用到他自己的

学说中，并且运用到作为整体的科学中以便显示其根本不能

运用到任何地方。 在最后的分析中，他的观点是绝对论的观

点：他要求科学提供超越所有可能的批判的不可动摇的确定

性。 而要求科学达到的这种理想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

实证主义从休谟那里继承了他不能回避并且视为根本

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知识当中有绝对确定性的某种东西

吗？如果有，那是什么？后来的实证主义者们没有在拒绝归

纳的合法性这一点上追随休谟，但是，他们所有人都不得不

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来应对归纳的合法性问题。 既然逻

辑分析与科学自身的发展都已经表明，对有关世界的知识并

不能提出任何绝对有效性的要求，那么更进一步的问题就产 40

生了：知识之获得能否凭借或借助千经验（一种不能被别的

任何事物所代替，并且尽管不是绝对确定，但因其具有不同

千纯粹实用的理由而值得考虑的经验）一一也许还有任何科

学的或者是被公认的真理一—这样的知识只能用实践的而

非认知的理由来加以解释吗？换句话说，什么是凭借归纳而

获得的知识？它是否仅仅是一种受社会条件制约的反映，其

要求我们将某种事态作为永恒在场的东西而接受下来，因为

从生物学意义上讲接受它比抛弃它更为有利？或者说它只

是用来确立有关世界的某些真理的一个有效方法，相对真理

的意义在于其有待修正，而并非在于说其时真时假吗？ 我们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有关科学和哲学意义的一切信

念以及我们关于实在界的所有陈述都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

第一种解释，并没有像当前意义上的”知识”这样的东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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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知道的只是共同的条件反射的连接，要探寻在传统意义

上什么是＂真理”，并不比探寻经受重复训练的老鼠在感知

到一种光的信号时分泌消化液、在感知到另一种信号时分泌

肾上腺素的行为的”真理”更有意义。严格地讲，在这种情

况下知识并非是对世界的描述，而是人们利用积累的经验的

某种行为方式。 这是对知识的实用主义解释。 第二种解

释一在其中，我们设想知识不仅具有实用的意义，而且具

有认知的意义，它使我们有权利思考关于世界的某些东西，

并且相信它是某种事物，而不是另一种事物~种解释正

面临一种任务，此任务为我们超越个别事实的收集而获得信

息的一切方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基础 。 那么，我们必须确切

地表明，假定那些方法存在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凭借这个基

41 础我们不仅能够确定每种信息的可接受性，而且有权设想其

确实告诉我们关于实在界的一些事情－——与如何在哲学上

解释此种实在无关。

如此的实证主义在接受第一种解释时，从未感到勉强，

这种解释有简单易懂的优点，而且以有用性为根据很轻易地

同意任何事物的合法性，甚至实证主义者总是在批驳的那些

形而上学学说也是如此。 尽管实用主义的解释已经由某些

实证主义者用比休谟更明了的说法提出，然而这种解释并未

被他们所有人接受。 至于其他的解释，则不得不面对很久以

前就由希腊的怀疑论者提出的问题，这一问题总是以新的版

本一再出现：如果不参照归纳法，归纳法能有效吗？换言之，

有一种途径能证明人的知识有认知价值而又不会陷入论证

的恶性循环吗？

在提出此问题时，我们明显超越了休谟哲学的叙述，但

是，如果我们打算要获得其在文化史中的革命作用的明确理

解．特别是在涉及科学不断努力以获得自我知识这方面，我

40 



第二章 自古以来直到大卫·休谟的实证主义

们必须这样做。休谟把经验主义发展到后来的激进阶段，他

利用了反经验主义的体系所精心制作的标准，用这种方式他

造成了经验论学说的自我毁灭。当然，他的哲学属千启蒙运

动的文化，但是它也反映了启蒙运动的无能，比方说，在面对

它所提出的问题时的无助一一一种无论何时总是由后来者

所辨识出来的无助，而且其结果已经由当时的某人所阐明。

对实证主义思维来说，休谟的哲学也有其他贡献，这一

点我们还没有提及。即，在他的哲学学说和他的政治观点之

间有某种直接的纽结。休谟深信，政治自由为区分管理方法

的好坏提供了最重要的标准，并且，那种自由是发展各种艺

术和科学的先决条件。 至少依休谟所见，他的政治观点来源

千他对知识的研究。

然而，必须补充的是，他的哲学的更极端的结论，即因反 42

映了无望或绝望而触动今天的我们的那些东西，在他自己的

眼中根本不具有那种特性。再也没有把休谟刻画成痛苦地

抱着头，为他自已发现了纯粹毁灭性的特征而遭受极大折磨

的那种人或思想家的形象更错误的事了。休谟坚持不懈地

追求知识的最终根基，他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这种真理。 而

且同时，他决不盲从，对待普通生活的要求也决不麻木 0. 他

的突出特点在千温和，远离任何蛮横地将其信仰强加于人的

态度，他在多种场合下（尽管勉强）诉之千折中，而没有卷人

激烈的争吵，因为他在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中尊重＂中间”

立场。尽管在理论上深信人的知识的脆弱，甚至深信其内在

并无能力达到科学家们期望的目标，但是，他并没有从这些

信念中推论出科学研究是无意义的，因为浪费时间而应该将

其放弃。相反，他没有比这更珍视的东西了。他厌恶每一种

盲从、宗教的争执和形而上学的争论。 我们从休谟的目光里

所感受到的巨大戏剧性事件与他非常不同；而他丝毫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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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

在此方面，休谟的实证主义代表着所有启蒙运动思想家

的共同倾向的一种观点或一种异样的表达。 达朗贝，其名字

作为后来的实证主义的先驱而频繁被提到，他比休谟在其认

识论批判上更为温和，用常识或他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常识的

原则来词和可能的极端。 他从不怀疑物体的存在，对于自然

宗教的目标抱有同情心。 这种宗教在不同的宗派之间没有

选择，而宁愿将我们限制在关于上帝和灵魂存在的几个基本

真理之上。 他深信知识的增加有超出纯粹实用的意义，并且

43 相信它会导致越来越多和组织得越来越好的世界特性的真

正的真知灼见。 而同时，他的基本观念和最初意图与休谟相

似，认为值得关注的任何知识都来自感官印象，数学科学凭

借符号系统的帮助为印象提供的材料安排秩序，并且用这种

方式确保向科学统一的最终目标发展。 ”几何学如此引以为

荣的那些大多数公理是什么？＂他问道，“借助千两个简单的

记号或语词，表达的难道不是同样简单的观念吗？ 说二加二

等于四的人比说二加二等于二加二的人拥有更多信息吗？”

科学为基本事实安排秩序，安排的原则越少，其使用起来就

越好。 他的理想是达到有可能将所有知识都归结为单一的

原则，用以解释，或者更确切地说，为每件事物安排秩序。

＂成为能用一种观点涵盖宇宙的人，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

话，它将成为一个单一的同质的事实，一个伟大的真理。”

因而，启蒙运动有完全属于它自己的实证主义。 正如

19 世纪上半叶的伟大的历史理智体系时代将出现的情况，

在孔德的著作里，以它自己的实证主义形式适应了它自己的

兴趣与抱负 。 启蒙运动的实证主义试图从自然的、现世的、

物理的和社会的环境来看待人类，试图凭借感觉论者的知识

论（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像一块白板）来最大程度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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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试图及时地摆脱空想的“热忱祈祷＂

来规划人生，设计通过合作去改进人的存在的具体环境，去

促进知识的积累，去废除偏见和无益的思辨。它努力取代人

的自负创造出来的绝望，此自负以经验论为前提，用认知可

能性的理性研究去追求绝对知识；凭借对人们具体的需要和

他们集体满足的条件的系统研究来替代形而上学的构思；代

替用恐怖和暴力将蒙昧的教条敲进人们的头脑，它努力探索 44

能够发现迎合个人的自我兴趣的教育方法，同时教会他懂得

同情、互相理解以及合作精神的价值。 在这种知识的氛围中，

实证主义的知识论的结果已成为一种彻底破坏性的工具，此

工具凭借少数几个简单原则的帮助试图把下面的一切统统从

人类历史中驱赶出去：在人们之间达成协议的各种阻碍、科学

进步的延缓、在教会人们一起工作上变得更难的状况、对无论

世俗的还是教会的专制政府的支持、对观念或是商品流通的。

不用说，这种对世界的眼光并非始终是乐观的。至少那

个时代的一些杰出思想家都意识到，如果在真实世界中严肃

地尝试去执行这些乐观的计划，则冲突与困境将会出现。然

而，我们不应该陷入这些问题之中，正如我们所设想，有些武

断但又必不可少，阐释实证主义思想的主要阶段而不写作

（因为无疑应该做此事）一部一般的哲学史是可能的。在这

里注意休谟明确宣布的实证主义的几个基本原则就足够了；

它们只是启蒙运动同封建迷信、形而上学、不平等和专制的

斗争中的一个因素；休谟知识论内在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他的

著作中被发现，其结果是，实证主义的下一代将面临着一些

尚未解决的问题。曾经绝对可靠而又不缺乏内涵的知识，通

过被限制到个别事实之中而不退化为空洞的问题是否可能

的问题，被证明是知识论所关心的各种事物的集中表达。休

谟在明确而全面地阐述此问题方面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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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时期的实证主义

一、关于孔黄的争论

45 必须注意的是，“实证主义”一词最自然地与这位哲学

家的名字联系起来，尽管其学说中包含着很多的被视为是远

离当前所接受的实证主义的成见，甚至是与其不相容的因

素。因此，所有讨论都是有关是否可以，以及在什么程度上

可以合理地称孔德为一个实证主义者，尽管他自已不仅如此

称呼自己，而且确实发明了这个词。 然而，在这里，我们不得

不在他的生活和他的思想之间进行区分。孔德最早的一些

门徒认为，他的思想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实

证主义适当的来源，而第二阶段至少是第一阶段的部分否

定，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幸的变型，这得归因于这个伟大的哲

学家在其生命的最后遭受了精神病复发这一事实。然而，此

情景的描绘已被 20 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所改变。不像那些早

期的研究者，他们发现，在所谓的他的思想的第二阶段中他

详尽阐明了他的“人道教＂，这是更早阶段的自然发展，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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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成就而非任何意义上的衰退。 因而，凭借他们给出的

“实证主义”一词的特殊意义，一些人得出结论，认为孔德从

来就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一一因为其最后著作的乌托邦远

景已经在他更早的著作中以某种方式预示出来一而其他

人决定调整该词的意义以适合孔德的情况，他们看不出有什 46

么理由应该拒绝将这位哲学家创造的这个名称运用于他

本身。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他的哲学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智慧

的综合，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那么就是大多数后来的实证主

义者在接触它时都小心翼翼。尽管它适合于简明地显示（孔

德自已表现出格外的一贯性，而其门徒则很快地拟制出更简

短的说法），但是，它仍然不免带有某种模糊性，尤其是当置

身于实证主义的历史环境之中时。这些在后面还会提到。

二、孔魂的生平

奥古斯特· 孔德于 1798 年 1 月 18 日出生在蒙特彼利

尔，是一个公务员的儿子。在其不平常的童年，当他还是一

个小学生时就显示出了卓越的数学天赋，在他 16 岁的时候

就向同龄人教授数学。 他就读于巴黎的 Ecole 综合技术学

校，但是因其与其他一群学生在百日复辟时期过于热烈地欢

迎拿破仑的归来而被开除。 后来，他在蒙特彼利尔开始学习

医学，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到巴黎，靠翻译为生，并且继

续独自从事多项研究。在 1817 年，他遇见了亨利· 圣西门，

此人已经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糟糕状态和如何才能彻底改良

社会的问题思考了多年。 这些反思的结果正如圣西门所理

解的，是沿着社会主义路线对社会进行根本重建的一项方

案，它特别强调了要充分利用人的各种生产能力。他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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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要创造一个摆脱了政治与社会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

的有计划的经济体，因而也摆脱了战争与贫穷。为 60 岁的

圣西门的改革计划所折服，年轻的孔德投身于其中，他担当

圣西门的秘书，并担任其出版事业的助理编辑。 他们的合作

持续了好几年，但是最后因观点之间的诸多差异而导致两人

的关系完全破裂。圣西门主义者在作品中苛刻地谈到，孔德

便是此破裂的证明。

孔德的余生致力千发展其学说，并使其学说更加出名。

47 他勉强谋生，有一段时间贫困得要靠当家庭教师来维持生

存。在 1826 年，他发起了一系列讲演，打算使公众，尤其是

科学工作者了解他称为“实证主义哲学”的原则。但不久，

严重的精神失常迫使他停止下来。在他复原以后，讲演于

1829 年重新开始。 在 1830 年，他的《实证主义教程》第一卷

面世了，第六卷和最后一卷于 12 年以后出。但是，这些演讲

（孔德也做天文学的公开讲座很多年）和书并没有给他带来

任何收入。 他教授数学的私人课程，然后被任命为 Ecole 综

合技术学校的主考官；他试图得到永久的学院职位，但并未

成功；他曾一度收到来自英国的基金，这是约翰· 斯图亚

特·穆勒为他筹集的，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饱受

着因缺钱而带来的折磨。他在 1825 年的婚姻并不成功，最

后以分离告终。在 1845 年，他认识了沃克斯 (Clotilde de 

Vaux), 尽管他们之间的友谊很短暂（她死于大约一年以

后），但是这位非凡的女人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后期著作。 他

对她的崇拜反映在他认为在未来“实证社会”中妇女以及

＂博爱”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的观点之中。

孔德出版了许多书：《解析几何的基本论述》 (1843) 、

《通俗天文学的哲学论述》 (1844) 、《论实证主义的精神》

(1844) , 《实证政治体系》 (1851一1854) 、《实证宗教教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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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手册》(1854) 、《关于人性一般状态的观念的主观综合或

普遍体系》(1856) 。这些书和他出版的演讲稿从未给他带

来任何社会地位，但是为他赢得了一个日渐增长的追随者的

圈子，其中最杰出的是爱梅乐· 李特尔 (Emile Llttre) , 一位

热衷于使孔德观点大众化的传播者。到 19 世纪 40 年代末，

一个实证主义的社团建立起来了，从那时起，孔德的学说开

始得到众多的追随者。与孔德自己的计划一致，这种社团越

来越成为具有自已仪式的一种世俗宗教的社团；其中有些仪

式在法国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在巴西它保持着最大的生命

力。孔德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巴黎度过的，并且于 1857

年 9 月 5 日在那里去世。他脾气不好、固执己见，并且很难 48

相处，就如同那些毫不动摇地相信他们有一种彻底变革世界

的使命的许多人一样·o

三、社会改草的观念

孔德的整个学说，包括其知识论，要作为不仅包括科学

而且包括人生所有领域的一种普遍改革的宏大方案才能得

以理解 c, 对他那个时代的法国的反思使他深信，社会的组织

需要从上到下彻底进行变革，并且，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科学

和普遍理解力的改革。他相信，各门科学的改革将使创造一

个至今尚未存在的社会科学成为可能，而如果没有这种社会

科学，杜会生活将不会在理性基础上重建•0 只有将人类的全

部知识整齐划一地组织起来，才能为被人称为“社会学＂的

成熟科学的发展铺平道路，唯有这种科学才有可能实现对集

体生活的有计划的改革。

孔德的社会改革计划与他从圣西门那里接收来的主要

思想一历史智慧的纲要相联系。此纲要（与梅斯特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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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纲要相似，其中带有的一些其他特征是乌托邦主义思想也

具有的）把人类历史分为交替的时代，一些为“有机的”，一

些为＂批判的“。有机时代是当社会分化被视为是社会的必

要功能的自然分化的时候，而又一心维持其固有秩序的那些

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社会被视为是拥有高于个人自身的价

值的超个人的实体。在批判时代，首先关注的是破坏既存的

秩序，相反，社会则视自身只是分离的个体的总和；因而它不

具备独立的存在，而且其价值与那些分离的个人所联合的社

会也并无区别。 然而，历史上有机时代和批判时代的交替并

非只是像钟表的钟摆一祥的连续交替，而是有某种定向的特

征，并且导致进步。有机时代在批判时代之后重新出现，并

49 非返回到原有的秩序之中，而是在维持杜会生活更高原则的

基础上对共同体的有机性能的复兴。这种进步的关键在于

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及相应的智力的发展。在当代人性正朝

之发展的下一个有机阶段一—未来的“实证社会”一封建

社会的一些基本结构特征将不得不恢复，其中包含着精神权

威与世俗权威的划分及其他的东西。 然而，新的精神组织将

不再奠基于神学的教义和基督教信仰，而是奠基于科学。克

服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无序与混乱的唯一可能的道路在于创

造单一的权威，但这并非（至少在开端）束缚在任何单个的

学说之中。在这一点，孔德赞扬国民议会，而批评那些把英

国议会体制理想化，并打算将其移植到法国本土的人。 他也

赞成路易·拿破仑，相信没有任何主义的专政一且由某种合

适的社会意识形态所补充，最终可以恢复社会、政治生活和

宗教的有机统一。孔德认为，他自己的发现将导致一种真正

的社会科学的产生，将会恢复逝去的统一。一旦人们已经普

遍认识到这些科学的原则，革命的形而上学将会由一种真正

的社会物理学所取代。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是，人们应该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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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解人的生存条件中那些恒常不变的东西。设想潜在的

生存条件可以任意改变的乌托邦思想家们井非在鼓励进步，

而是在延缓它。 在计划任何事物之前，我们必须仔细研究事

物的自然抵抗力－这对无论是涉及改革社会还是原材料

的工业加工都同样重要。孔德坚信，他已经成功地抵御了设

想一个实际上无法实现的完美社会的诱惑，而这是乌托邦主

义所没有抵御的。他相信，他自己的计划适合于社会生活的

自然的和必要的特征。 而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认为，人

的团结和合作只因他们对个体有用才会存在；孔德则断言， 50

社会本能的存在至少像自我的愿望一样强烈，并且完全独立

于它们。 人类的和谐共存仅仅由于这种本能才有可能，而并

不是所谓的凭借一种“社会契约＂达成的个人兴趣的调和。

与个人主义的学说相反，社会并非仅仅是管制个人之间冲突

的工具，而是一个拥有其自已权利的有机整体，我们是其中

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有一种天生的共同生活的倾向，它独立

于个体的利益。这种倾向是永久的，因而必须在所有社会改

革的计划中加以考虑。

一般来讲，如果违背集体生活的这种永久性的结构特

征，那么社会发展将不会被称为进步。 例如，私有财产是这

些永久性的特征之一，因而巴贝夫的乌托邦的追随者们对进

步并没有贡献。 未来的有机的和理性的社会必须奠基于科

学：其组织原则将由科学详尽阐明，其所有成员也必须采用

科学的思维方式。

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应该只凭借研究科学的历史就能

够决定，这一点在孔德的思想之中是极其重要的。 他井未武

断地试图决定什么是科学，或什么不是科学，而是在对人的

知识如何进化的历史探究的基础上来发现其标准。 换句话

说，人的知识发展的法则是历史的精华。从这些法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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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能够说明，人类进化的更早的、

已经超越的阶段并非仅仅是＂错误＂，可以说，是具有它们自

己的合理性；它们是理智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阶段，并且在它

们之中产生的观念是真实的，即适合千每一个前后相继时代

所感受到的总体需要。 除非我们清晰地认为它描述了社会

学的实在，把人的知识内容看做杜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

51 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孔德著名的三种状态的法则 。 它不仅

仅是列举出了人的思想，即抽象构思的好的、坏的和不好不

坏的可能性。

四、科学的改革 三状总（阶段）法则

那么，科学是一个社会学的事实，从这种观点来看，它的

过去阶段必须加以描述，它的未来的可能性必须进行评估。

科学是用来帮助人类控制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环境的一种

工具。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我们的实际能力恰好与我们的知

识状态相符，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的科学领域的预先准备，我

们只能偶然地获取结果。 然而，有效知识的主要检验标准是

实际的应用性。在他对科学的作用的反思中，孔德经常陷入

某种令人吃惊的狭窄的教条主义之中，这导致他把已经存在

的或出现的广阔的知识领域当做根本无用或”形而上学＂而

放弃。 用这种精神，他研究了概率论 、天体物理学以及远超

出太阳系的宇宙起源论，较深入地进行了物质结构 、进化论

以及社会起源的研究。 按照他的观点，这些领域的发现从来

不能加以实际利用，因此是在浪费科学家的时间和精力 。 这

种具有必然真理的宣告－有幸并不能阻止相关学科的研

究一—有时被孔德的辩护者们所排除，其理由是他们并不打

算绝对禁止，而只是要暂时放弃没有直接的实际用处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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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他们说，孔德并没有一劳永逸制定此法则，而即使是他

们的辩解很巧妙，今天，我们也必须注意孔德关于知识的功

利主义使命的概念体系是多么有限。

三阶段法则经常作为孔德学说的”关键＂而被提到。据

此，人的心智的历史能被分为三个连续的”状态＂（或阶段）。

这些通过知识的每个分支都能被追溯。第一阶段，或者叫神

学阶段，涵盖了人从拜物教到多神教再到一神教，它对应着

社会生活的最原始阶段一神权政治国家。每种科学不可 52

避免地要经过这种发展阶段，它不能仅仅被视为一个封建迷

信的集合，而是作为一种知识的萌芽形式在观察和反思的初

步努力下预期未来的成就。在这种水平下，人的心智寻求事

物的隐蔽本性，试图发现事物”为什么＂像他们那样发生，并

且，它凭借在人自己的想象中构造出一个神的方式来回答这

些问题。这个自然过程作为一系列由掌管可见世界的更高

权力有意制造的奇迹而出现。 例如，如果没有实际的关心刺

激了早期的占星术家们去发展一种观察天体运行的技术，以

及最终发展为一种计算和预测这些运行的方法，现代天文学

就无从产生。 仅仅热爱真理自身的缘故还不能提供一种足

够强大的动因。最早的天文学观测的存在，应归功于相信在

恒星的运动与个人的命运之间存在着隐蔽的关系，还应归功

于相信在天文学计算的基础上有预测未来事件的可能性。

同样，拜物教信仰、图腾宗教和算命的做法都引起对动物世

界各种不同特征的注意，否则，这些特征可能不会被人注意；

也是在这个领域，原始迷信很有可能为科学贮存和积累了基

本的重要资料：动物的驯化就来自于这种积累。 人们在数学

中仍然可以识别出神学开端的痕迹。 该科学首先解放自身，

尤其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字的神秘方法不可争辩地有助

于真正知识的增长。 总之．知识的早期阶段所固有这种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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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并非简单地被悲叹为反知识，而应视为理智发展的一个

自然阶段，是人类观察和资料的贮存得以组织的最早形式。

孔德把每一个理智状态都与一个特定的社会组织体系

53 相联系 。 转换到一神教一神学状态的最高成就，其与打算

覆盖整个西方世界的防御性军事体系的发展相联系。根据

孔德的观点，智力由一神教所支配的中世纪井不能只被视为

一个黑暗和衰落的时代。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在强烈反对

18 世纪的陈词滥调时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历史相对论意识。

他对恢复中世纪的地位来源于一种深信，即此时代的文化也

标志着人类理智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正是由于支配基督

教教会生活的民主原则，中世纪才废除或削弱了从过去继承

下来的僵化等级制度体系，井且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

一种新的智力框架。

这就迎来了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一第二阶段，或称为形

而上学状态。现在，人的心智已经开始成熟，不再寻求事件

的超自然原因了 。 它仍然在询问事物的”本质”，仍然想要

知道现象的“原因”，但是这门学科凭借创造一个世俗的或

自然的神性来有所差异地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的原因。事实

上，人类现在对已经观察到的事实承担起解释的责任：

“力”、“性质” 、“能力”、”特性＂，以及其他这类具有科学的

形而上学倾向阶段的特征的构成概念出现了 。 物体凭借同

情的品质构成复合物，植物由于它们的植物灵魂而生长，动

物由于它们的动物灵魂而有知觉。 正如莫里哀所说，鸦片因

为其＂休眠的品质＂而使人人睡。 形而上学的状态经历了与

前一状态类似的发展，以一种世俗的一神论而达到顶峰，它

把超自然的各种能力压缩为一个包括一切的”本性”概念，

将其视为能够解释所有事实的原因。关千世界的形而上学

概念在多个领域中促进了知识的巨大进步，并且在其发展的

最后阶段为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一第三状态即“实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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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开辟铺平了道路。

别的不说，理智发展的实证阶段区别于形而上学阶段是

因为其并不试图用不同的方式回答更早时代的问题，而是凭 54

借揭示出它们无结果的纯粹词语的特性而排除了这些问题

本身。实证主义的精神不再问为什么停止对事物隐藏本质

的思考，而是问这些现象是如何出现的，这些现象经历了哪

些过程；它收集事实，并且乐于服从事实；它不容许演绎思维

走得太远，并将其纳入“客观”事实的不断控制之下。 它也

不使用在现实中没有对应物的词语。它的唯一目的在于及

时发现指导诸多现象的不变的普遍法则，为此，它利用观察、

试验和计算。 只要是人类可及的确定性，实证主义精神不仅

会导致确定性，而且会废除由于使用了在经验上不可控制的

被形而上学称做＂神性＂的术语而产生的虚幻的确定性和满

足。由于在形而上学时代，炼金术被化学的实证科学所取

代，占星术以及对天体的崇拜被实证的天文学所取代，因而，

活力论的推测正在被实证的生物学所取代。 傅立叶系统地

阐明了热的现象的量化规律，而没有求助于热的”本性"。

柯维发现了支配有机体结构的法则，而没有提出一个有关生

命”本性＂的假说。 牛顿描述了运动和吸引的现象，而没有

沉浸于有关物质或运动”本质＂的形而上学沉思。

实证主义的精神预先假定了对现象的一种决定论的解

释，但不是在相信存在着形而上学”原因＂的意义上，而是在

寻求确定支配每一种观察到的现象的普遍法则的意义上。

人们深信这些法则，或更确切地说已观察到的现象的规律

性，涵盖了世界的全部。 孔德科学的概念体系纯粹是现象论

的，尽管绝非主观主义的。 根据他的观点，人的大脑应成为

一面忠实地反映客观秩序的镜子，而精神可以将这种关于秩

序的知识用作自己的排列原则。单单内省并不能导致人的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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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操作的认知原则；它凭借观察事物和发现支配它们的法

则而发现了它自己的运行原则。理智自身既是无力的，又是

危险的。 说它无力，是因为在其自身中缺乏足够的动力＿＿＿

仅仅是感觉冲动和实际需要才会让它活跃起来；说它危险，

是因为除非它服从于事实，否则它趋向于构造思辨的形而上

学体系。在强制的事实和实际的激励面前谦卑－这是实

证主义智力的明显特征。那么，难怪实证主义阶段首先达到

了知识的那些领域，此处人的精神最容易理解那些事物，而

不屈从于人的想象力的疯狂。如果要避免代价大的失误，这

种精神自身必须服从现实的要求。 这样一种领域是首先进

入实证的发展阶段的数学科学的领域，此时其他学科仍处于

幼年期。

根据孔德的观点，尽管所有科学都经过了相似的发展阶

段，但是它们并非全部按同一速度前进。 我们也注意到，任

何一种科学转变到更高的阶段并非偶然，而是由其研究的本

性以及它与特殊的社会需要的关联所决定的。

因而，科学构成了某种特定的自然秩序。 这井非任意的

体系化的结果，而是在历史分析的观点中清晰地展露出来。

科学根据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则而得以分类，这造成了同一的

结果：减少普遍性而增加复杂性。这种等级秩序造成如下结

果：主题的复杂性最少而有效性的范围最普遍的是各门数学

科学，其依据数量关系处理现象之间每种可测量的关系——

数量是事物的最普遍也最简单的特性。 天文学紧随其后，其

范围比数学有限得多，但是它更丰富，因为它把进一步的特

征带到科学范围之内：力 。 物理学引进了更进一步的质量的

56 区别，诸如热和光。 物理学之后是化学，其处理的是在性质

上不同的物质。 尽管研究问题的范围更狭窄了，但是生物科

学的特征是研究了更多不同质的事物，它研究有机体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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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在诸多科学中，最后出现的是社会学，其领地将不得不

分开讨论。 很明显，社会学的对象最复杂，其研究的所有问

题也最不普遍。 形而上学和心理学都榜上无名，孔德随后增

加了道德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以上的秩序同时也是逻辑的、历史的和教育学的秩序。

它之所以是逻辑的，很明显源于这个事实：它建立在相互一

致原则的基础之上。 当我们观察到每一种科学在不同的时

间点上到达实证阶段，我们认识到它是历史的。 数学在所有

其他科学之前解放自身，在古代的希腊就已经到达了实证阶

段。 天文学只是由于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发现才从形

而上学的迷雾中现身。 物理学由于海根斯、帕斯卡尔、巴宾

和牛顿等人的功绩，在 17 世纪末达到实证的成熟阶段。 在

下一世纪看到了，由于拉瓦锡，化学取得了实证科学的身份。

直到 19 世纪，生物学才得以产生。当背离千以目的论为倾

向的有关终极实现和活力论的思辨时，它开始一方面集中于

对支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法则的实证研究，另一方

面集中于对生物体如何存活下去的结构性特征的实证研究。

剩下的还有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它仍处千计划的阶

段。 孔德亲自着手实现这一计划。

我们观察到，以上的安排也是教育学的。 这意味着诸门

科学应该以它们发展的秩序来教授，以至于它们可以在学生

心中构成一个连贯的体系。 孔德设计了一种知识的理想，同

时也是百科全书式和笛卡儿式的，其中诸门科学既在它们的

逻辑连贯性方面，又在它们的实际应用方面，如此紧密地相

联，以致不可能在不了解其他科学的情况下而从事它们之中 57

的任何一门 。 每一门复杂性较多、普遍性较少的科学都预设

了等级秩序在它之前的那些科学，相反， 因为诸门科学是为

预测和社会应用的目的才诉诸实践，所以各种社会现象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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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知识对于知识的整体取向是必不可少的。 不仅如此，科学

自身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内容取决于其被系统阐述的历史

环境。后者的观察结果必须谨慎对待，以免使我们陷入忽视

其他时代取得的科学成就价值的极端相对主义，因而不能正

确评价智能自律对于知识进步是必不可少的 。 带有此保留

意见，这个陈述基本正确。

科学的这种安排达成了双重的目的。 它摒弃了那种把

所有学科都归结为“更低＂学科的那种学说。此学说一孔

德称为“唯物主义”，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他那个时代的哲学

氛围一在错觉之下不能考虑诸门科学与种种劳动之间的

质的差异，即要么是支配更复杂的实在领域的法则能从那些

支配更简单的实在领域的法则中演绎而来，要么是一些法则

简单得与另一些法则相一致（对生命的纯粹物理学的解释，

对社会的生物学的解释等等） 。 的确，在孔德看来，更复杂

的诸门科学预设了较简单的科学，更复杂的现象明显取决于

更简单的现象（诸如食物、性等社会生活的生物学条件），但

是这并非意味着复杂现象不服从于它们自己的无法简化的

法则。因而，科学自主原理排除了 18 世纪意义上的任何“社

会物理学”，也排除了把有机体的生命化约为空间中的机械

运动的任何做法。科学的统一并不凭借任何水平的过程来

保证，而是凭借认识到它们的相互依赖性，凭借将其视为一个

相同的人的活动的组成部分和一个相同社会的实在的差异性要

素来保证。 因而，孔德更接近千把科学事实解释为社会事实，并

58 把社会学作为普遍科学的历史相对论，而非依据空间中非定性

的物体的运动而试图描述世界总体多样性的机械论。

尽管产生科学的理智自主过程必须被意识到，但是人们

不能容许使知识有用性这个基本的价值标准无效。 如果它

不想陷入无果实的思辨而浪费人类的智能的话．科学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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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被提醒其社会责任，在其最后的分析中社会责任决定

科学价值。这种对知识的实际控制有一种社会历史的特征，

尽管它没有产生在单个科学家的心目中，但是它持续不断地

产生在作为整体的人类之中。 那么，在最后的分析中科学所

需要的是社会所需，即预测事件和实际上影响它们的能力 。

在这方面，诸门科学有差异。我们预测事件的能力与我们影

响它们的能力成反比。我们在天文学领域能进行大量预测，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影响我们观察到的那些世界。 在社会

行动的领域恰恰相反：在这里我们的行动能产生巨大影响，但是

至少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预言能力是相当成问题的。

以上的论述指出科学的知识值得追求。 科学家们发现

的法则是相对的，其意义是这些法则是大致的。 我们可以将

其只视为是用观察来证实的假设就足够了，但是这井不会使

它们成为不确定的或无用的。在确定各种法则方面，我们不

可超越观察的实际限制；更一般地说，没有理由使它们比实

际应用的需要更加精确 。 如果某个给定的法则能使我们预

测和影响其所涉及的现象，那么，更精确地阐述它的努力只

是用于满足好奇心。例如，孔德认为纠正波义耳－奥梯

(Boyle-Mariotte) 法则是多余的，因为他没有期待它们会产生

任何实际的用处。 按照他的观点，我们无须在生物科学上进

行昼化的研究：生命现象太复杂，因而不能被度量；更确切地 59

说，我们应该从不同的有机体结构的比较研究中期望实际的

结果。进化论井没有激发信心，因为它排除了永恒的分类，

而且，物种的永恒性看起来似乎是生物科学真正存在的条

件。孔德首先想要的是整齐的 、 持久的分类；他赞成柯维

(Cuvier), 他认为，柯维的方法能够查明支配有机体的确切

的不变的结构法则 。 他支持加尔 (Gall) , 因为他认为，骨相

学将废除旧式的心理学，而且对精神功能作了荒谬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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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考虑有机体的局限。更确切地说，我们应该假定，精神

功能是与大脑的结构紧密相关的，而且每一种功能都有它自

己的器官。至于说精神生活的高深莫测的“核心”，最初的

单子或＂我＂的自身意识，仅仅是有关灵魂的神学观念的残

余。 后者必须从实证的知识中加以消除，因为它没有指涉在

科学上有用的任何实在。

这种思维方式支配着孔德的全部哲学。 他的理想是坚

定的、不妥协的：完美的分类，将器官与功能永久地进行一对

一的关联。 而在世界上被揭示出不固定的分类、不断的性质

改变或无论任何不可思议的特征的那些领域都烦扰和激怒

他。 他对知识的历史性的确定感掺杂着对发生学研究的某

种特殊的厌恶，他认为发生学研究在理解所研究的现象方面

毫无帮助。 在寻找某种确定的“一劳永逸＂的秩序这一点

上，孔德是个狂热者。

五、社会学的方案

孔德创造了“社会学”这一语言上的混合词。 无疑这是

一些教科书把他视为这门科学的奠基人的原因 。 就这门科

学的发展而言，孔德本人被称为是这门科学的伽利略。 在理

性的进步的解放史中，社会事实非比寻常的复杂性不可避免

地要求处理它们的这门科学应该最晚出现。 而且 ，从逻辑上

60 讲，社会学依赖其他学科，因为社会事实发生在生物学所决

定了的实在界之中；而在 18 世纪，依赖千生物学对社会进行

科学解释和用地理学来说明人的历史的基本尝试，并不值得

大惊小怪。 然而，为了把社会学建构为一门科学就要使其独

立于其他科学，这迫使我们要明确地将由有机体生命的恒定

条件所决定的社会生活的领域与那些纯粹由社会法则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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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领域区分开来。 一且进行了这种划分，很明显的是，所

有的各门科学都是社会事实，因此就像其他的社会事实一样

依赖于社会学。真正的知识总是服务千人的各种需要，因

而，社会学独自将意义赋予其余的人类知识。

作为科学，社会学首先是把那些更早的理论作为幻想揭

示出来，根据这些早期理论，所有的社会结构都被归于计算

得失的由私利精神所决定的“原始的“契约或合同之中 。 这

种哲学只把实在归因于诸多个人，并且把总体或者看做为方

便而设计的某种机制，或者看做某种神学的抽象。 然而，实

证的社会学将表明其反面是正确的：正是个人是某种精神的

建构，而社会才是某种原始的实在界。社会生活本身就像人

的有机体的功能一样＂自然”，并且无需任何虚构的契约来

解释它。 人类生活在社会中是因为这是此物种的本性，而并

非因为人们期望通过一起生活将享受到他们独自所无法享

受的利益。 人类，是一种具有自己的持续性和同一性的真实

的有生命的存在，它思考与创造，而且绝非在纯粹比喻的意

义上。 人类有其童年、青年和成熟时期。 像有机体一样，它

有自己的结构和结构性的特征，这些从未变化，并且历史进

步从不会废除它。 对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功能就体现在这

些恒定的器官之中 。 例如，以社会等级或阶级为形式的社会

分化只是一种类似于在任何活的有机体中组织分化的某种

方式。同样，一个完美的同质社会正如某一活的身体组织之

中的性质上的差别消失一样，是不可想象的。进步发生在独 61

特的器官之内，但因为它们是人类存在的永恒条件，所以它

们并不受制千变化：这些器官包括家庭、私有财产 、宗教、语

言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社会有机体的结构正如太阳系、

诸多恒星以及各种生物物种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三个阶段

的演进受限千特定的结构因素；而且，变化总是首先在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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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中发生，从那时起再传播开来，正如实际发生的那样，传

播到社会结构之中。同样，社会革命并不影响社会结构，而

只是影响其形式：它们并非圣西门意义上的“批判的”时代。

革命只会引起混乱，一种重组的征候。

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社会基本机制在未来将会被废除。

特别是，在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之间的差异并非是中世纪的

发明，而是一切集体生活的一个本质特征。在教皇与帝王之

间的权威的划分将会被科学家们和工业家们之间的权力划

分所取代。公众指导的不足和缺乏科学的社会知识说明了

社会仍会加以理性地组织这一事实。但是现在（多亏了孔

德），基本的理智需要已经得到满足：我们需要的只是大众化

的实证知识，理性解放的历史将会一劳永逸的完成。人的历

史将会到达其最后的形式。真的，杜会学井不只包括“静力

学”，即此门科学处理的是社会的恒定性的结构性特征，而且

也包括＂动力学”，即进步的科学。但是，一旦实证精神已经胜

利，进步将不再面对由偏见、无知和神话所设置的各种障碍。

六、人类的宗数

尽管实证体系废除了神学信仰基础上的旧式宗教，但是

它并没有废除宗教本身，因为这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恒定性因

62 素，是把事物联结在一起的必不可少的黏合剂［根据西塞罗

(Cicero) 的观点，恰恰是 religio 这个词意味着此功能］。一

些人把世俗宗教的观念视为隐含在孔德的伟大综合中的要

素，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只是精神病人的四处游荡。今天，

孔德的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发现，从其最早的著作中所表达的

思想中就包含有“人类的宗教＂的因素。

在实证宗教中，人类取代了神话中的众神。人类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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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它由所有活的、死的以及尚未出生的个体组成；在其

中，个体们像有机体内的细胞一样相互代替，而不影响其独

立的存在。个体们是人类的产物：他们的思想、感情、信仰、

天赋和能力-所有这一切都是单一而伟大的有机体生命

的各种功能。 人性值得崇拜，这种崇拜曾经给予想象中的众

神。 正如它一贯所做的那样，宗教将统一人类，并且安排人

类的生活，将使联结到更高存在的意识永生，并且教会人们

义务（绝非权利）。与那些古老神话截然不同，实证宗教将

使人类的感情与理智的需要方向产生完美和谐。

值得注意的是，孔德对天主教的统治，它的无所不及和

涵盖人类生活所有形式的能力着迷到了何种程度。 人类的

宗教将谨小慎微地模仿教会创造的体系，清除其封建神学的

信仰，但是保持其统合力 。 种种宗教仪式和圣事、历法、教授

新信仰的教义的教士职位、世俗洗礼、世俗坚信礼以及世俗

的临终仪式－所有这一切仍将保持。新教义已准备好

了——它们是孔德的学说和科学的法则。此外，守护神将会

有一种新的实证的概念体系：这是分派给妇女在这种新的信

仰中的角色。 孔德并未忽略给各月份和一周的各夭起实证

的新名字（每月将以一位实证宗教的圣人命名，每天将供奉

七门科学之一 ： 一旦把实证道德增加到原来的六门科学中，

就达到了七这个神奇的数字） 。 而且，依据科学原则而建立 63

的实证宗教的寺院都是同一的。祭司将由一位实证的教皇

来主持，其与实证的世俗权威分享权力。后者的功能主要在

于促进工业发展和将新的理智成就运用到实际事务之中。

因为，我们思考是为了行动更加有效，精神活动是为了满足

身体的需要。

然而，人类并非只是一个带有物质需要的会思考的存

在，他也有感情。利他主义的感情在家庭生活中非常兴盛，

61 



理性的异化

所以家庭一定是集体生活大厦的基石；因此，实证社会确保

了维护父母照顾孩子的权利并且禁止离婚。妇女被赋予了

一项特别崇高的职能：她是人的感情的守卫和来源，并且正

是她才会保证在地球上实证精神的胜利。众所周知，感情控

制着心智－其意义并不是说心智没有任何独立的运行规

则，而是说，唯有感情方能驱使其活动。在完美社会中，对妇

女的崇拜将是普遍的，甚至将会有一位用人工授精的方式生

育孩子的圣母。孔德走得很远，以至到了要计算未来每个国

家应有的确切的家庭数量的地步：他赞成小国家，因其更容

易有效管理。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说一些简短的题外之话。似乎令

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作家能够如此小心谨慎地对待大量的

科学问题，此外，一个如此强烈地带有历史真实感的人，严肃

地设想将会完整地替换天主教的结构与形式，抛弃所有信

仰，由其他信仰所取代－~以倒空一桶沙而将其填满水的这

种方式。 但是这表面上的荒谬确实是其学说的逻辑结论。

孔德相信并非唯独属于他的那些假设，但是与他人不同，他

从其中推出了最终结论。 一旦你假定人类被定义为一组持

64 续不断的需要的总和（当然，并不忽略感情需要），以致唯有

它们得到满足的方式随着知识的进步而改变；而且，当你假

定，严格地讲理智生活和宗教生活，并没有分离的存在，并非

表达不同的需要，而仅仅是更原始需要的各种功能（或”形

式＂）时；最后，当你假定人类在持续不断和可以预测的感官

刺激的影响下行动（包括理智行动）以至于理性的社会组织

能涵盖它们全部一一旦假定这一切，那么，为了组织任何

和全部社会现象，人们可能会任意操控继承下来的种种表达

方式，这种假定就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了 。 孔德以通常的方

式意识到了事物的阻力以及人对世界的反应的非自愿特征，

62 



第三章臭古斯特·孔德：浪漫主义时期的实证主义

但是他仍然相信他自己的不变结构的理论涵盖了这种阻力

的全部。 他认识到了理智生命的“较低”形式的历史必然

性，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传统的独立力量。换言之，他怀有一

种信仰，此信仰认为，未来社会一旦采纳了实证的思维方式，

将不再屈从千自已过去的重要性，并且其必然性将与社会生

活的不变组织的生物必然性相联系，呈现出某种纯粹自然的

特性。因而，说到底，他相信历史会整体淹没在未来秩序之

中，相信将生活的每一领域完全理性化的可能性。 他对“乌

托邦“思想的反感只适用于他在其他思想家中所发现的种

类。他的历史主义纯然是回顾的，因为它停止在实证阶段。

他相信历史的终结。

七、孔魂思想的结果

圣西门 (Saint-Simonians) 主义者也包括在孔德最早的批

评者之中。他们发现其关于进步的观点很脆弱，并且批评他

的“唯物主义＂。他们自己的目标包括返回到具有真正的上

帝和真正的牧师的真正宗教之中。 他们反对把未来社会的

艺术创造服从千由科学决定的任务的任何方案一—并且孔

德的确相信，在未来工业需要将支配诗人和艺术家们要做的

事；工业的职能将是以艺术的方式激发人们来取得想要的生 65

产性结果。 正如对他的批评那样，这会带走艺术家所有的文

化原创力 。 他们也批评孔德认为科学假设正如事实一样是

可证实的一根据他们的观点，这一错误把孔德引向了无神

论，因为当他用支配人的精神的科学的垄断原则取代信仰的

观念时，就毁坏了信仰观念。

然而，抛开孔德实证宗教的方案不谈，这些批评并未产

生很大的影响．他们也没有检查孔德许多观点的传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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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孔德主义的主要推广者，特别是利特雷，已暗中去

除了这种上层建筑。 尽管至今仍然幸存着一个孔德的世俗

教堂，但是它并没有对理智生活起过任何重要作用。 孔德的

学说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并非在其完全的“普遍的“解释

中，而是在零散的说明中 。 所被称为“科学的”特征的东西，

成了后来实证主义思想中的持久部分：三种状态的法则，形

而上学的抛弃，科学的本质统一的信仰，把所有知识都化约

为某个单一普遍公式的理想（确实是达不到的，正如孔德自

已承认的那样：只是一个规范的纲要，而不是一个计划），以

及把知识解释成最终的实际价值或者一无是处。 孔德的社

会学被证明很重要，并非因为它的历史智慧论的内容，而是

因为他清晰阐述了被后来的许多社会学家所采纳的方法论

原则 。 这些包括把社会事实当做独立于其心理背景的独特

的种种实在来对待；放弃杜会契约的理论；把人的思想 、科

学、信仰以及行为方式都作为可以极好地类比的社会事实来

对待一一不指涉各个人，而是指涉共同体。

有关科学历史的三种状态的法则只是大致正确。 孔德

阐明了以现代科学知识在正常发展时期的趋势特征，只是在

＂某些关键时刻，其意外地揭示出比孔德所预想的更多的符合

哲学的思想。 他对世界的基本的现象学态度（我们无法深人

到事物的”本性＂中去研究潜在的“原因”，而只是把多元的

现象概括成“法则＂）很长时期内好似仅仅代表了在许多知

识领域的实际的研究态度。”事实＂的概念被孔德奉为自明

的，还需要一段时间，对这一概念的怀疑才能出现。 最后，这

样的疑问会造成将科学的概念作为一种纯粹而简单的收集

事实的活动而放弃，一旦总结事实的法则已经得到，那么执

行此任务的机构也就终结了 。

当然．孔德学说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荒谬的一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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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科学可不可以关涉绝对肯定的宣称，将知识的某些领

域武断地作为无收益的或”形而上学的“领域而拒绝，对世

界的基本划分的绝对永恒性的信仰以及强烈爱好，作为科学

思维方式的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分类，过度痴迷于“秩序＂，将

世界的图景视为由整齐的标本、索引和填充的“内容”所组

成）并非是来源于实证主义前提的直接结论。 然而，他们论

证了一个可行的方法——一种到今天仍然可行的方法一

解释那些前提，一种如果严肃对待会危及知识的进步的方

法。 当然，孔德意识到，科学研究的开展并不能恰好遵从直

接的实际需要，必须由纯粹的理论思考所指导以便最终产生

实际的效果。他领会到科学史上最富有成果的发现，包括构

成我们后来的所有技术的基础的那些发现，都产生于认知的

好奇心。不仅如此，他也意识到，人的思想的”神学的”和

”形而上学的“阶段是科学最终的“实证＂繁荣的先决条件。

对千这一切，当他转而思考他自己的工作所开辟的新时代的

时候，知识的全体一一以其最后的组成部分即社会学为代

表一—已经进人了实证阶段。 他的历史循环论突然变得软 67

弱无力了，而且，他以前的所有保留意见也都消失了。科学

发展中每一件相对的事情现在都成为过去，既然已经达到了

绝对状态（至少就基本原则而言）那么就不再有什么地方适

用于历史的标准。与其他救世的学说相似，孔德的科学学说

从未考虑它自身早晚可能成为历史评价和历史相对论的事

件的机会。 孔德除了理解他自已在历史中的地位之外，对每

一件事都有令人钦佩的历史理解力。

我们没有理由对这种哲学是否有权利被称为实证主义

而感到疑惑一甚至把它与我们当代流行的实证主义的固

定观念相比较也如此。 它是一种实证主义，尽管主要以产生

出了黑格尔和浪漫主义哲学的那个时代的典型范式表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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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它代表着一种无所不包的历史智慧论的建构，以全部属

千自己的一种救世的眼光而获得桂冠。 这种建构确实具有

决定论的特征，尽管其放弃了形而上学的因果关系的建构而

支持现象论的解释法则 。 由于科学知识的进步它也怀着总

体上改革世界和绝对的阶段即将到来的希望。它对基督教

和中世纪文化的复兴使它与浪漫主义时期的其他成果相联

系，尽管在孔德看来这有一种完全属于其自身的意义。 他并

不崇拜如此的过去，也不只是因为它是传统而尊重传统：毕

竟，甚至在宗教形式方面，他也意识到了真正的进步，因而对

于人类真正的历史连续性也是这样。 在这一点上，他打破了

作为“黑暗和迷信的时代＂的 18 世纪的陈词滥调。 而且，孔

德的科学理想与人类基本上是一种感性的存在这样一种坚

信相结合一一只是因为感觉的刺激才使人行动，理性思维是

为实际需要服务的。 另一方面，孔德相信达到以下状态是可

能的，在这种状态下，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永恒需要的

68 人类将把感性需要与理性预期有效地结合起来，因而将转变

为各种冲突将不再发生的“有组织＂的人类。

这最后提到的理想也预设了把人作为一种其存在完全

由他所在的社会位置所决定的解释，即严格地讲，个体的存

在是一种虚构。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孔德毫不犹豫地将其前

提贯彻到它们的最终结局。 他对“有组织的“社会的解释包

含了最极端的反个人主义，人的个体的非实在化，将人类作

为唯一的真实的个体而崇拜－－－所有这些都在其著作中得

到清晰的阐明。 在这方面，孔德主义使人想起启蒙运动时期

所详尽阐明的某种极权主义的乌托邦思想。然而，孔德学说

的这些组成部分使他与对法国大革命的保守的批判者结成

联盟，并且以后又成为极权主义右派的基本信仰，这些成分

确实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型：后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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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那些注定要为过去辩护的人以”更纯粹的”形式表述出

来。他们并未将自己包裹起来，比方说，如孔德所做，用科学

的理想表述出来。孔德思想的真正影响集中围绕在他学说

中的两条主线上——他对知识的反形而上学方案和他的自

主的反心理学的社会学。 他随后的几代人，正如经常作为例

子所指出的，打破了他的学说的有机统一，他们从其学说中

挑选能用的，而忽略不能用的。因而，孔德作为乌托邦的幻

想家，追求“一成不变＂的社会秩序的狂热者，一种“已完成

的“思想体系的大师，这是一回事；而孔德非常大地影响了

后世的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如果要理解

实证主义的历史，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不只是要牢记更多的

”活着的“孔德，而且要牢记”被忘记的“孔德一不只是因

为后者论述了实证主义哲学的每一连续的说法与占优势的

”时代风格＂的依赖关系，而且因为实证知识的概念体系和

社会改革的理想总是在逻辑上与这种学说相关，很难达到相

互分离开来的历史理解，孔德的哲学完全废除了人的主体 69

性。从实证科学的标准的观点来看，主体意义上的个性是一

种思辨的虚构；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它也是一种虚构，并且

在社会重建的计划中也能被如此对待。作为一名科学的理

论家，孔德事实上是休谟以及许多后继的实证主义学说的祖

先的继承人。至于他的社会理论，当然并非在逻辑上从其科

学理论中能够推出，但是两者之间的联系在孔德自己的心目
中如此紧密而清晰，以至于抛弃它是不可能的。实证主义的

标准，以在客观上的主体间交往中所能独立确定位置的个体

之人为特征，可以说，把主体的个体性作为一种无效的可能

研究对象。因而它们对科学与哲学之间新界线的确立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它们尚未在毁坏后者的过程中一劳

永逸地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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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在孔德死后的十年中，别的不说，欧洲文化被以下的著

作所丰富了：查里·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克劳德· 伯纳的

《实验医学引论》、约翰·斯图亚特· 穆勒的《功利主义》、赫

伯特·斯宾塞的《体系》前几卷以及卡尔·马克思的《资本

论》第一卷。每部著作都以不同的方式阐述了不同于孔德乌

托邦主义的趋势。

以“国家之春＂而闻名的那段时期所抱有的救世的希望

现在已黯然失色，其中就有乌托邦社会主义。 一种对社会现

象的更经验的和实验的方法正在得以表述，社会主义的思想

不再去收集虚幻的梦想，相反，正在从由工人阶级运动造成

的缓慢而又真实的进步中吸取力量。在这些科学中，大量近

来的发现表明新的综合正在成为可能，还表明存在着统一 日

益激增和日益紧密的“专业化＂的各门科学的一种基础。能

量守恒定律提供了这样的公式之一，正如它看起来所做的那

样，适用于所有自然现象。 进化论是另一个原则，因为它涵

盖了有机体现象的全部，包括人的生命。 在生物科学上的进

步在当时特别引人注意，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实证主义思想的

某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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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克劳魂· 伯纳：科学自然的实证

主义

克劳德·伯纳(Calude Bernard) 的思想尤其阐明了生物

学发展的影响，以及远离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更宏大

方面的趋势。 尽管克劳德· 伯纳 (1813一1878) 在年轻时有 72

文学上的志向，但是他甚至都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哲学家。

他的一生都贡献给医学和生理学领域的研究，这为他赢得了

世界性的声誉。但同时，他突出地表达了“科学态度”，并

且，自身也提供了一种科学态度的榜样。由千在实验研究中

的不知疲倦和严肃认真，他成为表达科学主张时谦虚和非人

性化的表率，并且他对所有哲学问题保持着深思熟虑和始终

如一的中立态度。

他对肝脏糖原生成功能的发现，对胰腺和神经系统的生

理学研究，以及对诸如箭毒和一氧化碳等有毒物质活动的研

究都受到重视，并非只是对生理学的基本贡献，而且也标志

着科学史上真正的转折点。 在他《实验医学引论》一书以及

一些更短的著作中，确定的科学方法原则和实验程序的规

则，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方法和实证主义传统的标准。

克劳德·伯纳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孔德的学说。按照他

的观点，人类教甚至比现存的宗教更荒谬，他不相信孔德的

“实证状态”在任何时候会成为历史现实。 他强调人类绝不

会停止对第一因问题的反思，也不会停止寻求其生存条件下

某种有目的的安排，但是这种反思和这种寻求意味着超出知

识领域之外。在科学上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 的确，如果发

现了“第一因＂，则像世界的终结之类的事就会发生，因为没

有任何东西去激励更进一步的研究了，人类将达到绝对。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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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是，并没有任何理由去认真对待如此一种前景。

然而，伯纳的思想在更根本的特征上与孔德有某种关

联。 尽管这些特征是从他自己的实验研究中得出而非从孔

73 德的著作中得出的。 他的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能用简单的

几段话来阐述：

第一，科学家应该无保留地服从于事实，并且应该毫不

犹豫地抛弃任何明显与事实不相容的理论。

第二，科学研究仅仅在所有现象都严格被决定了的假设

下才能有效。然而，这种决定论并非是一种对普遍的必然发

生的事的形而上学理论，而是单凭经验来做的方法，是方法

论上的原则。它认为在同样的条件下会发生同样的现象，并

且认为，如果经验的结果超乎预期，则我们应该寻找解释它

们的未知条件。科学的目的在千发现现象与其所发生的条

件之间的关系，在于查明事实之间的联系以及支配其发生的

机制 。 为此，我们要抑制对“潜在原则＂的任何和所有反思，

并且从不问”为什么＂ 。

第三，科学在哲学所涉及的问题的领域是绝对中性的 。

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万物有灵论”（用克劳德· 伯纳的术

语），形而上学对实证知识没有任何的启发价值，也不可能

用这样的方式去阐明任何形而上学以达到容许经验证实的

地步。尽管哲学思考是一种＂中性“现象，其意义是指它反

映了人的稍神的真实需要，但是它不可以为科学指定界限，

也不可以要求科学解决空想的问题。

第四，解决科学问题的一个关键方法是克劳德·伯纳所

说的“反证＂的方法。 这里他阐明了也许是今天卡尔· 波普

的更为众人所知的一个观念：如果科学家们只知道证实它的

事实，而没有确定发现反证它的事实，则任何科学假设都不

能视为成立。 有教育意义地说，这是一个基本原理：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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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去反证给定的假设是“科学道德＂ 的根本特征 。 忽略它就

是在鼓励轻易的解释和草率的概括这种太人性化的趋势。

”整个自然哲学都可以用一句短语来概括：去发现支配 74

现象的原则。 甚至是最精心制作的试验也可归结为预测和

控制现象。”这些话最简洁地概括了克劳德· 伯纳的思想，

同时也显示其与孔德的观点在本质上有密切的关系。科学

研究如果没有决定论就是不可想象的，但后者具有一种纯粹

现象论的意义：为了从根本上阐述各个法则，我们不得不假

设，同一条件下产生同一现象。 科学并不承认偶然事件或是

对“规则＂的“例外＂一如果我们用规则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东西的话，它就超过了我们对改变了观察到的现象的演变的

因素的无知。

此外，克劳德·伯纳相信，一旦从自身中去除了形而上

学的”活力论原则＂ 、最后原因、关于人生意义的无益的纯粹

词语上的争辩，以及对思想或感情的任何和全部限制“体

系＂的固守一一那么，我们将会意识到所有现象所显现的同

质性而而且更加适合千如此去描述它们。 看起来在认知的秩

序和存在的秩序之间有一个区分－有机的和无机的－~

来源千活力论的种种偏见。 用科学的眼光来看，生命并非是

某种独特的神秘力量的产物：它是自然燃烧和同化的一个连

续过程，尽管其由既非物理学也非化学原则来解释的规律性

所支配一尤其决定一粒种子以一种特定方式("卵的记

忆＂）生长的进化特性——这些规律性仅仅作为一种形态学

和化学变化的经验序列才能得以确定，正如在任何其他的科

学领域一样。 器官发展的必然发生的最终原因并非科学探

求的合理对象，人的思想也是一个生物学的事实。 像其他器

官一样，大脑也是一个器官，思维是器官的一个功能，而并非

某种神秘主体的神秘产物。对证明的科学解释并不会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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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在孔德死后的十年中，别的不说，欧洲文化被以下的著

作所丰富了：查里·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克劳德· 伯纳的

《实验医学引论》、约翰·斯图亚特· 穆勒的《功利主义》、赫

伯特·斯宾塞的《体系》前几卷以及卡尔·马克思的《资本

论》第一卷。每部著作都以不同的方式阐述了不同于孔德乌

托邦主义的趋势。

以“国家之春＂而闻名的那段时期所抱有的救世的希望

现在已黯然失色，其中就有乌托邦社会主义。 一种对社会现

象的更经验的和实验的方法正在得以表述，社会主义的思想

不再去收集虚幻的梦想，相反，正在从由工人阶级运动造成

的缓慢而又真实的进步中吸取力量。在这些科学中，大量近

来的发现表明新的综合正在成为可能，还表明存在着统一 日

益激增和日益紧密的“专业化＂的各门科学的一种基础。能

量守恒定律提供了这样的公式之一，正如它看起来所做的那

样，适用于所有自然现象。 进化论是另一个原则，因为它涵

盖了有机体现象的全部，包括人的生命。 在生物科学上的进

步在当时特别引人注意，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实证主义思想的

某些方面。

68 



第四章 实证主义的凯旋

一、克劳魂· 伯纳：科学自然的实证

主义

克劳德·伯纳(Calude Bernard) 的思想尤其阐明了生物

学发展的影响，以及远离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更宏大

方面的趋势。 尽管克劳德· 伯纳 (1813一1878) 在年轻时有 72

文学上的志向，但是他甚至都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哲学家。

他的一生都贡献给医学和生理学领域的研究，这为他赢得了

世界性的声誉。但同时，他突出地表达了“科学态度”，并

且，自身也提供了一种科学态度的榜样。由千在实验研究中

的不知疲倦和严肃认真，他成为表达科学主张时谦虚和非人

性化的表率，并且他对所有哲学问题保持着深思熟虑和始终

如一的中立态度。

他对肝脏糖原生成功能的发现，对胰腺和神经系统的生

理学研究，以及对诸如箭毒和一氧化碳等有毒物质活动的研

究都受到重视，并非只是对生理学的基本贡献，而且也标志

着科学史上真正的转折点。 在他《实验医学引论》一书以及

一些更短的著作中，确定的科学方法原则和实验程序的规

则，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方法和实证主义传统的标准。

克劳德·伯纳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孔德的学说。按照他

的观点，人类教甚至比现存的宗教更荒谬，他不相信孔德的

“实证状态”在任何时候会成为历史现实。 他强调人类绝不

会停止对第一因问题的反思，也不会停止寻求其生存条件下

某种有目的的安排，但是这种反思和这种寻求意味着超出知

识领域之外。在科学上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 的确，如果发

现了“第一因＂，则像世界的终结之类的事就会发生，因为没

有任何东西去激励更进一步的研究了，人类将达到绝对。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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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是，并没有任何理由去认真对待如此一种前景。

然而，伯纳的思想在更根本的特征上与孔德有某种关

联。 尽管这些特征是从他自己的实验研究中得出而非从孔

73 德的著作中得出的。 他的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能用简单的

几段话来阐述：

第一，科学家应该无保留地服从于事实，并且应该毫不

犹豫地抛弃任何明显与事实不相容的理论。

第二，科学研究仅仅在所有现象都严格被决定了的假设

下才能有效。然而，这种决定论并非是一种对普遍的必然发

生的事的形而上学理论，而是单凭经验来做的方法，是方法

论上的原则。它认为在同样的条件下会发生同样的现象，并

且认为，如果经验的结果超乎预期，则我们应该寻找解释它

们的未知条件。科学的目的在千发现现象与其所发生的条

件之间的关系，在于查明事实之间的联系以及支配其发生的

机制 。 为此，我们要抑制对“潜在原则＂的任何和所有反思，

并且从不问”为什么＂ 。

第三，科学在哲学所涉及的问题的领域是绝对中性的 。

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万物有灵论”（用克劳德· 伯纳的术

语），形而上学对实证知识没有任何的启发价值，也不可能

用这样的方式去阐明任何形而上学以达到容许经验证实的

地步。尽管哲学思考是一种＂中性“现象，其意义是指它反

映了人的稍神的真实需要，但是它不可以为科学指定界限，

也不可以要求科学解决空想的问题。

第四，解决科学问题的一个关键方法是克劳德·伯纳所

说的“反证＂的方法。 这里他阐明了也许是今天卡尔· 波普

的更为众人所知的一个观念：如果科学家们只知道证实它的

事实，而没有确定发现反证它的事实，则任何科学假设都不

能视为成立。 有教育意义地说，这是一个基本原理：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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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去反证给定的假设是“科学道德＂ 的根本特征 。 忽略它就

是在鼓励轻易的解释和草率的概括这种太人性化的趋势。

”整个自然哲学都可以用一句短语来概括：去发现支配 74

现象的原则。 甚至是最精心制作的试验也可归结为预测和

控制现象。”这些话最简洁地概括了克劳德· 伯纳的思想，

同时也显示其与孔德的观点在本质上有密切的关系。科学

研究如果没有决定论就是不可想象的，但后者具有一种纯粹

现象论的意义：为了从根本上阐述各个法则，我们不得不假

设，同一条件下产生同一现象。 科学并不承认偶然事件或是

对“规则＂的“例外＂一如果我们用规则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东西的话，它就超过了我们对改变了观察到的现象的演变的

因素的无知。

此外，克劳德·伯纳相信，一旦从自身中去除了形而上

学的”活力论原则＂ 、最后原因、关于人生意义的无益的纯粹

词语上的争辩，以及对思想或感情的任何和全部限制“体

系＂的固守一一那么，我们将会意识到所有现象所显现的同

质性而而且更加适合千如此去描述它们。 看起来在认知的秩

序和存在的秩序之间有一个区分－有机的和无机的－~

来源千活力论的种种偏见。 用科学的眼光来看，生命并非是

某种独特的神秘力量的产物：它是自然燃烧和同化的一个连

续过程，尽管其由既非物理学也非化学原则来解释的规律性

所支配一尤其决定一粒种子以一种特定方式("卵的记

忆＂）生长的进化特性——这些规律性仅仅作为一种形态学

和化学变化的经验序列才能得以确定，正如在任何其他的科

学领域一样。 器官发展的必然发生的最终原因并非科学探

求的合理对象，人的思想也是一个生物学的事实。 像其他器

官一样，大脑也是一个器官，思维是器官的一个功能，而并非

某种神秘主体的神秘产物。对证明的科学解释并不会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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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结论。

然而，克劳德· 伯纳并未将科学活动视为纯粹功利的。

75 尽管科学的社会目的在千能使我们操控事物，但是，他看起

来并未由此推论出经验陈述的意义可归结为实际指令。 这

种陈述描述了人的认知可及的真实世界的一部分。科学家

设计试验，提出假设，但是当达到了描述的结果，他必须将其

个性的作用保持到最小化，并且完全服从自然的指示。 克劳

德·伯纳意识到，系统地阐述此原则比在实际上应用它更容

易：它需要保持一种持之以恒地和最大程度地警觉，以抵御

各种先人之见、个人偏爱以及人们和话语的权威，他也警告

分类原则的滥用。 给现象贴一个标签再将其在一个等级秩

序中进行细分并不足够。 重要的并非是一个正确分类，而是

要理解支配各种现象的机制。

克劳德·伯纳没有过度注意其对科学方法反思的完美

的精确性。 他只是认识到在其工作中指导他并且他认为恰

当的那些原则。他首先作调查研究，然后对其所作的事情进
行反思 。 正如柏格森随后所观察到的，颠倒此秩序，绝不会

产生结果。 他把事实概念视为理所当然，并且知道心中所想

的。 他的许多观点都具有一种“未完成的”特征，并且许多

观点由后来的方法论者更细心地制作出来。 他的《引论》在

科学方法史上所起的特殊作用在于这个事实：它是他的实验

研究的直接结果，而并非为科学家们制定规则而其自身并不

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者的成果。 此外，他的阐述反映了当

代科学的需要。

这里并不是评价克劳德·伯纳对所谓的科学方法论的

贡献的地方。他在哲学反思上的重要性在于这一点，他也许

是第一个如此清晰地阐明和划分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界线

的人，他并没有攻击哲学，而只是将其视为一种不同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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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活动。尽管哲学可以时常激励着个别的科学家（不是 76

凭借提供了要被证实的假设，而是凭借将其感情与理智的兴

趣投入其中），而从未希望限定各门科学的任务或者说明研

究的结果。 科学与哲学的分离已经用不同的方式得以解释，

这并不惊奇。 人们坚持认为，明确的哲学陈述是无意义的，

缺乏认知的内容，而且对社会是有害的。 人们还坚持认为，

哲学的任务在于提供种种科学方法所无法提供的对实在界

的解释，甚至认为，哲学达到了科学研究所不可及的存在的

诸多领域。 然而，克劳德·伯纳以特别显著的方式阐述的这

种观点，已永久地植根千科学家和哲学家当中 。 除了极少数

之外，曾经严肃地批评了“科学主义＂的这种极端形式的柏

格森、胡塞尔 、海德格尔，都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科学与哲学的

这种分离。

二、实证主义伦琨学：约输· 斯图

亚爷· 穆勤

有很长一段时间，英国人并不读德国人的著作，所以他

们自己的反思并不试图去反驳或超越德国唯心主义形而上

学的学说。在这方面英国与法国不同，或至少英国思想家不

同于法国哲学家。 这正是为什么 19 世纪的英国哲学显示出

与自己的启蒙运动传统具有一种易识别的连续性的原因。

约翰· 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一1873) 的经

验主义从本质上说与休谟并无不同。 因而，我们应当将自已

限定在简洁地讲述他的思想上，而集中在揭示出“实证主义

精神＂的一个新方面的那些部分，即他的功利主义伦理学。

与孔德相似，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实际的社会改革

感兴趣，孔德的工作最初极大地影响了他，在从属于知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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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根本问题上，他分享孔德的观点 。 然而，在社会学领

域内并不是这样，在社会未来组织的计划中也不是这样。 孔

德的社会体系，穆勒说：“正如他的《实证主义的体系》所展

现的，旨在建立 . ... ..一个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专制社会，超越

于哲学家们之中最严厉地实施纪律者的政治理想中所期待

7 的任何事情。”至于他自己的社会观 ，他写道，他首先认为，

凭借一般说服和限制人口的自然增长而调和社会不公平是

可能的。 正如他所提出的，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而不是杜

会主义者。 随着时间逝去 ，他深信许多更大规模的改革既是

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并且未来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怎样

把最大可能的个人行动自由与世界原材料的共同拥有以及

所有人平等享受共同从事工作所带来的利润结合起来。 因

而，穆勒的社会思想走的是社会主义方向，尽管他从未设想

他的理想除了凭借缓慢而逐渐的改革以外，会以任何方式得

以实现。

穆勒的哲学工作打算要作为其理想的普及化教育活动

的一部分。他将《逻辑体系》一一一部极其长 、极其迂腐、以

他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又异常的精确的书-视为有助千

反对迷信、过时了的传统以及不加批判就接受的观点的斗

争。 他认为，错误的形而上学和社会学说如同有害的政治机

构，主要基千人的精神不依靠观察与经验就能够得到世界的

真正知识的这种信仰。 因而，他的逻辑学建立在彻底经验主

义的前提之上，并且建立在联想心理学之上，他认为后者是

有关人类的一切理性知识的基础。

穆勒知识论的主要观点直接来自千休谟，尽管其逻辑学

在严格意义上引用了被视为标志此门学科的历史中重大进

步的许多创新与进步。 他比前人更精确地定义了逻辑学的

使命。 他认为，逻辑学系统地阐明推理的原则，而不是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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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界的描述。 他也对逻辑学与知识论进行了明确的区分。

根据他的观点，推理的各种原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这些原则

是思维的心理学或生理学的法则。 这种理论被称为心理主

义，支配着逻辑学家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初，直到胡塞尔对其 78

进行的彻底批判，才使其几乎被完全放弃。 穆勒对经验科学

中的归纳推理的标准的系统阐述和详细说明被认为是重要

的成就；这些标准比以前由弗兰西斯·培根所讲述的那些标

准精确得多。凭借研究事件的同一性、差异性以及心身平行

论的变化，人们打算用以查明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它们是

证实假设的原则，而不是发现以前未知规律的原则，并且是

由科学家们实际使用的各种方法上的范例。 穆勒并没有将

“原因”概念赋予任何形而上学的意义，他用纯粹经验的意

义来解释它，即大致说来，对他来说，原因只是作为由观察揭

示出来的另一现象的充足条件的任何现象罢了。穆勒的全

部理论以严格坚持的经验主义和联想主义原则为基础：人的

知识中实际所给定的是单个的印象，认知主体只是一个印象

的序列，外部身体从未以其他任何方式被经验到 。 物质世界

的存在可化约为我们经验的各种印象的待续不变的可能性。

这种观点认为，形而上学问题在严格意义上并不会出现。科

学的主要目的在于以如此方式聚集真理，以便使我们能一眼

就看出普遍秩序的最大可能范围。在根本的一点上，穆勒的

经验主义比休谟走得更远：根据穆勒的观点，所谓的演绎科

学也完全建立在经验之上（他对方法的问题和来源的问题之

间的区别并不明确） 。 归属于数学命题的“必然性“是一种

虚构，因为由任何演绎推理所指涉的原理实际上也是经验的

结果。因而，尽管人的知识呈现出日益增加的演绎特征，但

演绎推理只是用于使思考更加容易，用于合并一一－可以说．

自动的一各种各样的观察结果以使其连贯起来。例如，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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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说，如果 b 总是跟随在 a 之后，而且 c 总是跟随在 b 之后．

79 则我们可以推断说 a 将总是被 c 跟随。这是一个基本的演

绎推理，并且容许此推论得以成立的原则来源于观察。 但

是，并没有任何先验的真理，即断言必然性而不诉诸观察就

能得以成立的真理。几何学的基本真理只是观察的结果。

三段论法并不导致新的知识，因为其结论总是隐含在前提之

中。我们在能够阐明这些前提之前，一定知道这个结论，所

以演绎推理陷人了一种恶性循环。

穆勒的经验主义学说最明显地与他在“实践理性＂领域

中的观点相联系。 科学废除形而上学而支持心理学，伦理学

废除以意愿为基础的评价而支持以结果为基础的评价都是

同一趋势。 穆勒关千伦理学说的论文以功利主义为标题。

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并非起源于穆勒。杰罗密· 边沁

已经在其《道德与立法的诸原则》以及其他著作中阐述过它

们。实际上，边沁把启蒙运动的观点不加改变地贯彻到 19

世纪。他对英国政治思想的巨大影响表明，在英国启蒙运动

的文化与 19 世纪的工业文化之间的界限远比在欧陆的划分

模糊得多。

边沁主要感兴趣的是立法，因为他相信，以联想心理学

的法则为基础的理性原则将永久地获得社会中行为的道德

模式的支配权。 为其获取名声的题目之一是一项模范监狱

的计划。然而，他整个一生都致力于减轻严刑和废除残忍的

惩罚体系。并且他不断地反思如何设计立法，以带给全体人

安全与繁荣·o

边沁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建立在纯粹描述性的陈述之上 。

他说，人的行动完全由获得快乐和逃避痛苦的愿望作为动

机。 功利主义理所当然地将此事实视为其社会学说的基础。

RO 功利主义自身是一个标准化的公式．据此，人的行动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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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赞的还是相反，取决千其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人的幸福的

总和。必须补充指出，对边沁来说，＂好的“、“快乐”、“功

利”和＂利益“都是同义的。社会的利益与组成它的个人利

益是同一的。功利的原则对个人和公共关系都毫不例外地

普遍适用，从中我们能够推出调解人生的每一领域的标准。

其原则自身不能被证明，但是应该在每一个论证的开始就被

, 

确立，毕竟我们不能要求没有止境的证明。功利的原则有这
种优点，每个人都实际上由它指引，这从它的批评者也无意

地求助于它这一事实，可明显地看出。例如，禁欲主义道德

似乎与功利原则的相对立，但也依靠同一原则，只是被错误

地解释了：那些承认此道德的人已经注意到，追求快乐常常

伴随着不快乐的体验，并且，他们在嘱咐我们抑制所有快乐

以避免痛苦的原则中将此观察绝对化了 。 换句话说，他们使

用了同一原则，只是他们无法奉行罢了。同样，那些将上帝

的意愿置于功利原则之上的人也实际上在求助于后者。 因

为他们如何决定上帝的意愿是什么呢？凭借表明它是公正

的，因而是好的和有用的。简而言之，功利的标准如此普遍

适用，以至于所需要的与其说是要证实它，不如说是要意识

到其含义和确定实际的生活环境，以便一贯正确地使用它。

因而边沁设想，一旦快乐和痛苦的来源与种类已经恰当地加

以分类一—这正是他为自身制订的任务一并且一旦设计

出了根据某些标准衡盐它们的规范（强度、耐性、确定性或

不确定性、邻近或遥远、生育力、纯度、广度）则应用来自于

每个特别方面的基本原则的种种规则，并且正确可靠地确定

有关人的每个行动的价值是可能的。

这个理论来源于休谟、爱尔维修(Helvetius) 和贝卡里亚 81

(Beccaria) , 它是打算对能够正确评价人的每一个行为的某

种完美的道德标准提供理性的基础。 因而，立法和伦理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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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像数学科学一样精确。

显然，边沁对规范性的无所不能的功利原则的自信植根

于启蒙运动对个人的欲望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基本和谐的信

念，以及凭借理性立法消除所有社会冲突的可能性的信仰。

我们不必补充指出，当别人（例如戈德温）用同样原理的名

义提倡平等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或者甚至是纯粹的神

学学说时，边沁反而求助于功利原理是为了保卫国会民主

制度。

边沁主义的积极倡导人之一是詹姆士·穆勒，他的儿子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继承了此学说，并引进了许多更正的

观点和进一步的区分以应对批判和进行争论。 但是其主要

原则仍保持原样。 穆勒赞成支配人的行为的最高原则一

换言之，人生的最高价值和终极目的——不能被证实；一件

事本身就是好的，而不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超出了讨论

的问题，凭借下定义是不能证明的。 但是，认识到功利原理

并非是空想或任意决定的结果，它依靠一种直接的、普遍的 、

一致可达到的直觉（不是运用在特殊观察中的那种，而是更

强调我们对科学的自明真理的认识的那种）。幸福是人类所

希望的唯一”证据”就是人类实际上所确实希望的那种处

境；同样，证实一件事是可看见的唯一方式就是表明我们事

实上确实看到了它。 再者，如果我们要在冲突的环境下作出

永远正确的决定，如果道德法则要执行得有效，并且要明确

地安排一切特殊事件，基本原则即最高价值必须是一个并且

只能是一个；或者说，如果必须有超过一个的原则，那么这些

原则必须被安排在一个明确的等级秩序之中 。

82 每种评价和每种命令或禁令的最终目的是免除受苦和

尽可能多地充满最大快乐之人生。 “快乐”与“痛苦”在这里

并非采用的是纯粹生物学的意义：功利的原理涵盖了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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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经验，我们通常更重视这些比动物与我们共享的经验更

高的经验。 最后提到的原则也以全体同意为基础：毕竟，没

有人会同意把一个不满意的人的命运替换成一个满意的动

物的命运。

仍然存在着支配特殊选择的原则的问题，这需要确切的

标准来比较可选择的商品。 根据穆勒的观点，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应当请教那些已经尝试了这两种可能选择的人们的意

见。为在两种不同但都是想要的行为之间进行选择，功利的

原理提供了某种理性的基础。然而，如果很难作某些选择，

这是因为人的关系的复杂性。 可是，并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

们不断地改进指引我们的各种不同的原则，并且，我们可以

希望总有一天会在这件事情上达到完美的正确性。

”功利”或＂幸福”被定义为最高价值，并非是就个人而

言，而是对所有人来说的；道德是面对一切人的最大幸福的

原则体系；人们认为人的所有特定的快乐对人类的每一个体

来说都是可及的 。 穆勒深信，遭受贫穷、疾病和失败的基本

根源完全能加以控制。只要对某些人有用，并且只要不是让

自身受苦而另有其他目的，功利原则并不排斥奉献的价值。

我们行动的动机与道德原则无关，而涉及的是责任原则，但

是并不能认为，一种行动方式一定要由使其成为有道德的责

任感来促使。 功利的标准并不涉及行动者的价值，而只涉及

其行动的结果；对行动的评价与对行动者的评价是相互独立

的，尽管某个人的价值仅以其整体的行为为基础就能决定。

穆勒丝毫也没有着手改变当前的行动标准或使认知价 83

值无效。 相反，他相信其他学说所确立的价值能很容易地整

合在功利的法则之中。例如，正义的价值，即某些要求是合

法的这种信念是不变的：这就足以确定，每种要求都能凭借

普遍的功利标准加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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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简要陈述就是功利主义的理论。正如我们所看

到的，别的不说，它以下面几个假说为基础：

1. 道德评价的对象并非道德价值，而是其他的价值。

2 毫无例外地比较人的所有价值是可能的，也即，发现

能将所有价值归结为某种共同基准的规则是可能的。

3. 有一种证明功利原则的普遍的和原初的直觉。

所有这些假设都已经受到批评。 康德和其他超越论伦

理学的追随者们主要因为上面提到的第一条假设而拒斥功

利主义。根据他们的观点，这种学说忽略甚至是排除了具体

的道德动机——这些是康德所强调的。 康德说，因为是一种

责任，所以我们必须执行这种责任，不是因为其他任何原因，

至少如果当我们的行为值得道德认可时是这样。 而功利主

义让我们凭借其结果来评价人的行动，以致出于责任感而执

行的行动与出千虚荣心或强制下而执行的同一行动有同样

的道德价值。 在康德哲学精神的哺育下长大的那些人眼中，

这种观点仅仅把道德价值作为独立的不同于生物学的价值

而消除。尽管穆勒在行动的价值与行动者的价值之间进行

了区分，但是这种区分如他所解释，并没有摆脱这种缺陷，因

为对行动者的评价与对其大量行动的评价恰好一致。

其他的批评者并没有把这种缺陷作为基本的。 他们同

意，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在我们世界很难发现其他可行的

84 评价标准。但是，他们反对功利主义学说的其他两个特征。

第一，他们觉得，在涉及功利主义对认知基础的主张中

有一种神秘论。穆勒在“看见的－可见＂的关系与＂想要的

－值得想往＂的关系之间的类比很明显是错误的，它几乎不

需要再被提到（“可见的“东西是指能被看见的东西，而不是

指值得被看见的东西） 。 不很醒目但却同样会产生误导的是

另一条原理，功利主义非常依赖千它，并且将其视为人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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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一种描述性陈述：＂人们总是追求幸福.0 ,., 经过仔细检

查，足以表明每种人的行为都证实了这个论点（－个想找苦

吃的人显然是发现苦中有乐，而一个想牺牲自己的人显然在

牺牲中发现了快乐的来源等等）。换句话说，正如那种古老

学说的主张。 根据此学说”人总是自私的”，这种理论总是

正当的，因为其本质上是同义反复：它没有发现经验上为人

所知的人的行为的多样性的任何特定的特征，而只是称其为

人们所追求的“幸福＂。此学说不能被反驳，即指向任何可

设想的与其相矛盾的事实都是不可能的；可想到的任何事实

将总是证实它。因而这个理论并没有满足实际经验的断言

所需要的条件：它是假借一种描述外观而提出的定义。因

此，它不能用于对任何规范的法则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描述性

前提；而穆勒仍然坚持认为，功利主义的最高原则可以归结

为所有人都有追求幸福的天生冲动这一断言。 因为这种断

言的发现纯粹是一种同义反复的陈述，所以它不能作为道德

标准的有效运用的法则的基础。

第二，.也许是更重要的反对意见，强调了穆勒的理论在

实际中完全是无用的。 为了接受它，我们必须相信，将会在

人类世界中发现一切价值的共同标准，并且可能赋予像交换

价值之类的东西以种种感情特性，并且可能将其都归结为一

种量化的测量特征("快乐,,) 。 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就能 85

真正消除道德冲突，因为将有可能计算出人的行为的任何一

对可选择的可能性在给定的情况下哪种更有价值。 但是，同

一价值尺度的概念总体上是虚构的，并且在这一点上，功利

主义与所有一元论的规范体系一样是没有希望的（即，那些

寻求建立在任何和每一具体情况下能够得到永远正确的道

德决定的某种单一的评价原则）。价值的世界在性质上是有

差异的世界，任何单一的价值标准都是武断的和人为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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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突是由于缺乏一致性所引起的，这种一致性是需要选择

的情况赋予自身的。 这种缺乏一致性的例子之一就是将人

的个体化为某种单一尺度的不可化约性，因此，在给定的情

况下，如果两个单独的价值的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经历了

此种情况，我们不可能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哪种价值更为重

要。 即使是我们能够预测到什么痛苦将会与所期望的快乐

相联系－~且，众所周知，这样的预测犯错误的几率非常

高一—我们绝不能设法草拟出正面的和负面的所有可能性，

并且像复式记账的借方和贷方科目那样对其加以比较。实

际情况是，我们的选择是靠模糊的直觉或自发的冲动来指引

的，熟悉功利主义原理对理性选择并无帮助，这就是为什么

功利主义哲学不能解决实际冲突，并且作为道德说教也是无

效的原因。

功利主义哲学植根于这种深信：所有人的冲突都可追溯

到不充分的知识，井且深信合适的公众教育可以导致某种司

法体系的理性组织，而且同样可以解决个人利益之间以及个

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所有冲突。 因而，从实质上说，功

利主义方案依赖于以民主主义哲学为特征的某种深信不疑

的信仰。 此信仰相信，当我们反思社会时，要考虑的所有价

86 值和品质是对我们所有人共同的那些价值和品质，也就是指

涉“人＂或“人类＂的无区分的概念的那些价值和品质 。

这在任何方面都不意味着功利主义反映了极权主义的

愿望（尽管边沁对“人权”形而上学的轻视可以表明这一

点）。正相反，穆勒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他支持在一个合理

组织的世界中个人自由的最大可能性。然而，像大多数的

19 世纪民主主义者一样，穆勒将人的个体视为像司法体系

中的抽象的和本质一致的要素；他相信当个人自由尽可能的

充分实现时（唯一受限的原则是必须无害千他人）， 一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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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足够高的教育水平，所有人的利益将能够和谐一致。 在这

种体系中，人的个体表现为：体现着普遍抽象的人的本质加

上少许的个人偏好，这些偏好将他与别人区别开，并且只要

他的自由与其他人的合理利益并非不相容，他就可以自由行

使这些偏好。 人类被设想为特定的共同需要和一些私人需

要的总和，并且人们假定，共同需要能由某种明智的社会组

织来满足，而他的私人需要则能够化约为各自与别人不相关

的某一点，正如个人的轮廓、头发的颜色等情形。

依据经验表明，个人受到他们的意愿强加到自己的信仰

或他们自己对幸福概念的影响是多么强烈，由此可见，所有

这些假定就不仅仅是可疑了 。 可是，它们与产生它们的那个

时代的精神保持一致，在英格兰尤其是这样。功利主义对于

所有价值都可以衡量的确信仅仅是一个决心：只有可以衡量

的东西才能视为有价值。 这个陈述中所表达出的反浪漫主

义的趋势，既能在后来的实证主义哲学中，又能在通常与之

相联系的流行文学中被识别出。这种观点认为，每一种非理

性都是罪恶的，但是这种罪恶能凭借公众启蒙的进步而加以

消除。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于对这个世界最严厉的批评也没 87

有削弱这样一种对人的事务的基本乐观主义的观点。

三、蜂伯特· 斯宾塞：遗化论的实证

主义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 19 世纪下半叶由生物科学施

加给实证主义的巨大影响。 进化论非常有助于加强人生的

所有环境都能化约为生物环境，人类的所有机构都能化约为

生物生存的工具的这种世界景象。 因而它极大地强化了，而

且可以说．将一种基础赋予一种实证主义思维方式长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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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固有的基本趋势，并有可能使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呈现出

一种更加精确和充分阐述的形式。

拉马克的进化论主要以观察动物生长中形态学上的变

异现象为基础，并且将这些变异现象视为适应的结果。 在这

种意义上，进化的过程由某种内在的目的论所支配。对比起

来，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理论的构造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马尔萨

斯对人的特定现象的反思的影响。达尔文认为，发生在属的

特征上的种种变化有某种突变的偶然的特征，并认为在这些

变化中唯有后继的某些变化结果对类的存在有用，而其他的

则有害。有用的变化得以继承下来，并且以这种方式产生了

最适应的种群－是作为某种意外变异的结果而适应

的一一在为生存而斗争之中幸存下来，而碰巧获得有害特征

的其他的种群则注定要灭绝。 人类物种的幸存也能够用这

种观点来解释，并且人独有的特征—一在其中有道德动机和

法则、宗教信仰以及智力活动一都以生物有用性的方式加

以解释，被解释为人类在这个星球的全部生态圈中所获得的

这种压倒一切的优越地位的有效适应的各种工具。

在人类与有机自然的其余部分之间的联系的发现，将特

定的人的能力和机制解释成为生物需要的满足的种种工具

88 的可能性，将理性与文明包含在物种的生态环境里面一所

有这些都支持以实证主义哲学方式为特征的种种趋势。进

化论有可能使实证主义思想超越方法论的规化，而将我们生

物学规律的知识应用于人的行为与创造的一切形式。在赫

伯特·斯宾塞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综合

概念。

然而，斯宾塞 (1820一1903) 试图以如此方式来阐明进

化论，以便不仅包含有机自然，而且包含所有存在领域。他

将它们的变化不仅仅视为同一进化法则运行的个体案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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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视为逐渐向世界上更分化的领域伸展的同一个过程的

各个方面。 因而进化的普遍性并非仅仅归结为不同发展路

线之间的相似结构，而且也归结为它们的所有存在都取决于

同一种能量的作用。 根据斯宾塞的观点，知识的首要理想是

将其化为单一的公式或“最高法则＂，换句话说，要由同一种

力的运作来解释现象的全体。 在统一的科学中，不相像的或

性质上有差异的改变形式能够用同一种语言来表达。 与许

多实证主义者相似，斯宾塞期望将知识综合划一。正是由千

此，这个世界似乎不可化约的多样性才会以同一原因的不同

表现形式而呈现。

哲学要履行统一全部知识的使命。 在其支配下的某些

基本真理一事物的不可毁灭性、运动的连续性以及力的连

贯性（斯宾塞的力的概念体系与物理学的概念体系不一致，

并且没有摆脱某种模糊性）一哲学追求综合真理以包含研

究的每一个领域。 它发现某些法则平等地适用于一切领域。

例如，这些法则之一说，运动沿阻力最小的路线行进；另一些 89

法则说，事物与运动不断地再分配，事物的结合总是与运动

的消散相伴，反之亦然。因而，宇宙中总有连续的变化发生，

时而是伴随着运动损失的结合，时而是伴随着运动增加的

离散。

我们将这两种现象看做进化和分解，但是，进化并非仅

仅归结为某种结合的过程。 它也是一并且主要是一一构

成了差异，构成了平稳增加的异质性。 同时，进化也是某种

单一的过程，而非许多相似的变形；当整体进化时，其组成部

分也在进化，不是与任何类比的原则相一致，而是作为某种

单一的活跃过程的结果。太阳系的进化只是宇宙进化的一

部分，而不是一个类比，这同样也适用于地球的进化、活的有

机体的进化、人类的进化以及社会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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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种知识，我们才能构成一个摆脱价值判断的

进步概念，因而，断言什么变化值得称做进步，而不求助千我

们自己的人的利益。由一般进化论提供的这些标准在这一

点上是精确的。 进步的本性在于增加变异，即从同质性发展

到更加异质性的结构。 在我们可及的知识领域内，我们最初

观察到的是太阳系的历史：某种原初同质性的一团开始在某

个时点上压缩；这随后接着的是在密度和温度上的分化，再

以后接着的是螺旋式运动 。 地球的历史是同一过程的一种

连续：一个同质的液体团在其冷却后分化成不同的地层，并

且产生出一个坚硬的地壳；后来依次是不同气候的起源，这

些不同气候取决千地壳的不同部分暴露于太阳作用的不同

程度而定。接下来，我们会追溯到活的有机体的历史和人类

90 历史中的分化过程，而人又分成更分化的人种。 人类社会的

历史展现了同样的图景。 最初，同质性的集体开始由劳动分

工而分化，然后分化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精神权威和世俗

权威、社会等级和阶级。文明的各种制度和人生存的各种工

具都根据同一原则演化。语言在语法形式上开始分化，而且

成为不同的语言和方言。用于民俗和政治目的的装饰用的

人工制品从原始的公共柱身开始分化为书写符号、绘画和雕

刻，并且每一种分支都慢慢成长，变成更加细化的分支。 同

样，从种族原初的各种仪式和典礼那里也逐渐发展出诗歌 、

音乐和舞蹈等独立的领域。

分化的这种不倦过程的最终原因并不被人所知。 我们

确实所知的最普遍的原因是这样的：力的每个活动产生不止

一个效果。 同质状态是一种在任何体系内由最轻微的力的

作用就会扰乱的不稳定的平衡状态 。 因而，每一团块都趋向

千成为不平衡的，这不可避免地发生，因为此体系的个别部

分井不一致地受到外力作用的影响。而且，很明显，分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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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我增殖的过程，每一单个的分化自身都是那些接续的

分化的来源，可以说，效果日益增加的复杂性是自动的。 每

一分化的部分都作为后续分化的核心，因为凭借与其他部分

的不同，它就成为一种其环境特定反映的来源，因而增加了

活动的力的多样性，同样也增加了效果的多样性。 因此我们

可以设想，效果的增值与异质性的增加呈几何比率行进。 用

这种方式我们得以深信，进步并非这个世界的一种偶然特

征，也并非一种人的意愿或想象的产物。 它是变异的必然结

果，并且我们可以设想这种必然性是对物种有益的。

这并非主张，通过这种说明，我们已经深人存在的终极

神秘之中，其终极秘密是不可及的。超出科学的领域之外就 91

处于未知的领域。 每一种对无限 、意识和知识的反思，到最

后我们都遭遇知识将绝不会穿越的界限。打算凭借哲学沉

思而穿越它的每一种尝试都是虚幻的和纯粹字面上的。 唯

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只是围绕字词争吵，因为两者都不合法地

假定，他们理解了不能被理解的某种事物。 知识的每一个进

步都使我们却步于高墙之下，“某物”就位于墙之外-@.

是，我们的确不知道它是什么 。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辩

都一样有效：前者将我们的意识所经验到的东西描述为机械

运动，后者将我们可及的物质运动仅仅理解为意识的事实，

井且得出结论，在外部世界活动的各种力都与意识具有同样

的本性。 但是二者之间的争议从未停止。 我们不得不区分

精神与物质，但是，二者必须被理解为我们决不能希望知晓

的某种其他的绝对实体的种种表现形式。

根据斯宾塞的观点，就某种纯粹消极的超然存在的观念

或某种未知之物的观念而言，凭借为每种主张设定合适的界

限而在使科学与宗教言归于好的方面能有实际的帮助。 当

我们问为什么宗教信仰如此普遍，或更一般地说，询问宗教

87 



理性的异化

感情的来源，我们立即会想到它们不管怎样都是自然的产

物，因而一定会在人生中行使某种有用的功能Q 实证的知识

的确不会使精神完全满意，因为精神总是不可抑制地渴望超

出认知和任何可想象的经验领域之外的某种事物。 因而在

人生中宗教有自己的位置，尽管此位置与科学活动是泾渭分

明的。 科学通过日常观察而形成，并且在不断增加和不断完

善。 天文学正是产生于像太阳在夏天早升起，而在冬天晚升

起这样简单的观察；化学也正是以铁生锈 、火烧焦 、肉腐烂这

样的观察为基础。 科学正是这种事实的综合分类，并且其有

92 用性是显而易见的 。 但是，因为宗教感情与信仰像科学一样

是进化的”自然”结果，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宗教与科学能

够没有冲突地和谐共处，还得承认在存在的最高层次上有某

种东西能够统一它们，并且使它们服从于更普遍的使命。 鉴

于我们精神的真实本性，所以，超现象的实在界或绝对存在

对我们来说是永远不可及的；同时，对某种绝对存在的信仰

是人的意识的必要组成部分。 科学上可达到的现象只能被

视为现象，即别的某种东西的种种表现形式：可知世界将总

是作为我们一无所知的世界的种种表现形式而呈现在我们

面前。 顺便提一句，至少是每一种哲学心照不宣地都作出同

样的假设。 物质、运动、力－所有一切都是未知实在界的

表征。 即使科学有那么一天实现了其理想，将所有知识化约

为一个涵盖全部的公式，它也只会成为经验的系统化，它本

身并没有把什么增加到以前所作的观察的内容中。 科学尽

可能地将知识化为符号，使其简单化和概括化，但是其不可

避免地限定于存在的相对形式之中，而不能超越它们。

宗教只是认知所达不到的界限之外的意识。尽管其对

实证知识所不能知晓的东西提出主张，尽管其在虚假的教条

和断言中得以表达，但是它对人类很重要而且不可取代。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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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类从完全淹没在直接的经验中拯救出来。得以恰当地

理解的宗教必须放弃有关未知之物的必然真理的宣告，必须

停止无根据地谈论某个人格神以及同样的信仰 。 它应该认

识到人的知识的界限和终极原因的不可知性。 宗教与科学

可以共融，并非因为它们的内容相容，因为宗教根本没有实

证的内容，科学也没有任何教条的限制，只要它们不僭越自

己的界限一宗教不断地做某事，从功能性的观点来看它们

就是相容的。宗教并非有关这个世界的任何知识，而是对知

识的限制的意识，可以说，是一种与屏障背后潜在的未知之 93

物的直接接触。 此屏障存在的意识极端重要，因为正是由于

它，我们才能将我们的知识纳人视野之中。 实证宗教的学说

是此事态的一种笨拙的表达。

在如此构想的一种实证知识的宽泛种类之中，斯宾塞将

他的人类社会的理论发展成为一种宇宙进化的继续和延伸。

每种社会发展形式都与自然法则一致，从来没有人造的产

物。 我们也观察到，在杜会的结构性和功能性特征的一方面

与相对应的活的有机体特征的另一方面之间有某种真正的

并且是深远的相似性。． 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观察到了发展

过程中巨大的成长，功能的进一步分化，结构性部分之间的

相互依赖性的增加，同时我们看见整个生命独立于单个组成

元素的生存。

当然有各种差异，但是它们并非本质因素，并且通常只

是表面的 。 因而，社会真的没有任何确定的外部形式，但是

这也同样适用千更低的有机体。 一个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

并非在物质上相联系，可是这种联系在更低的物种之中也缺

少，而且把人们分隔开的“空间”并不是空的而是充满了种

种制度或人的其他的创造物，因为人的生活依赖于它们，所

以它们同样成为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 人们或许认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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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以不同于生物有机体的组成部分

的方式运动，但这只是表面如此：尽管人们像物质对象一样

四处运动，但是作为社会成员，他们不再能这样做，尽管细胞

仍在不断流动的血液里，但器官仍保持不变。不像社会有机

体，活的有机体只拥有某个单一有意识的器官，甚至是这种

观察也不是很确切的：社会分化为受教育的和未受教育的阶

级产生了有机体的意识的定位化的一种相似物。

从整体上说则是，这两种情况下的组织原则都是同一

94 的 。 胚胎分成产生消化系统的内胚层和从中运动器官发展

出来的外胚层，这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历史划分

中（后者是生产食物的阶级）都有其社会的对应物；正如第

三部分的脉管层随后在活的有机体中发展出来一样，因而社

会也产生了商人和中产阶级的第三个中间的阶层。 也很容

易在器官组织中发现更进一步专业化的对应物。某种残留

的外部形式（例如，环节动物的分节）在与时代不合的行政

划分中有其社会的对应物。有机体的两个类型共有的也是

各部分之间的一种竞争。 血液进入一个器官引起另一个器

官缺少血液；同样，资本循环让人想起血液的循环。正如外

胚层的组织，比其他的更敏感并且更有收缩力，产生出了专

门进行收缩和感应的组织，因而用同样方式，通过把行政者

从政府的立法分支中分离出来，用于专门目的的更有灵活

性也更有天赋的管理阶级就产生了。比方说，议会是这个

体系的大脑，平衡着各种组织的不同的利益。

斯宾塞称这类沉思为＂先验的 (transcendental) 生理学”

［＂先验的" (transcendental) 这里是指它们以平等地适用于

所有有机体单位这样一种方式来阐明的生理学原则一一而

“超越性" (transcending) 则是个别的规律］。 一般的关系，例

如，某一器官的功能与其生长之间的那些关系，或者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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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与成长之间的关系，都有普遍的有效性。 有机体从胚

胎阶段向上发展的全部方式（器官的分化和执行同一功能的

部分之间的联系）在社会的历史中被重现了 。 生物有机体和

社会组织都显示出整合过程的三种类型：执行各种简单功能

组织的合并（参见曼彻斯特与其郊区的合并），由千既定的

组织对功能的垄断而执行同样功能的其他组织消亡了（参见

约克郡对纺织品生产的垄断是以牺牲英格兰西部为代价），

在起相似作用的部分之间增长空间的紧密性（参见在特定的 95

伦敦区域中某种贸易的集中化） 。 同时，向更高形式的转化

与外部环境的增长的独立性相联系（形式更加坚固，缺乏弹

性，在化学成分、重量、温度和机动性上对环境的逐步增加的

独立性） 。

斯宾塞相信，这种结构上的和功能上类比的发现代表着

一种真正的贡献，不只是对社会学知识而且对生物学知识都

是如此。 正确的概括有可能从经验上发现的其他法则中推

演出有机体的一些特性。 例如，因为组织的氧化作用是生命

的条件，所以我们能预测，相对于体积来说其表面小的有机

体一定有一个独立的呼吸器官。 同样，一且我们已经确定胚

芽一定会分化，则如果我们知晓外力作用于体系的个别部分

的差异，我们就能预测其发展。 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一切事

情：毕竟，一只鸭子的蛋只会孵化出一只小鸭，即使是一只母

鸡卧在上面。 遗传限制了外部环境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理

解这种现象。另一方面，我们观察到社会生活的遗传现象，

即传统的惰性，例如，由不同国家建立的殖民地在外国领土

上仍保留着其母体的某些特征。

斯宾塞并不认为他有任何东西应该归功千孔德。 直到

人生的暮年，他才读孔德的书，并且发现了许多他认为是错

误的空谈和完全是幻想的观点。 这些观点中的许多都是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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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体系中的根本主张：三状态的法则、各门科学的分类、历史

中各种观念的重要性，以及，不必多说，人类的宗教与其独裁

主义的含义。 斯宾塞也批评孔德完全忽略了生物进化的方

96 法，因为他没有考虑物种的可变异性。 他对不属于孔德特有

而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的一些观点表示同意（诸如

要创造 一个科学的社会学的愿望，对社会的有机的

解释等） 。

在伦理学问题上，斯宾塞批驳穆勒，用他自己的一种以

纯粹生物学前提为基础的伦理学来反对后者的功利主义。

尽管如此，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却贯穿着斯宾塞思想的始

终。 斯宾塞并不试图系统阐明概括现行道德观点的诸原则，

而只是想要将道德现象整合到自然的一般法则之中 。 根据

他的观点，最适者生存的生物学法则是道德生活的唯一可能

的基础。并且，并没有任何道德，只有一种被认为是理所当

然的共同存在的实际运行规则一一或者更确切地说斗

争一支配着人的生活；自然之外没有“善“，与自然法则不

相容的原则或观念都是无意义的。为生存而斗争以及其结

果一不适者的灭亡－是实际上在运行的法则，它们必须

被视为任何科学世界观的标准。在最后的分析中，斯宾塞的

前提与穆勒的相同：只有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是实证的善，我

们才可以视为是善。这尽可能地排除了不管怎样事实上并

没有增加快乐和提高人的能量的善：＂善的目的“或＂善的意

愿＂。此外，例如凭借同情或仁慈而被激发的行动就这样被

排除了。在世纪之交的文学作品中能发现斯宾塞的世界观

的通俗说法，尤其是在杰克· 伦敦的小说中 。

简要陈述，斯宾塞的思想最重要的特征如下：

1. 机械论（ 将发生在世界中的变化以及宇宙和普遍的进

化都化约为力的机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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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仰宇宙的一致性（不只是其所有形态变化的相似

性）：世界的全体经历着同一种过程，部分与整体以同样的

方式进化。

3. 自然主义（拒绝不同于生物学有用性的任何＂价值,, ; 

对社会划分的生物学的解释一一后者，顺便提一句，只是传 97

统论题的一种新的更加详细的说法）。

4. 经验主义的知识论，尽管存在着超越经验的领域（科

学是对大量经验的描述，它并没有增加经验的任何内容）。

5. 宗教不可知论。

可以设想，斯宾塞学说中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实证

主义的思维方式不相容的，尤其是他主张，由科学观察到的

现象只是别的某种东西的表现形式，因而必须指涉超出可观

察的实在界之外的某些“本体”领域。然而，斯宾塞把不可

观察的世界从认知的全部领域，也从语言 'ti驱赶到了一种暧

昧的感觉领域。超越性仅仅是对界限的感觉，并没有任何实

证的科学内容。 因而，斯宾塞坚持实证主义的主要构造性的

特征（废除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差异；主张方法的统一以及宇

宙结构的统一；将知识作为一种安排好秩序的记录以及作为

当前经验的体系化和符号化的一种唯名论解释） 。 实证主义

的这种变化的一个具体特征是对人的世界的生物学解释以

及让哲学合法化，尽管这种哲学拒绝了自己的方法，但是有

其自己的任务——系统地阐明各门科学的综合。

在斯宾塞和穆勒的影响下，在英国以及以外地区，在包

括科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以及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中

逐渐形成了一种广泛的思潮 。 其特征是相信科学对各种形

而上学的问题持完全中立的态度，并且相信将科学知识限定

在经验的符号记录上是可能的。在斯宾塞的影响下，道德和

风俗习惯的历史用生物学解释的精神来加以研究，而且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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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活和活的有机体的行为之间的类比执行得更加具体。

别的例子不说，人种论（哥比诺）可以被视为将人类社会生

物学化的趋势的一个例子。

98 然而，在这个时代两个主导的实证主义论题之间明显地

出现了不一致 个论题可概括为经验主义的口号，一个

论题旨在将所有知识完美地统一。统一认知的来源作为一

个前提，而统一认知的结果作为一个假设－这两种愿望并

不总是能够和谐一致。前者追求的是完全清除经验记录中

所有＂额外＂的世界景象，后者则追求一种摆脱偶然性和性

质上的差异的世界景象，很难将两者和解。 对彻底的经验主

义者来说，每种极权主义一机械论的或其他的一~想要对

现象进行普遍解释的学说都具有形而上学的意味。一些实

证主义者倾向千强调对世界一元解释的自然主义一元论，而

放弃了许多早期的实证主义口号（例如，海克尔持有斯宾诺

莎的一元论，他肯定了所有实证主义者都最强烈谴责的那种

形而上学立场） 。 其他人则倾向于从经验中消除实际上不起

源千经验的每种东西的一种主观主义，因而，其结果是迫使

内容常常带有心理学的特征。

实证主义支配着“那个时代的精神”甚至到了康德主义

者试图以之来解释康德的那种程度一一或者要切割他的思

想一用这种方式以便只保留与广泛流行的实证主义相一

致的那部分［赫尔姆霍茨(Helmholtz) 、朗格 (Lange) J 。 康德

的先验论、他的知识的先验条件的理论以及整个实践理性批

判都被搁置了。可以发现，康德所谈论的是，在塑造我们对

可知世界的形象中经验的心理意识所起的作用 。 所留下的

只是一种纯粹的生物学相对主义，甚至还有一种给其奠定生

理学基础的企图 。 “物自体”当做形而上学而被抛弃，这种

对形而上学的否定态度导致了心理学的主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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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和斯宾塞，仅次于受他们所影响的历史学家们和小

说家们，对 19 世纪下半叶许多欧洲国家广泛持有的某种实 99

证主义态度作了最有成效的贡献。包含在这种态度中的是

反对浪漫主义的保守的历史主义（即拒绝只因其是古老的、

持久的、牢固植根于传统的任何东西就给予其价值），专门

承认“实证”价值以及使社会生活理性化的趋势。这种实证

主义以改革的激情为标志，并且结合着放弃植根千传统的非

理性理想（民族主义的理想尤其声名扫地）；它承认社会自

由的诸原则，这在起源上与竞争的资本主义状况相联系，但

是它的合理性是由生物学理论和自由放任的原则所证明的 。

后者保证了赢家属于最强者，激励了人的能力和原创性，消

灭弱者，并且支持对物种有益的个体的生存。就日常生活而

言，经验主义和反形而上学的知识论都被解释为一种信念：

只有其结果是有形的、可度量的和可计算的人的那些行为才

是有价值的，并且只有有助于使生活变得更容易满足基本需

要、促进交流以及增加产量的那些理想才值得认知。对“浪

漫主义”价值的轻视与对实证科学一其使命并非要解决诸

多的形而上学问题，也并非要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作

出选择，而是要行使实际的功利主义功能的一门科学－—一的

狂热崇拜密切相连。 敌视宗教，不管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拒

绝宗教价值和信仰，还是伪装成傲慢的不可知论，都是这种

世界观的一部分。这可以被视为是一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

的欧洲社会受教育阶层的主导观念，在一些国家甚至一直延

续到 19 世纪 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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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验批判主义在文化中的地位

101 在 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里，实证主义思想显示出了更强

烈的心理学和主观主义倾向 。 至于其感兴趣的范围，有一种

明显地返回到有关科学方法与发生认识论问题的倾向，而追

求进步的一般理论或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的观点的愿望明

显地日益衰落。 这个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放弃主观性的

尝试：主体或＂自我“现在被归结为一种在实在界无对应物

的思维的构造，或者是不合法的，或者是纯粹为了方便而添

加到经验内容中的某种东西。

这种没有主体的主观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于阐明“纯粹＂

经验的观点。为此目的，有必要对人们巳经＂深思熟虑＂的

当前科学的世界景象中的那些元素追根究底——井非必然，

甚至也不是主要为了全盘抛弃它们，而是为了使其非神秘

化，理解其起源，并且将其放在合适的地位上。这种实证主

义，以众所周知的“经验批判主义”为其最完备的哲学表现，

尤其关注的是发生的问题。 它探寻知识的种种起源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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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其从何处产生，并且其承担何种生物学的使命。 它精心

制作了一种心理学的知识论和一种经验哲学的方案。它来

源于休谟并且很少应该归功于孔德一一不管怎样，完全相互

独立地发起这场”运动＂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两人既没有对

孔德学说产生太大的兴趣，也没有与其保持密切关系 。 他们 102

在德国哲学传统中成长起来 ， 因此他们的出发点与孔德或斯

宾塞的非常不同。 后两个思想家将由他们那个时代的自然

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视为理所当然 ，并且设想了一个没有形而

上学基础结构的普遍体系 。 另一方面，阿芬那留斯和马赫捉

出了有关所有科学陈述的意义以及它们有多大的有效性等

一些基本问题。 对他们来说，实证主义（顺便提一下，他们

避免甚至抛弃使用的一个词一—阿芬那留斯的门徒培佐特

最先采用了它）与其说是科学知识的最高综合，不如说是返

回到某种“自然的世界观”，他们认为这种＂自然的世界观”

是至少有一个世纪的未加批判就接受了的先人之见，因此受

其蒙蔽了。 这种对自然的意愿和对清除了不合法的“附加

物＂的经验观点的追求，使经验批判主义与其时代的“现代

主义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这也远离了将世界理性化的理

想，并且宣告了对某种纯粹＂自然“人的一种追求。

除去所有神秘化和装饰品（它是自然发生的，仅仅因为

其牢固地植根于习惯）而努力发现人的”真实面貌＂的努力

由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所表达，以至将其聚集起来（甚至作

为“现代主义.,)也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事业。 而且，尽管

很难定义它，但是，在一方面尼采的生物主义和由此所产生

的“生命哲学”或＂活力论”与另一方面在世纪之交兴盛起来

的现代主义文学以及各种实证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

联姻关系 。 他们的共同点是要在自然的或实证的人中发现

未受科学偏见和文明独有的其他习惯所影响的一切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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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康德的”在什么条件下知识有效＂的问题（尽管并非

其答案）由这种哲学运动复兴了，这种哲学运动尽管相信实

证主义的基本假设，但赋予了其新的意义。

这种哲学的第二个独特性，将其与同时代的理智氛围中

103 别的许多方面相联系，即所谓的“能动主义”，它抛弃了认为

人的知识越服从实在界、越忠实地反映了支配实在界的法则

就越真实的观点。像同时代文学的唯意志论者一样（与左拉

的“实验小说”形成鲜明对比），经验批判主义对知识的解释

符合将人作为主要是以其在世界中的主动作用为特征的一

种存在的观点。“纯粹经验”并非被设想为某种反映实在的
镜子，而是作为所有资料的自然的自发的组织者的人的主动

生活来看待。因此，要进行种种尝试，以使追求“客观”知识

的科学主张失效，并且这些尝试导致”事实”概念的破坏。

后来的拆毁工作是由与经验批判主义学科以及与所谓的认

识论因袭主义者相关联的物理学家们所完成的。

二、阿芬那留斯：科学哲学的观念

理查德· 亨瑞士· 路德维·阿芬那留斯 (Richard Hein

rich Ludwig Avenarius, 1843一1896) 是一位哲学教授，首先在

莱比锡，然后从 1877 年起一直住在苏黎士直到逝世。 1877

年他创办了《科学哲学季刊》，这是他与冯特和海恩斯一起

编辑的，该杂志是这个新学科最重要的哲学机构。他的文章

很难进行下去：他有意力求克服先前哲学术语上的习惯以便

消除其隐藏的智力偏见，但因为他众多的新造出来的词语和

其他语言上的复杂性，所以他的著作只由专业的哲学家们阅

读，而其大部分著作都被人们敷衍而过。因而，他的思想长

久以来一直被误解，并且经常被错误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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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芬那留斯深信，每门科学都自然地旨在满足活跃在人

的精神之中的统一的愿望。 因而每门科学都是一种旨在对

其领域形成综合的观点，一种由某个终极的至高的概念所统

辖的观点。此后就只有一元论才能满足这种统一的需要了。

此外，每门科学—一包括逻辑学和知识论一在发生学的意

义上都是经验的，而每门科学凭借一种惯性都趋向于哲学，

唯有哲学才能获得想要的统一。 因而阿芬那留斯是从某种 104

认识论的一元论一一并非构想为一种虚构的理想，而是构想

为世界中目标理想的描述一的假设出发的。 如果哲学是

一种科学－—－阿芬那留斯坚信它能够而且应当成为一种科

学一—它在实现精神一元论的理想中起着独特的不可取代

的作用。 像其他诸门科学一样，它是经验的和逻辑的，但是

与它们不同，它处理的是比任何一门特殊的科学问题都更一

般的问题。它的使命是要分析和构造那些在每门科学中执

行综合功能的概念（即涵盖给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的全

部），最后还有那些将用于统一全部知识的概念。 因此，哲

学必须探求所有经验的基本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科学

是要满足其隐含地对统一的需要，则哲学对每门科学来说都

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哲学中，即在最高和最一般的概念之

中，诸门科学才能呈现出其确定的形式。哲学的目标是要构

造一个统一的科学的世界观，在其中，每一门特殊的学科将

被指定自己的位置。

三、阿芬那留斯：对经验的批判

这里所讨论的哲学运动由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批

判》 ( 1888一1890) 一书而得名，此书开启了一种旨在将实际

上“给定的“东西从所有外在的附加之物分离出来的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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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人的全部思想都是有机体对其生

物平衡的扰乱的一种反应，因而要服从于支配一切有机体过

程的法则。 阿芬那留斯抑制了对认知过程的”本性＂或先验

意义上的“有效性＂的探寻，而对有机体的活动中认知过程

所起的作用进行经验的研究，即，他将认知视为与中枢神经

系统相联系的某种生物学的事实来对待。 每一认知行为都

旨在恢复受到外界刺激的有机体的平衡。 由神经系统控制

的做工消耗与能量吸收是阿芬那留斯称做“生命系列＂的过

105 程 。 他在独立的一一纯粹机械的或化学的一系列和依存

系列之间作出区分，这产生了认知，即平衡的恢复之中包含

有一种认知活动 。

许多过程发生在神经系统中，在这个过程中平衡立即被

修复，但是当它们包含一种认知活动时，我们就是在处理一

种依存的系列，并且把其效果作为有机体自动平衡趋向的功

能来研究。 认知内容的某些特征（例如性质差异、快乐 、 痛

苦） 与神经系统中发生的运动有关，但是特定的认知内容总

是在功能上隶属于追求恢复其平衡的有机系统的需要。诸

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体系的哲学学说以及宗教陈述，都能

从同样的观点来评价，即我们设问 ， 在何种条件下有机体的

平衡要靠唯物主义的 、唯心主义或神学观念的方式来恢复。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认知内容总是完全依赖于单个有机

体给定的环境。需要借助于共同操作得以满足，这需要一种

独立于个体偶然事件的可以沟通的各种经验的贮存。 随着

科学的增长与发展，它逐渐创造了一种“纯粹“经验的贮

存一独立于单个人的经验一一一尽管在这种意义上经验的

完全＂净化＂仍是一种尚待实现的理想。

经验与感觉－印象的内容并不完全同一，因为更早印象

的痕迹总是有助于决定当前印象的内容。 我们也不应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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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与印象等同，因为感觉总是包含了一种选择，凭借这种

选择，它从最容易引起认知活动的那些组成部分，主要是那

些重复发生的部分之中构成其对象。因而，所有的感觉都包

含了像直觉一样的某种东西，此外还有来源千其他感觉印象

中的因素（例如，在光的感知中，第三维起源于肌肉运动的

印象） 。 因而，经验总是呈现出某种概念的形式，尽管只是

初步的形式；它是一种各种同类感觉的结合，就这些感觉来

说，它们又是各种印象有组织的集合。 我们所称为“实验" 106 

的东西（而不是“经验,.)正是由适用于科学概念的构造的那

些感觉的集合所构成。

并没有任何途径超越经验。甚至认识论批判也必须指

涉它，并且一种有效的知识论必须以其不同方面的实际认知

过程的观察为基础，因而必须运用经验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资

料。 经验概念位千阿芬那留斯思想的核心，正是由于它，我

们才能构造出一种对世界的一元论的解释，这种解释排除了

在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之间，以及在“是＂与＂应该是＂之间

的“朴素的”（正如阿芬那留斯提到的那样）对立。 这样的对

立在经验中并不存在；唯有在经验中的“应该＂，即被看做一

种应该的东西实际上是给定的。这就为科学地解决伦理问

题铺平了道路。

废除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以支持一种

同类的“经验“是阿芬那留斯哲学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

是凭借我们将简要描述的几个辅助性概念的帮助来完成的。

四、对“内撮＂的批判：自我与环遗

之闾的松谭

从朴素的经验观点来看，阿芬那留斯说，精神现象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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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位于＂灵魂”之中的特性或过程，而这种灵魂被构想为

不同于身体的实体，它决定生命的目标。因为这种朴素的理

论所包含的诸多困难，所以它被一种朴素批判的理论所取

代，这种理论试图并不指涉＂灵魂”，而将意识视为与＂外在“

物体相对立的“内在“主体来研究”稍神现象” 。 前一个尝试

是一种纯粹语词上的权宜方法；至千后一个尝试，它以一种

广泛流行的谬见为基础，阿芬那留斯称其为“内摄＂。他认

为，揭露这个谬误是其批判的一项特别重要的成果。

107 根据阿芬那留斯的观点，我们错误地想象--ffi误并非

是一个原初的经验，而是所得到的偏见的结果一—我们在经

验自身中能够辨别出与我们的精神想象所不同的某种东西。

因而，我们把世界划分为“我们之外＂的某种东西和＂我们之

内＂的某种印象，并且构造了两种由哲学二元论体系所表达

的不同的实在。现在，这种“内摄＂（是内在精神中的事物的

印象）与宇宙的自然观不相符合，这种宇宙的自然观应该成

为任何科学观的出发点。当然，在这种自然观中，我们将经

验分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我们的身体、思想、感情）以及

我们周围的物体所组成的另一部分。但是这并非认为两个

不同的本体的假设是正当的，更不用说两种实在了，一个外

在的和一个内在的，两个平行的系列并非两个本质不同的世

界。事物与观念正是作为中枢神经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

作用的结果才形成。 在我自已与我的环境之间有一个持续

的必然的关系，阿芬那留斯的术语是“基本经验的同等化"。

然而，关系的两端都落人同一种经验的实在界之中。阿芬那

留斯把“自我＂称为这种关系的“中心部分”，而把环境称为

其“对应物” 。 在认知活动中，我们总是对这两个不同的组

成部分进行区分。 每一具体的”自我＂都与某种确定的对应

物相联系，反之亦然。 我将其他人经验为像我自己一样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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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我将其行动联想为并非纯粹机械的某种意义，我视他

们为基本的同等化中的“中心部分＂。他们的对应物与“我

自己”可以是同一的，或者我们可以互相成为“对应物”。

正是在这一点上，谬误的内摄原则闯进来了，这是一种

由心理学家们所持有的原则，但是与自然的世界观完全不

符。因为内摄诱导我们将他人的不是纯粹的机械行动解释

为一种“在我们自身中所发现的印象＂的集合，即定位于大

脑之中。相反，我们所应当认为的是，当另一个人告诉我们

他的印象时（例如，当他说，“我看到一块石头,,)'他的话就 108

像我陈述我的经验时我自己的话一样意味着相同的东西。

即，我应当认为，同一种关系发生在其他人与石头之间，正如

发生在我与石头之间一样。内摄原则的困境在于，它将“看

到的石头”转换为位于大脑中的一种印象的集合，从而构想

为“在我自身中的印象＂。因而内摄把对象作为所看到的东

西放到我之内，使其成为“在我自身内＂的某种东西，或者说

是我＂之外＂的某种东西的表现。这是将环境的组成部分化

约为一种精神的组成部分。那么显然，内摄超越了经验赋予

我们权利从中推断出来的任何东西，也就是说，它将其他人

的行动的意义解释为与我自己的行动有些不同，它使我们设

想环境的组成部分只是我们”之内＂的印象，因而，另一个人

并不能像我所看到的石头那样去看石头，而只作为他”之

内＂的一种印象。

如此的“内在的存在“，如此将单一同类的世界划分为

内在的和外在的 、主体和客体一—所有这些都是纯粹人造的

内摄的产物，并且在经验之中没有基础。 同样，每种二元论

或心身平行论都同样被揭示为偷偷引人的偏见。并没有＂之

内＂，也没有必要使感知内在化：我们经验的事物并非是“内

在的印象＂。在经验中并没有“内在的”和＂外在的”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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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一此划分的意义纯粹是方法论的。经验在形而上学

上是中性的，它总是包含着一个个体，但是＂自我＂与“石头”

在相同的意义上都是经验的组成部分，并且两者的差异只在

于＂自我“包含着某种附加的组成成分，例如快乐或痛苦的

感情。经验的一些部分容许我们借助于特定的性质而描述

对象的特征：这些是自然科学感兴趣的因素（诸如声音、颜

色等等），并且在依赖于个体及其中枢神经系统的范围内，

也是心理学感兴趣的因素。 但是心理学错误地构造出一种

”精神”因素来反对“存在于另一边的东西＂ 。 除非由心理学

109 的偏见所歪曲，经验并不能在物质与精神之间、事物与其

“内在的“副本即它留下的痕迹之间作出区分。

然而，根据阿芬那留斯，认为去除了内摄的错误就去除

了自我认知与环境非认知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区分是错误的。

因为，当我说我知道这个或那个的时候，我说的是，我的”自

我“是事物和思想的集合，这种集合由于某种刺激的作用而

增大，相反，非认知的部分在同样的情形下并未增大，因此不

能被视为是在其中这种刺激是对应物的基本同等化的“中心

部分＂。但是，＂自我＂＂凭借其内在的认知＂而不同于环境中

无生命的组成部分一一这个陈述是无意义的，因为我们确实

不知道在这些无生命的组成部分中的任何“无认知＂，并且

”自我＂仅仅是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精神并非位千大脑

中的某种实体，也非大脑的一种功能或一种状态：它是描述

经验的一种方式。

问题出现了，我们如何构想一个没有＂中心部分＂的环

境？例如，什么意义能被赋予那些不可直接观察到的事件？

根据阿芬那留斯的观点，自然科学并不询问有关环境”自

身＂的问题，而是描述假定一个观察者充当＂中心部分＂的某

种环境。 它将某种实际环境视为是某种无法观察（神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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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况的“对应物＂。换句话说，阿芬那留斯否认在涉及不

可观察的情形时基本对等的观点削弱或改变了科学描述的

实际意义。

因而，阿芬那留斯对内摄的批判的最终目的是要作凭借

将主体和客体都归结为被设想为基本范畴的经验而消解主

客二元论。不管是主体归结为某种事物，还是事物归结为主

体，其结果是一样的：主体性的破解和将”自我＂与经验的其

他形式相等同。因而，可以说，阿芬那留斯的“主观主义”

（如果这个词不是太不公正的话）并没有通过归之千主体而

重构实在性，而是摧毁了主体自身的实在性一一顺便提一 110

下，这与实证主义传统相符合。经验批判主义的对手们指

出，凭借将“经验“看做基本的在形而上学上和认识论上是

中性的范畴，阿芬那留斯并没有消除二元论；更确切地说，他

不情愿地时而在实在论的意义上、时而又在心理学的意义上

来解释它。但是阿芬那留斯自己认为，此类型的每一种解释

都是形而上学的，在科学中没有地位。他认为，我们的自然

经验的前科学观点是足够清晰的，井且我们并不是自发地将

其视为自我的产物，也不是视为超越存在的“内在反映＂ 。

阿芬那留斯的基本意图是清彻透明的：他想要消解的不只是

形而上学问题，而且还有认识论问题。 他对经验的批判纯粹

是破坏性的，他倡导的哲学既非一种知识论，也非一种存在

论，而是限定在分析科学的实际结果，并且将其归人最一般

的范畴之下。他的“净化”事业的目的是要消除形而上学的

偏见，并且为实用主义为导向的科学指引路径。

除了围绕在阿芬那留斯经验概念周围的某种模糊性之

外，他的整个方案都以一个更加普遍的概念为基础。 这就是

所谓的“经济原则＂，别的不说，此原则用于证明重构经验世

界，并且将“内摄”概念从中清除出去的尝试是正当的。

105 



理性的异化

五、经济康逗

在哲学史的教科书中这个名字之下所表示的东西能被

归结为几个逻辑上独立的陈述并且其中可能辨识出某种共

同意图。 经济原理的一个早期的众所周知的说法就是“奥卡

姆的剃刀" : "不要不必要地增加实体。”这可以归结为经验

主义的原理：我们有权利断言的是唯有经验迫使我们认识的

那些事物及其属性的存在，并且我们必须放弃所有其他的存

在。 这个说法并非是本体论的陈述，而是一个方法论的

规则。

111 这个原理还有本体论的或描述性的好几种阐释。 有－

种神学的说法，由马勒伯朗士 (Malebranche) 和其他人所阐

明。 据此说法，上帝在管理世界时总是使用最简单的方法来

达到他的目的：即，当能在较少花费的情况下得到同一种结

果时，他并不浪费自然资源。 同一原理也由莫泊求用纯粹物

理学的语言所阐明：自然的每一效果在由一种给定的原初状

态到另一种状态时，总是用尽可能少的能量消耗所取得。 某

种稍微狭窄的阐释（然而，并不必要用完全普遍化的形式来

陈述此原则）是由斯宾塞及其他人所陈述的生物学的观点。

根据这种观点，活的有机体的活动以最少的能量消耗而进

行，并且，因为人的大脑行使着系统的自我保护的功能，所以

思维也受同一法则支配。 在这种形式下，经济原理能被应用

于智力行为之中，并且为认识论推理提供生物学的基础—一

假设这些推断能够以对自然的观察为基础 。

正如阿芬那留斯、马赫以及相关作者所理解的，经济原

理并非是某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物理学法则，而是对中枢神

经系统的行为的一种描述，这可以解释科学思维的实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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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一般来说这是人的知识史，特殊来说则是科学史的实际

过程。 知识的逐渐积累能够凭借精神的经济化趋向而得以

描述。 科学概念、法律、假设、理论一所有这些都是对智力

劳动经济化的一种速记，正是由千它，所获得的经验才能被

记住并且传下去。 科学的唯一使命是要借助人们可及的其

他人的经验来减轻其不断从事试验的需要。 任何一般的科

学陈述在整体上都不增加特殊的事实；它们只是涵盖了事实

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由于生物学的原因而对人类来说

是重要的。它们节约了人们的努力，从极其重要的角度来

看，它们使一下子就能理解众多的特殊事件成为可能。 科学

是非常经济地安排的经验，并且其真实内容并没有超越经

验。诸如那些“本体”、”事物”之类的概念，同样都是心智经 112

济化倾向的产物：在整体经验中，我们将某些特性区分为比

其他的更加恒定，并且将其综合为某一”事物”，逐渐将其与

原始的特征分离出去，以至最后它成为某种不可移易的“基

质＂ 。 语言妨碍了这个认知过程，这样一来，无益的形而上

学观念就出现了。在实际事物中，”事物＂的概念是有用的，

因为它将表现为连续的经验系列的某种重复发生的特征固

定在简略的形式里；并没有理由放弃传统的讲话方式，然而

我们必须去除所赋予这些词语的形而上学意义，这种形而上

学意义不能由认知的有机体的任何真正需要所证实为正当

的。这对于常常用于表示各种各样的物理反应的“力＂的概

念同样是正确的。 这个概念有用是作为在许多经验中对某

种重复发生的特性的一种速写的备忘录，但是我们必须警惕

将其与任何形而上学的观念联系起来。

对经济原理的适当的理解将能使我们不理睬许多形而

上学的问题 ，并且人的全部认知一一其过程和内容—一将用

做解释为在发生学和功能性上我们借助于大脑的帮助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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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生物学需要有关。从生物学上讲，中枢神经系统运行是

有目的的。两个因素合作产生出观念：统觉聚集［赫尔巴特

(Herbart) 的表达］，即现成的原有统觉的固定的遗留物执行

着同化的功能，以及还有新统觉的诸多因素。前者有一种主

动性，它们从经验的内容中挑选出已知的成分和所需要的成

分（因而它们按经济原理运行）。从经验的被动内容之中，

统觉的聚集通过将未知因素与已知因素相联系而统觉出新

的未知因素。统觉的成分与统觉聚集的内容相比更不好定

义，并且认知过程正在于此，即大脑借助于熟悉的观念而将

113 其从中挑选出来，并对统觉内容下定义。作为统觉聚集活动

的基础的神经机制可以解释我们关千世界印象的恒定的固

定的概念的存在，它也可以帮助弄清楚语言的功能：语言由

记号所组成，这些记号旨在使同化的努力经济化。每一个智

能作用都预设了现成的概念聚集的存在，借助于最简单和最

普遍的可以得到的观念，我们不断地将经验内容包含到这些

概念之下。关于这种机制，经济原理能作如下表述：当新的

因素在经验中出现时，意识在对其进行同化的过程中所经历

的变化是在给定的情况下可能性最小的变化。

当我们从这种观点来思考科学史时，我们观察到，科学

逐渐消除了在纯粹经验中不存在而且对有效地同化材料是

多余的那些成分。 这些多余的成分包括：各种价值、神人同

形的概念、本体与原因的形而上学概念以及“共相”等。

正如很容易看到的，经济原理在科学”真理”这一词的

一般意义上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而只是描述了支配认知内

容的同化过程的生物学法则。尽管它强调了概念的客观性，

但这种客观性在于它们对经验的个别因素的适用性，因而有

一种纯粹操作上的，而非形而上学的意义。经济原理是决定

各种概念的有效性的唯一可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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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原理的经验说法引起了许多批评，说它总是招来相对

主义或怀疑主义的学说。 据说，此原理包含了＂说谎者＂的

谬论的推论（它必须适用于自身，因为它包含了人的全部思

维，因而在传统的意义上它不能进行正确的表述，充其量只

能作为它所描述的心理过程的结果） 。 它也因不可能对事实

与理论进行区分（或科学虚构）而遭到了人们的反对，因为 114

在经验之中，这样的虚构正如其他事实一样是“给定的”和

真实的，并且这些事实本身也是由统觉聚集所挑选出来的。

因而，在经济原理的基础上不可能在经验的真正因素和虚构

因素之间进行辨别。 在阿芬那留斯之后，彭加勒

(Poincare) 、杜恒 (Duhem) 、勒·卢阿 (Le Roy) 以及其他人

都更具体地分析了事实的概念。

经验批判主义，特别是经济原理被认为避免了康德的批

判问题所引起的诸多困难。 但是，其对手们反对说，此项事

业是无用的。在经验批判主义对于世界的印象中，经济原理

和纯粹经验的概念相互预设；一旦我们已经决定将纯粹经验

的概念作为一个不变的参照系（以便知晓什么认知因素与思

想的经济性不相容而被消除，我们必须拥有一种将“给定

的”进行化约的模式），此原理方可得以阐明。另一方面，我

们通过利用同样的经济原则，就得到了纯粹经验的概念。 因

而分析到最后，我们得到了与康德批判问题的出发点相同的

循环推理的一个新的说法：评价知识的标准由一种在其构造

之中使用着同样标准的认知模式证明为合理的。胡塞尔在

其《逻辑研究》中批判了经济原理。 根据他的观点，利用经

验科学结果的知识论并不能抵御批判，因为如果我们预设了

借助于有疑问的标准而取得的特定成果的有效性，则不可能

询问知识的有效性或无效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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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恩斯竹·马癖

在其著作中，恩斯特· 马赫 (Ernst Mach, 1838一1916)

系统地阐明了同阿芬那留斯大致相同但独立千他的许多观

点 O， 与阿芬那留斯所不同的是，马赫是一位实践的科学家，

一位实验和理论物理学家。他在维也纳、古拉茨和布拉格教

授数学和物理学，并且在其学术生涯的最后几年里在维也纳

发表哲学演讲一更确切地说，是有关各门归纳科学的历史

115 和理论。对与他那个时代的物理学新分支相关的总体观点

的需要的思考，将他引向了历史研究，希望知道物理学的基

本概念是如何得到的，这一研究有助于澄清其真正的意义，

并且为进一步工作的前进方向提供线索。因而，他将大量的

注意力投人到物理学的历史之中。

也许因为马赫对历史的兴趣，尽管他在许多方面与阿芬

那留斯有关，但是他比后者具有更加强烈的知识相对主义的

意识。 阿芬那留斯似乎坚信，随着科学的进步，经验将会不

断得以＂净化＂，并且可能更接近于在一种彻底净化的经验

中进行无从不包的综合的理想。 他远比马赫更加在意体系

化，而且远比他更倾向于传统的哲学方式，尽管他用纯粹生

物学的术语来解释科学的意义。另一方面，马赫则深信科学

的每一个特定阶段以及所有的科学断言的暂时性特征。 他

彻底地反教条主义在其哲学反思中起着重要作用。他深信，

顽固不化地遵循传统沿袭下来的公理一般将会对科学与生

活造成危害。 他不相信任何意见会不受批判，认为物理学本

身尤其需要彻底清扫。

在马赫很年轻的时候，他读了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

论》，此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并鼓励他去批判地反思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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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形而上学偏见。 然而，在其成熟的著作中，他完全抛弃

了康德主义的基本观点。 他得出的结论是，“物自体“是一

个完全多余的假设，没有任何根据去相信任何经验的先验条

件；他发现，断言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尤其荒谬•o 根据他的

观点，科学史无可辩驳地显示出，在规定普通语言的前科学

的日常经验与现代科学的理论构造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

科学是贯穿在历史中人们所自发追求的同样的速写、经验符

号的体系化的一种连续。． 认知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特定 116

部分，一种有机体的反应或一种适应环境的过程，没有理由

赋予其超越的意义 。 因而像阿芬那留斯一样，马赫企图通过

构造不探寻经验实在的“存在“地位的某种主导认识论范畴

（经验）来消解形而上学的概念。 他凭借其生物学以及经济

原理的方法论概念也与阿芬那留斯有关联。

如果我们反思一已经废弃了所有形而上学的假

定一在认知中所给予的真实内容，根据马赫的观点，我们

会发现可以被称为＂元素＂的具有各种特征的某种合成物。

这些元素”自身“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问题是无意义的问

题。 肉体性或精神性并非任何经验成分的特征，而是认知组

织的一种特定方式。”它们自身“是中立的，我们将这些元

素（颜色、声音 、空间 、时间一简言之，所有传统的第五性质

和第二性质）以或多或少恒定的结合方式联结在一起，并且

研究它们同时发生的法则，正如自然科学所做的那样，在这

个程度上说，我们称之为“事物” 。 我们将这些同样的元素

归于感知它们的身体，在这个程度上，它们被称为是“印

象,,. ·o 任何解释相对千经验中的元素的存在都是次要的，并

且支配解释的规则恰恰就是经济原理，这个有机体的自我保

存活动的无意识的目的管控者。

科学法则和理论并没有把任何东西增加到最初井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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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千其中的经验之上；它们的作用在于选择和符号化；它们

确实没有必要再生一个绝对的世界，而只是从中选择出生物

学上重要成分并且安排它们的秩序，以便使我们对它们能有

所预测，防止其有害的效果或者利用它们生物学意义上的有

益特性。 发现和记录某些我们称做”事物＂的元素再发生的

结合方式在这种安排秩序的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当我们

在精神上将其从变化的环境中分离出一个相对恒定的物体

) 17 时，我们仅仅试图要将各种不同元素因其可变性或不变性而

展现出来的各种差异固定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一一种具有

至高无上的实际的重要特征。 这种活动的一个意外后果是

这种幻觉：一旦我们减去所有这些特性，则还会留下某种不

明确的基质或＂物自体＂ 。 在实在界，从纯粹经验的观点来

看，身体只是代表着元素的或多或少的恒定的结合方式的精

神符号。这也适用于诸如时间、空间以及因果关系这些现

象。除了涉及某些联系的恒常性的观察之外，形而上学关于

原因的概念对我们毫无用处。 时间是凭借其价值给出现象

之间某些关系的特征的一种独立的变量，并且与因果关系一

样不需要我们赋予其任何本体论的实在性。同样，马赫认

为－这引发了普朗克的猛烈攻击一—原子和其他粒子只

有象征性的实在性。他以同一种方式来对待个体或自我的

概念：个体是我们把某些特定的性质聚到其周围的一种象

征，在这种意义上，它是有用的工具。

并没有如此之知识，它告诉我们有关世界的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不起源于经验却有经验上的内容。马赫认为，我们

应该理解这一点特别重要。几何学，在它运用于经验的范围

内，是与机械力学同样意义上的经验科学：它以一种缩减了

的因而是理想化的形式来描述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 无经

验特性的数学命题有一种同义反复的特征－它们不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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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综合判断一并且他们井不指涉事物，而是阐明推理的规

则。我们关于世界的所有陈述，不管是单个观察的记录，还

是所谓的原理、法则和理论一所有这些都受到经验的控

制，而且正是由千这种控制的可能性，才由人类分派给它们

来执行至关重要的各种功能。科学是一种人的生物行为的

特定方式，一种不只是靠经验所提供的有效沟通的手段，尽

管知识的真实内容从来没有超越出经验。

马赫承认其受到达尔文著作的影响，达尔文的著作正值 ll8

他大学毕业之时出版。此书让他相信，科学的进化是作为总

体的生物适应过程的一个特例。 “用最简洁的话来表达，科

学认识的使命在千使思想适应于事实，以及使思想互相适

应。每一种有益的生物过程都会促进自我保存，因而是一个

适应过程……因为生物体的物理的、生物的行为由内在认知

过程一一思维共同决定和补充。 ”

这种解释也去除了科学的”描述＂与科学的“解释＂之间

的区分。一旦我们已尽可能详细地和经济地描述一个给定

的体系，则没有什么东西还需要加以＂解释＂。并且，根据马

赫的观点，这种区分自身是有害的，并且造成浪费科学能董

的后果，因为它引导构造脱离经验意义的种种不必要的假

设，并且鼓励那种能够创造一个普遍而永恒有效的科学的荒

谬主张。

因而，除了马赫在短时期内曾经同意康德的观点并且同

情贝克莱之外，正如他自己对我们所说，他达到了“一种没

有思辨形而上学成分的自然的世界观。对形而上学的厌恶

由康德植人我心中，并且由赫尔伯特和费希纳进行的分析使

我接近于休谟的一种观点”。

根据马赫的观点，这种自然的世界观并不包含任何困

境，也不会产生任何自相矛盾的结论。 它容许甚至必须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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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验世界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共同的，因而物质的经验不

同于只是对每一个独立的人的个体来说才是可及的精神世

界。没有任何理由否认其他精神的存在，在其他个体的行动

与我们自己的行动之间不能反驳的类比迫使我们这样做。

119 "物质世界依靠各个元素之间已建立起来的关系，而人的各

种印象之间的关系仅仅是这样的关系中的一个特例。”

这种观点完全满足千它自己的主导原则—一经济原理

的需要。 一旦不仅污染了“纯粹哲学”，而且污染了物理学

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问题已经被清除殆尽，人类的智能将

会集中在他们的真正需要之上，这正是科学的使命所要满

足的。

科学并非是由千进行”概括＂而聚集和添加的单个事实

的集合。科学通常是通过事实的发现而取得进步，这些事实

本身是通过直接经验而提示了支配它们的法则。这样的一

个例子就是颜色随着光的折射角度而变化的方式。 在科学

中被发现的同一类型的基本活动出现在动物的层次上：动物

的条件反射是一些初步的概念，后面的术语是在一种操作性

的，而非哲学的意义上来使用的。科学由千各种相似的“预

想＂的贮存而运作，即，已经在经验中发现并且在概念体系

中记录下来的既定的关系。这种体系的个体成分的操作性

价值受到不断的修正，以便为了决定我们基于这种体系的期

望在何种程度上实现或没有实现。在这个方面，在具有神经

系统的任何存在物可及的普通经验与科学组织的实验之间

没有任何区分。在科学与自发的日常经验之间也没有任何

连续性的破裂，甚至在科学与整个动物世界的行为特征的方

式之间也没有破裂。 这里的进步主要在于更大的辨别能力

和在世界上观察到的更多的性质上的丰富性，在这其中一些

是有用的．而另一些是有害的。 人的概念体系包含着超越于

114 



第五章世纪之交的实证主义

它所源自的感觉经验的某种东西的设想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它仅仅是更有效地被组织起来。 人的语言是最早地组织经

验的基本方式，因为它能使我们将单个的成就传给后代，并

且将其固定在集体记忆之中 。 科学是一种产生语言过程的 120

继续，与更低的物种截然不同，人类借助千语言积累和保存

了所获得的经验知识。

像大多数实证主义者一样，马赫既不把自已看做一个哲

学家，也不看做一个实证主义者。除了他对物理学和感知生

理学的实验研究之外（他在光学领域、声学领域里的理论研

究被视为特别有价值，还有他的波动理论、听觉和动觉的印

象理论），如果他使自已关注到历史问题，这是因为他希望

发现科学事业的生物学意义，并且希望自己摆脱”形而上学

的幽灵＂ 。 当时，正值德国的官方哲学几乎由不同版本的康

德主义独占支配地位，马赫期待他的学说首先能起到破坏性

的作用。

这正是为什么尽管在马赫看来，有意义的陈述只能在科

学经验设定的界限之内作出，但理论也执行着（ 井且旨在由

它去执行）一种哲学的世界观功能的原因。 在一篇致力于马

赫学说的论文中，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 说到，它标志着

“解放与人性化＂的第二阶段（休谟标志着第一阶段），因为

它恢复了人的知识的纯粹实际的意义，消解了超验世界真理

的所谓权威，并且使人类成为理解其自然环境的知识体系的

真正创造者。正是这一学说无情地清除了对世界图景的所

有神秘和宗教的描述。 它也鼓动了某种“没有信仰的忧郁＂

思想流行千当时，这是由杜勃斯以及其他人的著作所造成

的。 根据他们的观点，空间、时间、意识、因果性的”本质" , 

还有感觉印象和事物状态之间的关系，对人类是永远不可及

的。 马赫认为．这种不可知论仅仅由于错误地阐述了问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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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人们一旦认识到经验的首要地位，很明显，诸如物质粒

121 子、自我以及因果性之类的概念只具有纯粹经验的意义，而

没有理由去寻找位千我们概念构造之下的某种更高深的

实在。

马赫和他的追随者否认，将人性或自我归结为仅为实际

目的而创造的某种符号的抽象化，则会因忽略了个体生命的

伦理价值而具有危险的道德后果（马赫写道，“不能省略这

个｀我',,)。相反，他们辩解说，此学说阻止了我们过高地估

计我们自己的”自我＂而轻视他人，促进了人类的概念成为

一个共同合作的相互依靠的整体，结束了人的能量在自我保

存的斗争中的无用转化，并且消解了对理智的盲目崇拜。

七、反对经验批判主义的各种论断

马赫的理论引起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大量批判 。 除了当

把经济原理视为认知的主要规则所隐含的自相矛盾之

外一总是涉及自相矛盾一批评家们经常指出，马赫的基

本”元素＂的假定的随意性并不比其相反假定的随意性少。

马赫看似基本的成分可以被视为分析的结果，正如不必进一

步假定的自发的日常感知的记录一样。胡塞尔对经验批判

主义的怀疑主义的结论特别重视：放弃＂真理”，这个意义上

这个词在整个欧洲的文化史上将知识归结为某种特定种类

的生物反应。 这些结论是由无根据的推理所招致，胡塞尔认

为是灾难性的，因为其对这种文化以之为根基的所有价值

（独立于人的某种“真理＂的认知内容的存在、道德评价的基

本规则的绝对性）具有破坏性。因为经验批判主义借助于经

验心理学和经验的历史研究来分析认知过程，并且将“客观

性＂的意义赋予他们的结论．以便证实没有任何知识能够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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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如此理解的客观意义。 因此，经验批判主义所作的没有任

何哲学前设的假设是错误的，并且，以未加批判就接受的经 122

验知识的结论为基础的知识论不能避免这种恶性循环。 只

有暂时放弃经验主义的结论及其知识的特别领域的研究结

果才能使我们发现各门科学”真理”主张所依据的终极根

源。 单凭经验的方法并不能导向一种知识论。

经验批判主义的另一个使人不安的结论是它否认个性

的真实存在。经验批判主义的主观主义将主体性撕裂为事

物也同样由其所构造的同一种元素，而同时它抛弃了事物的

”外部”特性怎样与感知内容相关联这一问题。 这是柏格森

反对这种类型的实证主义的理由之一。

当然，经验批判主义思想的彻底一元论倾向并非在于将

世界归结为心理主体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这种主体正是

其所要放弃的。 然而，此学说将它的前后一贯归因于世界同

类化的某种特殊方法，并以比唯心主义包含了更多困难的经

验概念为基础。 绝对经验的基本因素的假定，中立千＂精神

性＂与“物质性＂之间的二分法，在许多批评者们看来似乎都

是武断的和不可证实的，并且对于作为“基本的“存在的模

糊性一点也不少。 许多批评者认为“超越的／内在的“ 二分

法不可避免，因而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解释为内在性的坚决

支持者一—阿芬那留斯曾强烈抗议的一种解释。 说到底，经

验批判主义想要消解的是他们认为被错误地阐述了的传统

认识论问题，并且回到他们认为是＂自然的“认知状态。 然

而，为了达到其目的，他们诉诸预先设定了的绝非自明的经

验范畴作为论据。 根据批评者的观点，将一种“经验＂归结

为像原子一样的构成部分，对马赫来说甚至是比“身体”、

＂空间“以及“原因”更加抽象的一种构造。 正如通常试图要

发现知识的终极的 、不可分割的”给定”元素那样，其最后结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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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因为其方法中包含使用了非确定性或

非分析的经验资料。

与经验批判主义是否应该用心理学或内在论的术语来

解释的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列宁在其

1909 年出版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论》中所进行的批判。

此书强烈攻击了这种哲学的俄国追随者们以及它们的西方

创始者。特别是在俄国 1905 年的革命失败以后，经验批判

主义在俄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当中享有相当大的知名度，特别

是在社会民主党中间。这个党的布尔什维克一支的许多成

员都受此学说吸引，这些人中最杰出的是布达诺夫(A.A.

Bogdanov) 。 根据其俄国追随者的观点，经验批判主义与社

会民主党及其政治激进主义的革命精神完全一致，因为它去

除了我们世界观中的神秘观念，以及前科学的假科学的概

念，并把旧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无用的累赘清除，从而为严格

科学的世界观铺平了道路。而且，正如我们可以从凡提诺夫

（他是俄国经验批判主义运动的一位积极成员）的回忆录中

所推断的那样，正是这种哲学的主观主义吸引着革命者们，

他们将其设想为一种与这个党所计划和引发的社会大变革

的政治学说相互的一种哲学。那时，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强调

以下事实：除非经济的和历史的时机成熟，否则革命不能取

得成功（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到达一定发展阶段之前不能夺

取政权）。与托洛茨基一起，他谴责列宁为＂布朗基主义"'

这是一种武断的“阴谋家的“企图加速社会发展的信念。那

时，他看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论断与在他们之中流行的这

种哲学之间的一种关联。 马赫的俄国追随者们并没有意识

到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任何的不相容，他

们让人们注意他们用一种主观主义精神翻译了的《论费尔巴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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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列宁对经验批判主义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攻击，借 124

用那时人们所熟知的恩格斯的著作来阐述这种哲学。 他的

著作是对唯物主义立场的护卫，在此书中，他将经验批判主

义视为潜藏着与贝克莱的唯心主义相同的内容的一种托词。

根据他的观点，假定在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之间保持中立

的一种哲学是站不住脚的 。 马赫 、阿芬那留斯以及相关的思

想家只是将经验的世界归结为主体的心理内容或视其为一

种与意识相关联的必要部分。 这种立场暗示，所有的实在都

是主体的创造，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唯我论之中。别的不

说，它必须放弃在认知内容与独立千它们的物质世界之间相

一致的意义上的真理概念。 列宁用一种他称为“反映论＂的

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学说来反对此学说。 根据列宁的这种

理论，在经验中所给定的是一个独立千我们对其感知的物体

世界，由认知过程中的精神对其复制。 我们的印象只是物质

对象的照片，可以说，物质对象自身才构成了真正存在的实

在界。 因而，＂真理”意味着认知内容与独立于人的世界的

确切相符，并且这同样地适用于命题、印象及概念一后者

也是真实世界的“反映＂ 。 认知过程从未完成，因而我们的

知识的真理总是相对的。 但是这种真理的相对性并不意味

着一种陈述只相对于一个给定的知识阶段，一个给定的历史

形成过程，更不用说是对一个给定的个人来说才是正确的。

它仅仅意味着科学陈述从不会精确到可以排除进一步修正

的可能性的地步。 而且，实验的控制从来不会绝对地完美，

因而没有像一劳永逸地得以证实的判断这样的事。 根据列

宁的观点，科学的结论为我们提供了反对马赫对这些问题的

唯心主义观点的无可辩驳的论据。 人是自然的产物并且出

现在某一生物进化的给定阶段的事实是曾经有一个没有人

的实在界的足够证明；而唯心主义仍坚持认为，物质世界是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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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自身的创造，从而是接受可靠的科学信息的障碍。此

外，毫无疑问，思维是大脑的一种功能，即一种物质对象的功

能，而这又是经验批判主义所不能接受的一种东西，因为他

把物质对象看做思维的产物。

列宁同意在现象与康德的物自体之间并没有区别，但是

根据他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印象的复合体来理解

的现象世界是唯一可及的，它只是意味着并没有什么绝对不

可知的东西。 在所知的某种东西和尚未所知的某种东西之

间有一种差别，毫无疑问，某些实在仍是能成为可知的。我

们的认知并不构成一面我们只能猜测其背后事物的存在的

墙，而是真实事物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所有这些断言只有

诉诸实践的标准才能证明是正当的，实践的标准是证实我们

观念的真理与谬误的最有效的途径。无论何时，一个行动在

给定信息的基础上所执行的结果是成功的，这种信息就足以

被证实；而失败则让人意识到了我们信息的错误。最后提到

的标准在社会实践中特别重要：在某种给定的社会条件下的

一个分析正确与否，由在其基础上执行的政治行动的有效性

来验证。 这里的意义并非是某一给定信念的有用性使它正

确，而是反映了一个事实的事态的判断要通过影响此事态的

实际行动才能证实，即依靠确定这些行动是否具有所预期的

结果来验证。

列宁也决不妥协地批评其对手们接受了经验批判主义

对最重要的哲学范畴的解释。别的不说，他保卫因果性的概

念是因为其描述了事件之间的实际的必然联系，还因为它不

126 能归结为一种纯粹经验功能上的关系 。 他还保卫了恩格斯

有关时空的认知功能的观点：尽管它们确实独立于身体而存

在，但是它们并非如康德所坚持的是主观的创造物或先天形

式，而是将各种现象组织为关系的种种类型的经验操作的结

120 



第五章世纪之交的实证主义

果；它们是物体的客观属性。

同时，列宁认为，他的对手们的唯心主义立场使接受宗

教信仰成为必需，所有唯心主义的真实意图是为了保护宗

教，正如贝克莱的例子所表现的。这是列宁坚决强调他称做

“哲学的党性原则＂的规则的原因之一。首先，它意味着在

哲学上逃避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作出选择是不可能

的，任何人想要在哲学上思考就必须选择这两个立场中的一

个或另一个。 克服这种根本冲突或逃避它的每一种尝试都

只是一种对唯心主义的秘密防卫。第二，它意味着哲学学说

总是由政治党派或机构所使用的工具，不管其表达的意图如

何，一个哲学的承诺也总是一个政治的承诺。因为唯心主义

总是被用来支持宗教信仰，所以它服务于剥削阶级在所难

免；而唯物主义，至少在我们的时代是富于战斗性的无产阶

级的哲学。作为反对某些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列宁否认

主要旨在增强政党的有效组织能力而为革命作准备的政治

立场（而不是等待经济条件”合适＂）与某种主观主义哲学有

必然联系。

列宁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后来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斯大林在题为《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脸炙人口的论文中总结其主要观点后，多年以来一直是所有

苏维埃学校的必修读物。

当我们回顾经验批判主义的主导观点时，我们特别注意

到以下的特征： (1) 对主体的哲学毁坏； (2)认知功能的生物 127

学和实践的概念，将理智行动归结为纯粹有机体的需要，抛

弃＂真理”先验性的意义； {3)想要重新回到最原始的具体资

料之中，回到没有被形而上学的虚构介人的某种“自然＂的

世界观之中。最后提到的这一点是在世纪之交的欧洲哲学

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不同趋向的特征。 我们在胡塞尔和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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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森那里都发现了同样一种愿望，尽管后者的构造方式和接

合方式与前者非常不同。根据胡塞尔的观点，设法隔断人的

意识与事物的直接接触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实用的以技术

为导向的知识，即一种为功利目的而组织起来的知识，而非

为了理解这个世界，领会我们的分类与事物的本质之间的符

合而组织起来的知识。同样，根据柏格森的观点，日常生活

和经验科学的实际的理智活动根据物种的实际需要再创造

了这个世界，因此，正是由于其本性，不能超越这种态度；它

使用现成的工具来将世界打碎，而进入了人造的只是为了方

便的抽象虚构，只考虑到选择的现象而忽略了其他，因而不

可避免地不能领会变化和生命的时间（绵延） 。 为了再发现

具体事实，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实际的分析观点而与对象直接

交流。用这种方式，作为主体，我们将自已等同于客体，从而

能同化其自发的而又不可表达的运动。

然而，我们重复说，在重新回到＂自然的“世界观的所有

这些企图中，想要这样做的愿望使单个人类主体的任何确定

的持续的构造成为不可能。以胡塞尔为例，这是因为他的经

验自我不得不包含在先验的还原活动之中，而且认知活动也

在还原的领域，尽管我们总是能区分认知活动与认知内容，

而不再预先设定真实个性的存在，唯有一个只不过是净化思

128 想内容的贮藏室的先验的自我。 在柏格森的例子中，似乎可

以由于深层的自我与纯粹大脑的功能之间的区分而得到经

验自我，而一旦弄清楚它总是一种参与到世界的普遍的”精

神性＂，它就消失了。更仔细地检查，个体的边界正如个体

与外界事物接触的边界一样变得模糊。当更仔细地分析时，

如果物质对象结果是一种从无限的具体的宇宙中分割出来

的一种构造，分析到最后，我们一定会推论出精神主体也只

能由详细说明世界的认知活动所重构，因为隐含的进化的宇

122 



第五章世纪之交的实证主义

宙推动力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在科学家视野中

物体的宇宙所做的那样。

而且，所有这些学说都共享这种信念：由科学组织起来

的世界一不管怎样划分界限——是有创造性的人力之结

果，因而人类从某种程度上应该为其科学思维构造出来的

”事物”负责。这种深信将成为我们这个世纪的思想的根本

特征，并且己对不同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长久而持续的影响 。

这两个因素一返回到＂自然＂态度和将其视为一种有

组织的活动一—证明将这整个时期的哲学视为同代的文学

潮流和世界前景的连接点的一个相对同类的发展是合理的。

尽管经验批判主义复制了实证主义的主要观点 ，并且经常是

更彻底地复制了这些观点，但是经验批判主义给予这些观点

的意义适合千那个时代特有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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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约定论

概念的破坏

-、约定论的主导观点

事实

129 所谓约定论并非一个独特的思想＂流派＂ 。 这个词意味

着科学方法和科学（主要是物理学）命题的真理的一种观

点。 它表明了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密切关系，但是某些法国物

理学家与数学家都独立地得出此观点。（根据一些作者的观

点，彭加勒在法国被错误地当做“科学的哲学＂的创造者；他

们指出，马赫在彭加勒之前就系统地阐明了他的观点，井且

将此事做得更加有效和前后一贯。）约定论的观点在社会科

学中也有其相应的观点，但是从历史上说，该术语注定要作

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之用。约定论以其所处理的问题而非

以一种特定的哲学学说显示其特征。

约定论的基本观点可以陈述如下：某些科学命题被错误

地认为是以经验的记录和归纳为基础而对世界的描述，它们

事实上是人工的创造物，井且我们将其看做正确的，并不是

因为我们由于经验的原因而不得不这样做，而是因为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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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的、有用的，甚至因为它们具有审美的吸引力 。 约定论

在涉及知识的起源上同意经验主义者，但是拒绝了他们的真

理的经验标准。 或者说，为了更确切地论及同样的问题，经

验资料总是为不止一个解释的假设留有余地，并且选择哪一

种解释是不能由经验所决定的。解释给定的一堆事实，各种 130

竞争的假设从一种逻辑的观点来看可能同样有根据，因而，

我们的实际选择是由非经验的环境来加以解释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世界图景有一种约定的性质。 一

些人已经指出，它是约定的，还有另一种意义，即大多数的物

理学命题是分析的，因此给我们一种词语的立法而假扮成对

已观察事实的描述。 词语上的约定对科学的世界观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出于审美的考虑，还是出于经济的考

虑，都是如此：作为来自“没有理性＂的事实的描述性 ” 概

括＂，作为一种从”事实＂到“法则＂的思想单向运动，科学的

概念是朴素的和肤浅的。

法国约定论的主要人物包括著名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

学家彭加勒(1854一1912) 、杰出的科学史学家皮埃尔· 杜

恒(1861-1916) 和哲学家与宗教作家勒· 卢阿 (1870一

1954) 。 勒·卢阿也作为柏格森哲学的传播者和法国天主

教思想的现代主义运动的积极成员而为人所知。 同样激进

的约定论观点不久以后由德国方法论者丁勒(1881—1954)

和杰出的波兰哲学家艾杜凯维奇(1890一1963) 提出 。

法国的约定论者更少关注系统地阐述一种科学的哲学，

而更多关注由物理学的进步而提出的问题，这包括物理学命

题的意义－爱因斯坦用其相对论所解决的问题。 （爱因斯

坦称他的狭义相对论的关键概念得 自 千马赫。） 他们的目的

主要并非为了消解形而上学，而是为了限定形而上学区别于

科学的认识论界限。 他们是凭借将约定的意义赋予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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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来完成这项任务的 。 严格地说，尽管此学说并非实证主

131 义的一种，但是它不能从我们的概述中省略，因为它强烈地

影响了后来的实证主义的发展。

二、证实或证伪假设的不可策性

约定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他们批评将“事实＂的概念

作为一种“科学法则＂的可能的证实。约定论否认有任何像

“纯粹经验”之类的东西，即，可以说，并不包含理论的预想

的各种事实只是直接＂来源于自然＂的记录。某些科学法则

的有效性正是在行使科学工具的职能的过程中以及我们解

读它们的方式中被预先假定的。 杜恒和勒·卢阿用了许多

例子来说明这件事。 例如，光的反射法则借助于平面镜而得

以研究，其构造预先设定了此法则的有效性。 我们看温度计

的时候，预先就设想了物体在热的作用下都会膨胀，因为有

这个假设，才会制作温度计；而为了确定热膨胀的一致性，我

们使用了温度计。 当我们通过一个放大镜来看一个对象时，

我们看到的只是其某些部分，而不顾其他的部分（即，由衍

射引起的颜色带的边缘），这是预先设定了光学的某些法则

的有效性。甚至是最简单的装置也暗含着某些法则的存在，

以致借助千这个装置而确定的任何”事实“不能被视为与这

些法则相分离而“给定的＂。因而，科学的证实原则并非只

是从法则到事实的运作，而且也走另一条路：并没有“原始

事实"、“基本命题”或＂相似的构造＂，因为对事实的每个描

述都包含了一个或另一个预先的理论设定。

由上所述还可以推论出，实验难题在科学上是不可能

的，即没有任何实验环境有可能令人信服地挑选出一个优越

于另一个的命题。 因为要证伪任何假设，我们一定使用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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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预先设定了一个或更多法则的仪器，并且这些法则正好与

成问题的那些假设一样多地牵涉到证伪的过程中。因而，我

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已经证伪的陈述哪个在逻辑上是可能

的—一那些实际被验证的或那些预设在所使用的工具的构 132

造中的陈述。因而并没有像传统意义上的归纳这样的事。

在这些情形中所作的选择并非以经验为基础，而是由连贯、

方便等等的考虑所决定。 物理学理论纯粹是一种人为的构

造；当我们证伪一个假设时，我们只不过是从许多可能的断

言中选择一个，我们所确认的这个选择纯粹是由于方便，并

且受经验的负面结果所影响。

因为假设由其他假设所证实，而不求助于原初的事实，

所以总是存在许多可能的和相互矛盾的理论体系，其中的任

何一个都与另一个一样来说明经验的全体。如此之可能性

的一个例子一它不是由约定主义者所提出的——是我们

所有人都生活在某一球体的内表面的假设，以及重的物体处

于其中央的假设；一旦我们设定光线的不同曲率，这个理论

就被说成是说明所有的已知观察。

根据勒·卢阿的研究，我们能从科学事实中分辨出原初

的事实来，但其意义是，科学事实，或更确切说，对其的描述

只是提供了一种纯粹主观感受的记录，是反省的和无科学价

值的。科学事实是一种约定，一种使用了非经验范畴而对已

观察过程的速记。例如，我们说：“电流通过电线。“但是感

觉经验并没有显示这种电流的流动过程。我们所实际观察

到的是像电流计指针的转移、电线温度的升高、灯泡的闪亮、

金属的吸引之类的现象。 我们用“电流＂一词来描述所有这

些现象，即将其归结为一种单个的经济的描述性的形式。

“电流通过＂的表述只不过是各种给定现象的概述，一个语

言上方便的工具，而并非一个实际过程的描述（必须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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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这些论断可追溯到原子的实在仍处于质疑的时期） 。

133 同时，杜恒在实际的事实（以测量为基础而发现的）和

理论的事实（为科学目的对这样的发现物所作的记录）之间

作出区分。 现在，例如一个温度计，像其他的测量仪器一样，

只在某种限度之内才是精确的。一个给定的温度总是容许

无限数量的近似值，换句话说，同一个事实能被我们从“约

定＂中所选择的无限多的公式所记录。 我们的测量仪器的改

进并不会改变这种情况，因为错误绝不可能被克服到一点没

有，只是减少罢了。甚至是在测董的范围之内微小到我们可

以成功地操作的地步，仍然存在无限解释的可能性。

勒·卢阿提出了科学法则的约定论的一种极端观点。

根据这个观点，这些法则大多数都是一种定义。 支配自由落

体的法则是一种分析命题：它只是定义了这种自由下落。 如

果我们碰巧观察到一个物体以一种不同于此法则所预测的

加速率下落，则我们不会改变此法则，而只能说我们所观察

到的现象不是一个自由下落。同样，我们确实没有验证任何

正方形的对角线相交于直角这样的命题。我们仅仅不将那

些对角线相交不为直角的那些图形称为“正方形＂ 。 自由 下

落法则仅仅定义了＂自由下落”这一词。以同样方式，质量

守恒定律是一个封闭系统的定义。 再者，磷在 44'C 熔化这

个命题一－个著名的例子一并不是对任何观察的说明，

而是对磷的一个定义或部分定义。 与磷在其他方面相似但

是在不同的温度下融化的物体，我们不称其为＂磷＂ 。 那么，

被指称的科学法则是各种定义，因为它们以如此方式记述事

物的某些状态的特征，以致所记述的特征被作为那种状态特

有的特性。 经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这些命题，因为，我

们总是会凭借所研究的对象并没有进入约定接受的名称之

下而抛弃证伪它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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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彭加勒的观点，约定在科学中所起的作用在以下的 134

环境中也是很明显的：被反驳的假设总是会由提供更进一步

的假设而“被救助＂，这种进一步的假设将说明证伪了前者

的检验，指出这是由于修正了所预期的结果的一些因素所造

成的。例如，有三种计算木星质昼的方法一一第一种是以木

星的卫星的运动为基础，第二种以所观察的大行星的运动的

干扰为基础，第三种以小行星的运动的干扰为基础。每种方

法都给出了稍微不同的结论。我们能得出结论：有不同的重

力系数。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在逻辑上是容许的，但是复

杂而费力。因此，我们设想我们测量中存在着误差。我们如

此设想的动机正是对简单性的偏爱。
＂建立了函数依存关系的每个法则，都包含了一个虚构

的元素”，彭加勒继续说道（丁勒也提出了这个观点） 。 当这

样一种函数用图表表示时，在一个坐标系中会出现许多点：

我们将这些点用曲线连接起来，假定这是一个有规则的曲线

（尽管我们并没有真实的经验来证实它），而不是＂之“字线，

并且假定它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还假定那些没有陷入其中

的点可通过测量的误差来说明，并且我们不断修正图形上的

错误以便得到想要的结果。为了使这种图形合理，我们不得

不进行无限多次的实验，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凭借运

用简单性、规律性及其审美秩序的标准来得到此法则。

因为，我们假设的最终经验意义不能超越实际的实验资

料，所以无论从逻辑的观点还是从物理学的观点来看都没有

什么影响，在解释给定的一类事实的可能假设之中我们要挑

选出正确的一个来。 托勒密的理论正如哥白尼的一样正确

地描述了行星系的运动，但是后者因其简单而更可取，并且

因其解释了前者没有解释的许多事实（如钟摆的运动、恒星 135

明显的运动、信风以及地球的偏平形状）。也就是说，托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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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理论比哥白尼的理论需要更多数量的假设。 单凭物理

学的经验绝不会迫使我们更喜爱哥白尼而不喜爱托勒密。

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假设只是描述同一事实的

不同语言－我们在二者之间的选择纯粹是一种便利的问

题。 同样，我们能用华氏或摄氏的标准记录同样的温度；数

量价值的不同，但是其记录的意义是同一的 。 由不同和不相

容的理论而记录的任何给定事实的集合也同样正确，因为其

经验意义可以来自于同样的事实。

彭加勒在其对几何学的反思中，将大量的注意力都投入

在对空间结构的研究上，强调我们总是赋予它的诸多特征中

的纯粹约定的特性。 当然，没有理由将空间视为独立于物体

之间物理关系的一种实体。 空间也并非我们想象意义上的

物体的特征；并且，尽管有康德的先验美学，但是在人经验无

论何种事物之前，在其认知体系中并不存在一种先天形式。

空间的概念有经验上的起源；但同类的几何学三维空间是一

种简化约定之结果。 在最初，不同的感觉感知不同的空间，

它们并不与几何学的空间相冲突。 视觉空间是二维的（第三

维空间起源于与眼球的水晶体调节机制相关的肌体印象）并

且因为视网膜的不同区域接收不同的印象，所以也不是同质

的 。 起源千动觉印象的空间也不是同质的，因为不同的肌体

力猛需要达到位于我们身体不同距离的对象。 儿何学的空

间是一种约定。 我们想象它有三维空间是因为我们的视觉

器官以如此方式建立，以至水晶体所作的调节运动和眼球的

136 会聚运动相符合，但是它很有可能使水晶体抹去这种一致，

那么，空间就有四维，因为以前空间的每个面自身都构成了

一个连续统一体。 然而，因为难以设定增加＂客观的“空间

的维数的合适的眼镜，因而我们必须承认，对我们来说赋予

空间以三个维度是方便的。 这里的”方便＂相当千“生物学

130 



第六章约定论一一事实概念的破坏

上的有用性＂，因为三维空间的存在独立于我们的经验的信

念，起源于对象与身体运动之间的关联，凭借这种关联我们

试图伸向客体或躲避打击。 事物在空间中的定位由当我们

伸向事物时造成的肌体印象所达到；在我们身体可及的狭小

空间以外，我们凭借推断或凭借从我们自己的空间环境的概

括而构造广大的空间，想象一个凭借伸展其手臂就能随意地

达到任何地方的一个巨人。 几何学的命题纯粹是约定

的－我们已经选择了欧几里德体系，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经

验贮存迫使我们这样做，而是因为在我们日常与物体的接触

中它是最方便的。

三、各种批评

我们总结了所提出的最重要的论点以支持对科学理论

的约定论解释。 一些说明性的案例现已变得过时，但是这种

倾向特有的思维方式能容易从更新的各种例子中得到说明 。

然而，这些论点受到批评，不仅涉及特殊的例子，而且涉

及他们的基本假设。 彭加勒，后来的科内利乌斯、石里克以

及其他人都拒绝科学法则有一个纯粹定义性特征的观点 。

勒· 卢阿的批评者指出，他忽略了像＂磷在 44'C 熔化”这样

的命题中所包含的术语的真实意义 。 ＂磷”这里并不代表

”在 44'C度熔化的物体”，而代表一个具有某些已知的物理

学和化学属性的物体。 该命题建立了这些属性与熔点的一

致，这不能由任何定义所规定。因而此命题并非一种定义， 137

因为唯有当我们知道它所指涉的对象真的存在时我们才会

如此断言。

艾杜凯维奇(Ajdukiewicz) , 曾经更加具体地讲述了物理

学法则的分析特性的观点，但他放弃了这种观点，并且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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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以下结论：一切所谓的分析命题，尽管构成一个独立的 . 

类，但是必须以经验事实为基础。

正如我们所见，约定论的许多观点试图表明，不可能在

经验上证实或证伪科学假设。 而这些论点的批评者们坚持

的路线是认为，它们反映了一种疏离于实际科学实践的绝对

主义的方法，因为它们没有考虑到在竞争的假设之间概率的

相对等级。 这些批评者注意到，要描述仅仅依据命题所涉及

的认知环境处于科学任务的目的之外：当然，当你确实用这

种方式对待科学假设时，那么接受或拒绝都是一种任意的选

择。在竞争的假设间实际让科学家作决定的是出千一种他

们相对的可能性的考虑。例如，以前人们认为光速大得不可

计算。处理这种假设的实验借助于操作上符合机械力学的

法则的测量仪器得以执行。 然而，它确实不能推出，我们自

由选择前面的假设而不顾机械力学的法则，或者推出，我们

在两个假设之间的选择由个人偏好、审美的考虑或简单化的

理由所决定。实际上，它是由我们分派给机械力学法则的更

大程度的可能性所决定，例如，支配钟表功能的力学法则。

同样，从腐烂的肉体中生命”自发产生＂的古老信仰被证伪

了；我们决定要抛弃这种古老信仰，而要认识到光的衍射法

则的有效性，正如进人显微镜的制造那样。这井非任意，而

是由该假设或法则能够得以证实的程度所决定的。不用说，

138 实验控制从来不是完美的，如此的科学假设从不会绝对的完

全正确一一－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像证实最可能的假设一样

来试图证实最不可能的假设的原因 。 没有绝对的证明，只有

某种程度的证明一一约定论者忽视了它们。

这同样适用于以下的情况：实验引领我们系统地阐述新

法则，而不是在附加假设的帮助下修正旧法则。约定论者声

称这仅仅是由于简单性的偏爱所致争但并非如此。 可能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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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的例子，但大多数情况的关键因素是竞争的阐述之间的

相对可能性的程度。对于判断来说，“简单“是一个可疑的

基础：难道所有假设之中最简单的假设会将所有现象归结为

单一的原因一一上帝的意志吗？当然，约定论者并非走得这

么远，但是他们的简单概念是含糊的，参照由科学家们在一

个假设与另一个假设之间所作的实际选择来仔细检查，偏爱

的真正基础结果是经验可靠性的程度。偏爱一个假设而非

另一个，是因为其解释了更多的事实一反之，在它能这样

做之前对另一个的广泛修正也是必需的一一并非只是对更经

济方案的偏爱，它是基于说明了更多事实的这个假设是两者之

中”更好的”这样一种信念。 它能使我们预测更多的事件。 这

里，我们也不只是诉诸经济原则，也诉诸可证实性的程度。

当我们决定描述一个给定的函数依存关系的曲线是否

是连续的、有规律的等情况的时候，这些同样的观察适用于

我们是否仅由优美或经济的考虑所引导的问题。尽管没有

任何有限数量的实验能将我们的图表改变成一个连续的直

线，但是证实这是否能够围绕着直线的每一点去做却是可能

的 。 真正的问题是：谁承担证明？~想要证明直线是非

连续的那个人，还是坚持认为宜线是连续的那个人？看来，

似乎在这种情况下，也是由可能性的程度来决定这个问题， 139

并非努力做到的经济性，也非此方程式显示的优雅简单。

杜恒在“实际的”事实和”理论的”事实之间的差异的观

察也没有证明免于批判。 由一种测量仪器所显示的记录，如

果其在科学上是有意义的，则一定被保持在此仪器可能的误

差的界限之内，因此其总是落人某种或大或小的数值范围

内。在此范围内的无限可能性的选择明显不是约定的问题。

一般说来，它并非制成的，而且可能会非常的不合适。如果

你的温度计用1/100度的误差幅度来记录温度，则你不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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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小数点之后增加任意的数字——这样的程序在科学

上说完全没有意义。

科学证明的循环特性的理论也没有免遭反对。它仅仅

断言了任何科学的法则在任何给定的知识阶段，对特殊事实

的观察都是不可还原的，它也不能专门以这些观察为基础。

但是这个断言并不认为其结论是正确的，即可以说，科学只

是某些必须先验接受的相互依存的法则的一个连贯体系，以

致其他规则从中可以逻辑地推论出来。因为不能有任何疑

问一一科学与技术的整个历史显示了一更精确的仪器可

能借助于不很精确的仪器而制造出来。在技术发展的一定

水平上，如果不用同等复杂的其他仪器，就没有办法构造出

复杂仪器；这也不能认为，说从一个未打削的石头和一根木

棍开始构造出一个原子反应堆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

们确实知道这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当然，这种成就的取得经

历了千百年，包含了亿万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并且对我们

来说难以想象这所必需的一切。但是没有理由假设某些仪

器在其他仪器能得以制造之前就一定现成存在。

约定论描述了其时代的科学的一个真实方面，唤起了对

140 隐含在纯粹方法论假设中的虚构的注意，根据这种虚构，科

学总是凭借从所谓的”事实＂中推论出所谓的”归纳法则＂而

得以产生。他们不容置疑地证明，在科学经验中并没有“纯

粹事实”这样的事，并且注意到理论知识中逻辑的或语言的

约定的存在。他们偶尔作出的极端阐述在今天已不经常听

到，但是人们一般从此已经认识到了经验知识不可弥补的相

对特征。 作为对 19 世纪方法论者和哲学家的盛行的乐观主

义的反应，约定论削弱了认为科学结果具有“客观的”和无

条件的有效性的那种自信，消解了科学中认识论上的绝对者

以及所谓的“基本”事实和＂纯粹的“或＂净化的“经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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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得出广泛的结论，据此说经验科学完全是人工的创造，似

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们提出的其他观点也是这样，以这些

观点为基础，我们今天看来井没有任何的科学知识能够完全脱

离＂假设“，并且永远不可能要将任何证明进行到底。 我们也怀

疑，我们将在认识上得到最终的满意，包括科学认识。

约定论者从其自己的反思中所得出的认识论的结论有

一种彻底相对主义的特征。 物理学的命题，正如杜恒所提出

的，既不真也不假，而是方便或不方便；只要便利，一个理论

体系可以包含不相容的各种假设。迫使物理学家遵循严格

的逻辑一贯性会是一种不可忍受的暴行。勒· 卢阿坚持认

为，一般来说，各门科学井非追求真理，而是为了有用性，它

们是用于对经验事实进行系统化和秩序化的语言工具。 在

科学中，＂真理”一词如果还可使用，则并非符合实在，而充

其量是符合经验。 换句话说，有效满足经验标准的才是＂真

理”，而并非不管证实程序如何，以某种独特的不可理解的

方式对应于先验世界。在逻辑上可能的各种对经验的解释 141

当中（有用性 、便利）进行选择的实用标准并非只是要决定

这个或那个是真的标准，而是一些工具，凭借这些工具，给定

的命题才实际成为真的。 或者说，满足标准或准则是真理定

义的一部分。（而在传统定义中，真理是在命题与现实之间

的某种关系，即，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假设的某种事物就是实

际情况，而不管是否有人已经确定了它是这种情况，还是有

人知道或不知道它是这样。 在这种传统定义中，真理独立于

标准的任何应用；后者只是用来确认真理，它们并不构成

真理。）

约定论的一个独特性在于他们强调科学发展中的审美

标准（别的不说）。勒· 卢阿赋予科学以技术应用的特征，

与其相比较，彭加勒则认为科学是在以追求其能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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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为目的。

与他们对科学理论的批判相关联，由这两位作家得出的

认识结论是相当模糊的 。 有时他们接近于经验批判主义，有

时他们在所谓的认识论唯心主义的方向上又超越了它。 彭

加勒说，外界对象对我们来说只是重复了足够多的次数的印

象群，因而事物是感觉印象的恒定的结合物；由科学理论揭

示的世界的和谐脱离了人的精神并不存在，并且＂客观的“

一词如果要追究其意义，就代表着“主体间性＂。说某种事

物脱离于思想而存在的断言是无意义的。 勒· 卢阿特别说

道，物质是＂精神不能超出某种限度来改变自己的持续存在

的节奏＂，即对我们的意志提出抵抗的一种经验成分；同时，

不涉及人的经验的事物的任何特征，如果仅仅是否定的，是

不可能的。

四、约定论的怠识形态

142 由约定论者们提出的某些一般观念，在逻辑上和在其自

己作者心中，都与对科学方法论的批评有关联。杜恒尤其明

确地说道，他对科学的解释预防了对天主教信仰及教会的一

切反对。因为自从自然科学不作有关真实世界的陈述以来

（正如他对物理学法则的批评所显示的），所以它不能与陈

述有关真实存在的宗教教条发生冲突一一精神（它是不朽

的），人（他的意志是自由的），教皇（他是永远正确的） 。 例

如，无信仰者说，人的自由是与能量守恒定律不相容的。杜

恒回复道，并没有任何这样的不相容，能量守恒定律是一个

人造的经验公式，并不容许有关真实对象的任何推论，因而

在定义上不能与该教义的内容相冲突。 因此，唯心主义形而

上学保留了其认知地位和提供有关世界的可靠信息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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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科学法则巳经丧失了这个地位。在其《一个信仰者的物

理学》一书中，杜恒揭示了其对科学方法的分析背后的明显

意图：它们是一种将科学知识保持在形而上学与宗教的论战

的中立地位的企图，以剥夺自然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来源于

将科学主张和形而上学信仰等同化的企图的那些优势，去保

卫天主教教义。

勒·卢阿的哲学揭示了将约定论与柏格森的形而上学

结合起来的一个可能途径。其出发点在于将科学解释为符

号的描述，特别是出于功利和技术上的考虑，而不涉及认知

价值。科学的内容并不意味着必然性，而且其结论至少部分

地由我们对操作的简单意愿和需要所决定；它并没有向我们

揭示出有关世界的真理，尽管其可以让我们准备接受它。 这

种解释与柏格森主义完全一致。如果真正的认知一一 “物

自体＂的知识——是可能的，.则它就在于直接的深思中；它不

能由词语来表达，而是渗透到其对象的“内在的“核心，并且

与神秘经验相关联。而勒· 卢阿对科学的纯粹功利主义的 143

解释与他那个时代的实证主义精神保持一致，这更进一步的

论题要求我们寻找的只能是与世界沟通的科学方法，.这论题

明显超出了任何实证主义的方案，尽管二者并非相互矛盾

（除非我们假定科学经验是唯一有效的经验）。因而，勒．

卢阿如果不放弃其方法论观点的话，就是柏格森的世界观的

一个积极的传播者。

当我们将勒·卢阿作为一个天主教现代主义的拥护者

而仔细考量他的活动时，我们观察到同样的连贯性。根据他

的批判，天主教的世界观得到捍卫，但并非是通过托马斯主

义对它的解释，也不是依据任何实在论形而上学的天主教主

义。 根据勒·卢阿的观点，没有任何理性的论断能够加强宗

教信仰，因为其定义就是非理性的。而且信仰并不需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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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强，因为它属于一个完全不同于理智活动的生命领域。

科学产生出的对实际有用而在认知上贫乏的世界的体系化

与宗教生活作为非推论经验的领域形成对照，在此，上帝的

真正存在在神秘沉思、寓言、比喻中被揭示给信仰者。

勒·卢阿的神秘的、符号的和寓言的信仰，与他那个时代大

多数的现代主义天主教徒所共享，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遭到

彼斯十世主持的教会的强烈谴责。对这些现代主义者来说．

其信仰的非理性是用来在世俗的知识与宗教的知识之间、国

家与教会之间、当下现世的生活与来世的希望之间恢复和谐

的一种手段。这种和谐以两个领域的截然划分为基础：它们

出现冲突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它们在认知与真实生活

中的处境有多么不同 。 这些现代主义者并不只是要保卫其

信仰而反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而是也试图凭借使其支配世俗

领域的主张无效来改革那种教会一自主的科学、世俗的国

家以及世俗的教育。他们的学说旨在使公共生活世俗化而

144 同时保存所有的天主教的价值——然而这些最后被放逐到

个人经验的领域。“现代主义”一词被应用于同时期的一个

重要的意识形态运动和文学思潮之中并非没有原因，这已不

为天主教所特有了 。

一种特别的约定论由丁勒(Hugo Dingler) 的哲学所描

述。他引证了有关哲学命题意义的同样或类似的论点，试图

系统地阐述以唯意志论的假设为基础的世界体系化的图景。

因为我们知识的总体只在自由接受的约定上有效，因为这些

约定本质上是功利主义的，即调整人类自由地为自身设定的

目标，我们的世界观应该被视为一种人的意志的创造。而

且，人的原初经验的基本事实涉及意志。自由意志自由地为

自身设定所选择的目标，我们的世界景观由被视为是有助于

取得那些目标的断言组成。这是对约定论的结论的一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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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尽管当然在逻辑上并非必然的解释。这种解释关心着

科学思维在人生中所具有的地位，而并非主张附加的被说成

是更丰富的知识来源。

五、备种结论

约定论代表着实证主义哲学的一种延伸，但在某种意义

上也是它的反驳，一种内在固有的自我毁坏性趋向的表达。

这里我们的根本观点并非在于任何有关科学假设可证实性

的问题，而是约定论在哲学争论中批判的意义问题。

当我们试图确定约定论在实证主义史中所起的特别作

用的时候，有两个情况值得一提。

第一，传统实证主义哲学假定科学是对事实的分类，而

对其内容并无所增添。 换言之，所谓的归纳和说明性的解释

并没有独立的认知功能，而只是实际执行的实验的符号的速

写记录。这大体说来是一种唯名论的假设。我们对世界描 145

述的不可观察的部分属于语言的领域。，我们借助于语言的

手段描述“给定的”事物，而针对的是并非“给定的“某种事

物，但这种并非给定的事物被设想为一种隐蔽的非空间的现

象的“内在“结构。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我们断言了有关不

可观察世界的任何事物，也不意味着我们赋予其任何确定的

特征：我们只是为我们自身而产生一种更方便的描述方法，

这使我们比仅由经验自身的具体描述能更有效地对经验系

统化。给定的或是“实证的”构成了科学的唯一客观内

容—~在科学中“给

定的东西＂与”本质”之间井无区别可被发现。

现在，约定论着手要批判的是“给定的”这个概念。 代

表这种潮流的作家们说，从原始事实到科学体系化的思想运

139 



理性的异化

动是一个纯粹单向的运动的这一假定是站不住脚的：并没有

像一种原初的或原始的事实这样的事，并且科学的断言、法

则和理论不可还原为“事实＂，因而并不包含只需要用言词
装扮一下以便更容易记录的“纯粹“基本内容。 因而一与

实证主义精神保持一致一一约定论贬低科学价值以支持功

利的或审美的价值。这种实证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其

假定，因为它凭借暴露出“原初的“感知的抽象特性而削弱

了在感知与理论（感知一一－解释一一~证实）之间的简单关系

的信仰。 这导致以下问题：传统上与实证主义哲学相联系的

经验立场依据此批判能成立吗？

要考虑的第二点是，自从休谟以来，凭借将形而上学的

学说和概念归结为无收益的、纯粹语言上的创造物，实证主

义已经直接反对唯心论和唯物论。讨论中的方法论学说似

乎直接针对的是反对唯灵论和宗教信仰的科学家们或自然

146 主义者们。我们这里正在处理的是一种明确陈述了的意图：

用避免与宗教的可能冲突并且保存后者的认知有效性的这

样一种方式，来重新构造科学活动的认知形象－一－宗教信仰

的有效性与其主要是功利的价值的科学对比。与显著的实

证主义传统（包括经验批判主义）的明显分离，约定论只是

将科学中性化一消除其作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可能的竞

争者。在理论上，约定论与其相反的意图能够相容，即作为

一种科学的可能竞争者而将宗教中立化。 然而，似乎没有人

曾尝试做这件事。

因而，约定论的方法论也是从实证主义中发展出来的，

在这种意义上，它在击败实证主义的目的中达到顶峰。它不

但没能将形而上学的污垢从人的认知中彻底清除出去，反而

让为唯灵论信仰的利益而追求理论思维的认知渴望失去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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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说，采取宗教观念形式的对实证主义批评的“附加

物”并不能被认为天生是与实证主义思想的根本原则相联

系，相反，它们在实证主义历史中相当例外。尽管如此，它们

表明实证主义的批判可能会怎样出现在意外的情境里。它

的结果是，实证主义自身能恢复形而上学的地位一甚至是

极端的唯心论或神秘的形而上学一~至少没有改变其假设，

而只是为其增添了更进一步的前提。 柏格森的哲学被认为

是在世纪之交击败 19 世纪的实证主义的最彻底的尝试。 但

是，勒·卢阿表明，柏格森的形而上学与实证主义对科学的

解释是相容的 。 这个结论可能被看做对实证主义是毁灭性

的，因为它揭示了其反形而上学的趋势能不违背其原则地得

以克服，一旦科学已经归结为一种功利主义的追求，我们应

该在别的地方寻找纯粹认知需要的满足。同时，这种情况可 147

以解释为实证主义思想的胜利：它表明，甚至是其对手们也

视其结论为不容置疑的。即，已经将自己服从于以下事实：

科学知识不能有形而上学的主张，因此，形而上学的追求必

须发现只能由这些科学知识才能提供的证明。 如果这样，柏

格森的哲学终究是实证主义胜利的成果：它由实证主义的批

判所给予它的形式来接受科学；它同意，注定让科学是永久

的机械论，即认识到其在人生中的地位纯粹是实践的或技术

的，并且借助千其他资源去寻找满足其追求知识的渴望。

我们决定将实证主义与活力论之间的联盟视做实证主

义的胜利还是失败，取决于我们是在实证主义的历史之下，

还是在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历史之下对唯心论或天主教的实

证主义者进行分类。在前一种情况下，它们将记在实证主义

的分类账中的借方，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们将更倾向千增加

其贷方的数量。 这件事并非完全不重要：它的永久性在当代

宗教思想中很容易被发现一即在认识到实证主义对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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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的批判，并且已经接受了科学知识的中立性、试图不诉

诸从科学得来的理性论点而表示宗教信仰意义的特征的那

些神学家的著作中。我们将在下面尝试对这种事态提出一

种解释，依据它，我们刚刚提出的问题一一胜利或失败一

其结果将是已经错误地表述了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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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所谓的“实用主义＂大体说来并不纳入实证主义的 149

哲学史，而被看做与所谓的“生命哲学”有关联。从某种广

泛的意义上讲，“生命哲学”这个称号不仅指的是一个特定

的德国“学派＂，而且也指用生物学的术语看待人的文化，并

且主张从其他观点来评价理智的生命及其产物是不可能的

其他哲学学派。实用主义哲学，至少最容易与其名字相联系

的那种说法，表示当然如此的特征，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它也

至少与一种实证主义有亲缘关系，即我们在上面讨论马赫和

阿芬那留斯时所涉及的那个关系（这种亲缘关系与后者特别

密切）。

这里我们唯独关注的是实用主义的这个方面，并且我们

将不研究此学说整体上的各种复杂性及其分布。我们的目

的是要清楚地讲出存在于实证主义思想与所谓的生命哲学

之间的独特联系，并且表明，一旦将某些实证主义的假定用

一种特殊的方法加以解释，则会怎样倒向其对立面。因为人

们熟知，彻底的实证主义将生命哲学看做与其思维原则完全

相反，并且常常以科学哲学的名义来谴责这种生命哲学。

人们认为，实用主义无疑正是美国人对哲学史的最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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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性的贡献。在以先验唯心论和黑格尔主义的英国版的主

宰为标志的一个时期之后，美国产生出一种哲学风格，此风

150 格长期以来享有 ＂ 典型的美国人＂的名誉，特别适合于当时

具有最乐观的前景和最旺盛的进取精神的那个世界的生活

方式、风俗习惯以及公共理想。 在其完全发展的形式中，实

用主义是反对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的绝对主义的一种反映，

而且也反对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 作为一种哲

学，它最特有的主张是 ，它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灵活工具。

一、皮尔士的实证主义

然而，这种哲学的起源几乎没有预示出其最终的发展结

局。 “实用主义”一词 是 由 查 理斯· 桑德斯· 皮尔 士

(Charles Sander Peirce , 1839—1914) 创造的，他将其用于表

示一种正确地区分出所阐述的问题和虚构的问题，有价值的

回答和不值得作的回答 、真正有争议的问题和纯粹是字词上

的问题的一种科学方法。 与这种方案相关联，皮尔士系统地

闸述了与实证主义最好的传统联系密切的各种规则 。

对皮尔士在哲学与科学上的贡献广泛地感兴趣是相当

晚近的事。 在其一生中，与其说是不为人所知，不如说是被

人误解，因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将其作为一个实

际上是由威廉·詹姆斯自己创造的学说的创始人而引见给

公众。最后，皮尔士宁愿不被称为“实用主义者”，因为更加

出名得多、但却轻薄的詹姆斯总体上误解了其学说。

皮尔士有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并且积极投身于自然

科学的几乎每个领域。 他强调需要实验的严肃方法，并且渴

望治愈哲学根深蒂固的恶习——拘泥于文字和无用的沉思。

他的著作有点学究气．并对人的愚蠢非常没有耐心；这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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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忠诚地反映其具有一种很别扭的个性。他没有任何学术

经历，并且他的书从未在其生前出版；至于说他所教过的那

些信徒，他仓促地与他们割断关系。自从大约 1870 年以来，

他发表了在其中他指出科学以及世俗的思想中的错误的论

文。这些论文之一，以《如何使得我们的观念清晰》 (1878)

为标题，已成为 19 世纪哲学中的经典之作。 151 

皮尔士最早的见解至少是简单的和清楚的。他坚持认

为，我们千万不要依靠认知中的自明的感觉，因为它常常会

将人引入迷途。 一旦我们已经充分熟知任何观念，它就变得

好似完全清晰起来。 没有任何的观念模糊到有人将其视为

不自明的地步。而且，真正的知识是所有人可及的用符号来

表达的推论的部分的总和。 相信世界或它的组成部分的任

何事物在原则上用语言无法表达是反科学的。思维规则与

人的探究的每一领域从根本上都是同一的。 诸门科学具有

共同的某些方法论规则，即，清晰、批判、可证实性和客观性

的各种规则。 只要哲学去除掉无意义的术语和虚假阐述的

问题，就能取得科学的地位并且发展出各种经验的方法。

那么，要做什么？思维的唯一作用是要引导我们获得某

些信念。一种信念或信仰－~思维的产物－~行着两个

功能。 它平息疑问并且确定特定的行为规则 。 每个判断都

加强了一种实际规则，这能用其主句是命令语态的一个条件

从句来表达。 换言之，我们接受的任何陈述的意义在于我们

如何以及是否实际执行它。 为了明确一个陈述是否意味着

任何事物，我们必须问它如何以及是否影响我们的行动及其

期望；为了了解它所表示的确切意义，我们只需要考虑它所

涉及的实际结果就行了。皮尔士明显地走得太远，以至于到

了说判断的意义在其实际结果中完全耗尽的地步—一根据

其观点，这是对实用主义下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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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从理智生活中消除虚假的信

仰和虚假的观念，以达到某种标准，能使我们处理可以回答

的问题，并且只处理可以回答的问题。 根据皮尔士的观点，

152 此问题极其重要：许多人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探寻的那些事

物上或甚至一一带有使理智堕落的某种东西上一喜欢在

他们明知不可解决的问题上自娱自乐。 仅由词语上的混乱

而产生问题的地方易于发现深奥的神秘。那么，我们如何系

统地阐明将真的问题从虚假的问题中区分出来的某种标准

呢？实际的应用性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两个陈述都产生了

同样的实际效果，则毫无疑问它们的意义是等同的；一个不

能改变我们经验世界预期的任何东西的断言根本是无意义

的。例如，只用于产生我们之中某些感情的谈话与思维没有

任何关系，并不比当我们用第二种语言重复一个陈述时所包

含的新鲜思想多。 人们会很容易地看见，依据此标准，大多

数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争论结果是无意义的。 所涉及的大

多数断言不值得在实证主义的意义上称为假，但是它们的结

果将是无语义价值的声音的联结。 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想象

在圣餐面包和酒变成耶稣的肉和血的意义上不一致；但是，

如果他们会考虑“酒确实是血＂的断言以及只是在借喻的意

义上“酒是血＂的断言所涉及的实际结果，则他们将立即会

明白这两个断言都不产生关于经验上可知事件发生的任何

预期。 因而，我们可以确实地得出结论：不是说这个争论不

能被解决或指涉某种存在的深奥神秘，而只是说没有什么可

争论的，这种争论只是表面上的而非真实的。 “力＂的观念

是井且仍旧是被用来代表我们领会其表现但不理解其”本

质＂的某种神秘实在。 然而，一旦我们使用了我们实用主义

的意义标准，则这种神秘结果只是一种词语上的虚构。 因为

对物理学来说j在力“是“加速度的陈述和力”产生“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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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陈述之间不能辨别出有任何差异。这个世界没有任何隐

藏在可观察属性背后的不可观察的属性。 只是哲学家们对

体系的喜爱，才使得他们更少地关心事物实际上是怎样的，

而更多地关注于要发现哪些断言与他们发明的构造相容或 153

者不相容。名副其实的思想在于对容许可能的回答的问题

进行提问，诸如最终能使普遍同意的那些回答。一个问题为

真，即，是一个恰当地讲述的问题，仅当对其回答能被发现之

时一一即使它可以造成许多麻烦，即使我们不确定人能否延

续到足以发现它的那么长时间。

每一个意味着某物或某种性质的词在其被合法使用之

前必须受到实用主义的检验。要知道其含义，我们必须陈列

实际步骤，凭借它们，我们能够证实一个给定的对象是否对

应于该词。＂说某个物体是重的，仅仅意味着在没有阻力的

情况下，它将下落,, ("如何使我们的观点清晰＂）。它并非意

味有某种”重力＂的属性，只是意味当其下落时”表现自身" 。

我们能够证实一块钻石比铁更硬，因为我们能用一块钻石刮

坏铁，但并不能作这样的证明以支持六翼天使比第二级天使

地位更高的断言（后一例并非是皮尔士的例子，但与其意图

保持一致） 。

许多评论者同意说，在皮尔士的早期作品（今天人们最

熟悉）与注明是 1890 年之后的那些著作之间有一种根本的

差异。在 1890 年之后，他批评哲学的决定论，起来支持自

由，断言新的创造物是可能的，使用拟人的表达来描述自然，

并且放弃了其早期的对科学法则的唯名论解释。

然而，这些早期作品使他的名字在实证主义史上具有重

要性。 皮尔士意识到其主导观念是休谟的传统。 但是他认

为意义标准的明确阐述，诉诸实践作为唯一可能的试金石，

将会补充旧的经验主义或更精确地陈述其最重要的可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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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正如其所见的实用主义~且，这种情况对领会他与

后来的实用主义者之间的差异是基础的一一寻求：阐明意义

154 的标准，而不放弃传统的真理观念。 换言之，皮尔士要求实

践的有效性应该作为真理的一个标准，并且，实践的可证实

性应该作为一个规则，凭借这一规则有意义的陈述将从那些

无意义的陈述之中被区分开来。 他没有断言，可以说，使用

此标准会营造真理的某种环境—一他没有将真理定义为实

际的有效性。 真理对他来说是判断与实际事态之间的某种

对应关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经验标准只是有

助于我们发现它。 皮尔士也没有思考实际的有用性决定认

知程序的有意义或合理性问题。相反，他强调了科学的纯粹

认知的功能，深信科学的技术应用，尽管取自于有效的知识，

但并不为科学兴趣设定界限，并且不能导致有关思想对象的

任何禁令。 在这一点上，皮尔士是一个关注完美知识的“纯

粹“科学精神的典型，而不关心其可能的眼前的收益。 他的

著作带有一种枯燥的学究气，反映了要废除在我们所观察的

世界与其断言的背后属性之间虚构的差异的典型的实证主

义倾向。实在并非任何其他“更深＂、更不可思议从而更为

真正的实在的”表现＂ 。 世界并不包含任何神秘，而只有要

被解决的问题。 在现象与本质之间、经验属性与事物本性之

间的差异纯粹是词语上的。实践的标准只用于揭开认知的

无益和这些差异的虚构性质，而当视这些差异为理所当然

时，则会对人的思维，对生活本身，对有价值的整个宇宙具有

破坏性。 在此意义上，皮尔士也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唯科学主

义的拥护者，即根据此学说，凭借自然科学和演绎科学的各

种方法不能得以解决的任何问题都是一个不适当的问题，而

且每一个包含着不适当问题的回答本身也是不适当的，或更

准确地说，是无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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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用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复兴

像皮尔士一样，威廉· 詹姆斯(1842一1910) 在从事哲

学之前研究了自然科学。但是，他的理智的定位与皮尔士的 155

非常不同一詹姆斯看来似乎没有注意某些东西。对皮尔

士来说，自然科学首先是追求独立于我们自身的科学真理的

一门精确的经验学问。对詹姆斯来说，自然科学主要用于证

实对人的生物学解释是合理的；人，根据他的观点，不仅其物

质存在，而且其理智行为，以及科学和逻辑的著作，都在千掌

握生物学的必然性。他的医学背景可能有助于这种观点的

发展，但这种观点的基本要素是将其带到激进结果的功利主

义精神：不仅向价值的世界延伸，而且也向纯粹认知的功能

延伸 。

在公正解释的知识与有用的知识之间的对立当然不是

什么新鲜事。对此观念我们能追溯到在 14 世纪唯名论的作

品中的端倪，当他们质疑亚里士多德理解世界的范畴的价值

的时候，并且当他们赋予科学知识一种纯粹实际的而非一种

描述性意义的时候（尤其是天文学），其实际上是诉诸有用

性的标准。后来，当欧西安德保卫知识时，是因为知识的有

用性而非因为这个词传统的真理意义，这正是其解释哥白尼

理论的方式。 在现代哲学史中常常会遇到对各种不同的宗

教和形而上学真理的纯粹功甲l主义的解释－~在霍布斯、某

些百科全书学派的学者以及康德那里。然而，尽管这样的观

点被不同的动机所激发，但对一些知识领域的“实用主义”

解释的信徒通常深信，也存在一个人类可及的真理领域，在

那里，我们不只是把世界看成似乎是这样或那样而行动，而

且持有世界真的就是这样或那样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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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的学说以他对功利知识的概念的无限应用为最

明显的特征。我们的理论是有效反映世界的工具，是操控事

156 物或达到实际掌握它们的手段。 没有理由赋予它们任何其

他的意义或价值。 每个陈述的意义全都包含在它所产生的

实际结果之中；当两个不同的陈述导致相同的行为时，它们

的意义是同一的；一个不包含任何实际结果的陈述是无意

义的。

用某种方式来解释，这些规则使人回想起皮尔士的阐

述。 但是詹姆斯试图要做的事非常不同：他并不打算只是系

统地阐述将有意义的陈述从无意义的陈述之中区分开来的

标准，以及决定一个陈述意义的方法。他所断言的是，一个

陈述的意义与其实际结果是同一的，这些结果是其意义，而

不只是达成它的一个手段。 因此，根据功利的标准在真假之

间进行区分，这对詹姆斯来说是基本的，与皮尔士根本不一

致。 在给定的陈述与陈述的所指之间没有被视为是独立于

人的干涉的抽象符合的真理那样的事。真理只是陈述对我

们行动所具有的有用性。 对皮尔士来说，真的陈述凭借它们

在真的假定基础之上行动的有效性而揭示其真理，而与之相

反，对詹姆斯来说，只有对其认知以某种方式对我们有利的

主张才是真的，任何其他的真理概念都是无意义的。 因而真

理并非在我们的陈述与事物的运行方式之间的相符，而是在

我们的陈述与我们凭借接受这些陈述可以体验到的可能的

满足之间的相符。 这是对认知的纯粹生物学的解释：正如膝

跳反应既非真也非假，而是至多在生物学上是正常的或反常

的一样，也正如胰岛素的分泌液依据其对有机体是有用还是

有害而能成为＂好的“或＂坏的“一样，思想的“分泌物“是由

同一标准来判断的。 人的认知行为是一种对其环境的特定

类型的反应：当这种反应在生物学上有用时为真，而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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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为＂假＂。各种真理、科学理论以及各种信仰并非独

立于我们的环境的相关物，而是处理环境的实际手段。 157 

彻底的相对主义是这种实证主义的自然结论。一个同

样的判断可能为真或为假取决千它所产生的环境。如果不

指定为谁和在什么条件下为真而说明一个判断的真理是不

可能的。有人可能会说，要知道真理就要在实际事件中有效

和有根据。实用主义是凭借当把认知内容应用千至关重要

的事务时其如何有效而评价每个认知内容的一种手段。真

理以有关人的环境的判断为特征。 总体上讲，对詹姆斯来

说，认知被构想为一种成功的评价技术。 更特别的是，实用

主义放弃了所有指涉任何信仰断言的禁令，只要这些禁令是

由逻辑的考虑、由纯粹理智的需要或由形而上学学说所促成

的。我们终究有权利相信任何事物，如果相信它对我们有利

或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的话。“唯一实在“是人们广泛（也

是主观上）理解的生活上的成功。“有用性＂依次能用本能

需要来表示特征。理性是本能生命的一种延伸，意识是后者

的一种工具。 我们有揭示了生命的不同时期存在的各种各

样的本能：恐惧的本能、争斗性、进取本能（根据詹姆斯的观

点，进取本能在人的两岁之前就表现出来）。因而，我们一

定能推断出，对于其认识可以满足我们的本能需要，从而增

加我们的所有物，并使我们在竟争和斗争中获胜的任何事物

和一切事物，我们可自由地进行认识。理智具有纯粹指导性

的功能：要问事物究竟是如何得以构成没有意义。而只能

问，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或那个，那么我们会得到什么？因为

一个给定的信仰可能对一个人有用而对另一个人有害一一

显而易见，詹姆斯完全意识到一—没有理由不继续往下推

论：对我可能是错误的某些东西，对别人来说是正确的，或者

甚至说，对我可能今天是错误的东西在昨夭却是正确的。 科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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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并非在任何流行的 、传统的 、形而上学的或先验的意义上

的真理的一个集合，而是一个当其被执行时就有意义的实际

指示的集合，并且当它们促进了生活、增加了能量 、提供了满

足时就是真的。 或者说，一个认知行为是一种感情上受刺激

的行为意志。 赞成一个信仰并非世界的强制力压迫心灵的

自动结果，而是一个意愿或决定行为，这是笛卡儿的一个观

点。 然而，根据笛卡儿的观点，这种环境只用千说明我们信

仰中存在着错误（ 意志自由接受或拒绝一个判断，关于这方

面，符合正确规则而运用的理性会悬置判断或作出不同的判

断） 。 根据詹姆斯的观点，理性除了倾向于让意志同意之

外，并没有其他的规则；因而，认知行为独立千人的允许，并

不受将这种行为与同样独立的某种真实事态进行比较的评

价的约束；更确切地说，认知行为就是这种同意，它由因之得

到满足的希望所促成。 要认识某种事物就是要做一种实际

事务，由千这种事务，世界的某个部分承诺满足，只要以某种

方式对待它。 在信仰世界这部分自身有这些或其他属性与

希望成功而接受这种信念的生命冲动之间并没有差异。在

此意义上，可以说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真理正不断地得

以产生和重复产生：我们与世界的认知联系就是这种对世界

的不断构造。

不必说，很容易指出此观点是自相矛盾的结论（人们常

常这样做），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散布在詹姆斯著作中的

那些更极端的阐述的话。 如果同意任何判断的根据与进而

希望获得某种好处的心理学动机相等同，则我们可以问：以

什么为根据，我们同意“苏格拉底死于公元前 399 年”这个

判断？如果同意这个判断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它就是无意义

159 的。设想我是一个学生在进行古代哲学史的考试：那么包含

在此判断中的知识会是有用的，因为它会帮助我通过这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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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但是一旦我已经通过考试，则这种知识则变得无用，并且

同样，关于苏格拉底的陈述会成为废话。或者说，“罗马位

千泰泊河边＂的陈述（对我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实际上它

根本不意味着任何东西，因为它无论如何不能影响到我的行

动。然而这不会如此，因为一个罗马的居民每天都穿过桥

梁，并且如果我有一天成为准备征服罗马军队的一名士兵，

这条地理信息也会对我具有意义，这个陈述也会”成为＂

真的。

事实上，詹姆斯偶尔调和其阐述的极端主义形式，指出

没有当前的功能而值得被记住的一种剩余的真理的存在，因

为它们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来到眼前。因而，赋予他“真

理“只是在某个给定的时刻有用的信念会稍微有点不公平

（尽管有人能在他比较极端的闸述中接受他）。而且，他支

持只从生物有用性的观点才有资格称为知识的基本概念，因

而是相对的而没有一切先验的含义。只是可能有用的知识

的或多或少的“剩余”可能无从清晰地加以定义，实用主义

者仍是随心所欲地设定他自己的界限。

此观点的另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

观点：我们有权利接受的真理的范围完全是无限的，只要它们

在任何方面对我们有用。这为我们期望以某种方式从宗教信

仰或形而上学学说受益的任何规则留有余地。 考虑到它们可

以提升我们的精神，保护我们不要失去勇气，填充我们的乐观

主义精神，所以没有理由将要放弃宗教信仰。詹姆斯并没有

停止推论，并且解释了他对“教条主义”抱有的反感态度；他拒

绝在宗教间题上持有否定立场从此而来。如果上帝的存在给 160

予我们有关世界的道德秩序的必然性，如果自由意志的信仰

会产生报答的承诺或刺激我们的创造力，则我们可以相信一

件又一件与最可靠的感觉的证实同样必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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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实证主义哲学有一种认识论的圆滑论的价值，一

种接受任何事物和每种事物的基本意愿，并且具有道德规则

进入认知功能所在之地的无尽的灵活性。 任何其他的观点

也表现出反对严格教条主义和为抽象的形而上学虚构而牺

牲生活的真正价值。一旦接受了实在没有如此得以解释的

任何内在特性，而只是为了个人成功的机会的一个集合，并

且这耗尽其可能的意义，真正情况就是这样。 实用主义从与

那些经验批判主义相似的假定开始，但因其动人的阐述 、松

散的格言以及分析的不审慎而不同于后者。像经验批判主

义一样，它试图把我们有关世界的思想建立在“经验”概念

的基础之上，这取代了诸如物质与精神之类的一切“实体

化＂的实体，井且将其视为在经验自身的领域产生的附属特

性。但是相反，根据经验批判主义，有效地使用一个判断的

可能性在于此判断使我们有资格得到经验世界的某些预期

这一事实，还在于它能够由我们预测的成功与失败所验证这

一事实一而根据实用主义的观点，我们能用一个给定的判

断来“做＂某件事情，能有资格认为其有意义就足够了 。 这

里，我们看到形而上学是怎样从前门被驱逐出去而又通过后

门回来的一一如果它只是一种精神安慰物或一针兴奋剂的

注人，则只是现在并非是作为揭示了存在的秘密的”真理.,'

而是作为达成目的的手段。 然而，实用主义的解释揭示了知

识的生物学化的结论，这一点经验批判主义并没有注意到。

毕竟，他们知道形而上学学说和宗教信仰二者都能被解释为

161 用于保证物种的生物学上幸存的各种工具，同时深信科学理

论有同样品格；因而，他们没有任何好的理由去否定前者具

有他们曾授予后者的同样有效性。在这一点上实用主义对

形而上学的复兴似乎与彻底的生物主义的假定更加一致。

詹姆斯的哲学，因为它授权我们相信，只要是对我们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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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任何东西，排除到达皮尔士所认为的至高无上的

目标的所有可能性一一废话与科学之间的区分。“什么是真

理＂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能被解释为暗含着某种形而上学的

理论。这就是为什么詹姆斯用“什么是值得相信的”问题来

取代它的原因，但是他没有阐明任何界限以防止我们持有前

一个问题所暗藏的真正形而上学的学说，以便避免原初问题

被换了一种说法而表示出来。看来，詹姆斯在一种轻蔑的意

义上使用”形而上学”一词来指特定的理论（例如，实在论的

认识论、决定论、任何类型的一元论），但是他又从这种轻蔑

中宽恕了否定这些理论或对同一问题提供不同回答的各种

学说。确实，詹姆斯自已拥护能易于归人”形而上学”一类

的世界图景，那与实用主义的宽容与开放的方法密切相关。

它是一种承认矛盾、强调经验的多样性，以及恒久的流动和

新颖的多元论的世界图景。

我们没有理由支持决定论：这个世界只有一小部分为我

们所知，并且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们设想永恒不变的宇宙秩

序支配着每件事物。抛开一个黑格尔或斯宾塞的理性主义

的构造，这个世界总是开放的，充满着各种可能性，并且唯有

我们的信仰就是如此才使人生值得度过。如果一个永恒不

变的秩序预先决定了所要发生的一切，如果没有任何的惊

奇，没有任何不可预期的事件，则生命是不值得度过的 。 没

有必要迫使每一个已观察的不规律性变成新的种种规则，我

们有个别接受每个事实的自由，我们不必忧虑连贯性或遗

憾，我们不拥有解释所有矛盾的一般秘诀。唯有不可救药的 162

形而上学家才预先假定世界是由单一的原则所支配，而经验

的多样性只不过是其表现。真实的是经验的不断变化之流，

在其中我们为实际目的标出一些注意点，以使得世界更好管

理；意识是由与事物同样的材料所组成，而在“内部“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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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之间的区分是人为的和附加的。 经验材料－我们直接

可得到，而不只凭借观念或陈述而得到－是能使我们进行

预测的各种信号，而由于我们心中的实际兴趣，我们才将这

些信号组成诸如＂物质对象”或“心灵”这样的各种组合。 但

是经验自身并不包含基本的粒子以便去组成更丰富的结构，

正如联想心理学所主张的那样。 相反，心灵生活是一个不断

的连续之流；唯有凭借一个抽象的过程我们才能将这一连续

之流分解成部分，并将某些对象确定为＂永恒＂ 。 这个演变

的整个体系不由任何理智规则所支配，而是受制于意志和感

情，它们从经验之流中挑选出事物，从可能的判断之中选择

真理，并且决定各种价值与信仰 。

詹姆斯的思想在美国异常普及无疑反映了实用主义的

世界概念对当前已知价值的适应性。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

本质上是一种个人成功的哲学：其彻底的经验主义和反对无

聊的形而上学完美地表达了除非对他的人生进取有所帮助，

否则“无所指望＂的一种人的态度。 但是仅仅由生活方式 、

风俗习惯及其所出生的国家的社会条件来解释实用主义的

普及将是不公平的。 实用主义发展了一个世界概念，其在哲

学上有兴趣和值得注意是因为，别的原因不说，它表明了经

验主义的口号会被意外的曲解，即有可能复兴形而上学和宗

163 教而不失去任何基本的经验主义假定。 实用主义揭示了在

实证主义获得知识的方法与所谓的生命哲学之间迄今为止

意想不到的关联。

实用主义的一个结果是要消除价值判断与描述性陈述

之间的二元论。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确实同样的标

准－即，功利主义的标准一一被应用在理论断言、价值判

断以及社会机制评价的情形之中。因而没有理由把我们的

陈述分解为描述性的和价值性的，或在后者的情况下，去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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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同的、非经验的认识论基础。关千＂真的”和＂好的”之

间差异的传统问题一一无论是某种事物”自身”就是好的还

是只凭借我们的决定才成为好的一一一且真理只不过是＂好

的”类中的一个种，并且＂好的“定义在功利主义的意义上己

经成立，则就消除了这个问题。 这是避免一种二分法的一条

可能途径，这种二分法在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历史中已经

证明如此麻烦，而且在近来的分析学派中又再度复兴。

三、实用主义方法的其他说法，它的

，电体怠义

实用主义态度最后提到的结论突出表现在约翰·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 的哲学中 。 同詹姆斯一样，杜威

深信实际的可应用性是价值的标准和真理的准则，他认为这

种实际的或工具的方法在涉及我们对世界的思想、我们断言

的价值以及我们的社会和政治机构时同样有效一一换言之，

我们在接受或拒绝一个陈述之前而提出的问题与我们询问

一些社会活动的可向往性的那些问题是同一个类型的问题。

因而，判断从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的观点来看，可分为＂令

人满意的”和”不令人满意的”，即，它们支持或阻止了导致

此目标的行动。这是在工具意义上的真理与错误的意义。

然而，杜威与其说对个人成功的条件感兴趣，倒不如说他感

兴趣的是改进公共生活和政治民主的前景，因此他的认识论 164

在一个本质方面违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他断言与个人成功

的无关但是却平等地约束所有人的价值的存在和至高无上

性一—换句话说，存在着能提供给我们进行社会重要选择的

标准的一种首要的集体的功利。 这正是为什么他所构想的

真理的相对性不会产生上述各种矛盾结论的原因。 哲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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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确定的任务是要分析由接受的种种给定的学说、观念或

理想而造成的社会效果一正如我们分析给定的政治机制

的效果那样。 因而，在认知与价值之间没有差异，因为整体

上的知识就是价值，一种从我们实际行动的观点来描述＂好

的“实在性的尝试。 但是，由千有关有用性的问题主要指的

是杜会的有用性，所以，＂真理”也就不再是人生的某个时刻

达到个人目标的一个手段，而且成为一种社会行动的工具；

它仍像以前一样是相对的，但就广泛理解的“集体利益＂而

言是相对的，因此保存了一种恒定的和主体间性的品格，这

是如果连贯使用詹姆斯的学说中所不能赋予它的 。 哲学在

社会冲突中起作用并且不免意识到其所起的这种作用，它可

能是保守的或可能支持社会进步，并且应当意识到这一点 。

与詹姆斯相比，杜威深信宗教观念不能作为社会重要价值而

起作用，而且这些观念阻碍了人的创造力，以及人们控制自

己的生活和发展其理智、发明才能和创造性的能力 。 在这个

意义上，这些观念是＂假的“——我们没有评估它们的其他

标准。 总的说来，杜威比詹姆斯也许更接近于皮尔士，因为

尽管他将一种对形而上学争论的反感与蔑视保存到最后（形

而上学的争论是他在青年时代作为美国黑格尔主义的学生

时就熟悉的），但是，他相信知识恒定有效的和主体间性的

标准的可能性，因此也相信有不能由个人短暂的任性或需要

而失去效力的标准的存在。道德价值像认知价值一样保存

165 着这种社会恒定的特征；尽管没有任何先验的或超验的价值

无法变更地赋予了人，但是由此推论出价值的世界由嗜好的

原则所支配，正如大多数实证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却是错

误的。 价值不为单个人提供直接满足的能力所定义，而是由

其持久的社会有用性所定义，而且，唯有在集体生活的效果

能被公共检验并且被视为是有用时才应该断定为价值。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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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构造一个社会主体的概念，在其对哲学家的生命的工具

主义的解释中，在其对哲学的实际了解的希望中，杜威比詹

姆斯更接近千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尽管他因其政治的自由主

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而与这种传统分道扬镶。

在世纪之交，实用主义享有了极大的普及性，并且在欧

陆哲学界也沿着许多路线发展。在英国，它被 F. C. S. 席勒

(F. C. S. Schiller, 1864一1937) 用来批判各种先验论的学

说。他通过将所有的认知功能归结为个人的表达行为而得

到了比詹姆斯更加激进的结论，并且宣布，关于真理的问题

在模拟的意义上是无意义的 。 他也提出了一种唯意志论的

逻辑，只用来处理各种判断与下此判断的人的各种意图之间

的表达关系。 实用主义运动在意大利表现了相当大的力量，

在那里，一个时期由帕比尼(Giovanni Papini) 所支持。帕比尼

的一个学生是墨索里尼，他将这种哲学与非理性主义、唯意志论

以及行动主义的法西斯学说联系起来。然而，细看后者，将其作

为实用主义的延伸却是荒谬的。实用主义在波兰的少数几个拥

护者之一是 E.M. 科兹洛斯基(E. M. Kozlowski) 。

一般来讲，在欧洲，这种哲学是现代主义思维方式中的

一个重要支脉，其处于好几种不同的“生命哲学”之中，这些

生命哲学力求直接的知识和＂与事物本身接触＂，即期望提

供一种没有任何形而上学图式的接触。在这一点上，还有其

经验的警觉、学究式的唯名论以及对形而上学学说的拒

斥一简言之，将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传统相联系的一 166

切一都汇入现代主义的潮流之中。实用主义的创立者自

己也指出他们与主要的实证主义传统的亲缘关系，这种主张

有一个真实的基础。 同时，实证主义的这一分支有自相矛盾

的一面，因为它能使经验主义接受形而上学和宗教信仰，并

且将应用于科学判断的标准同样应用于价值判断。 这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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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矛盾是哲学史家可以引用来说明事实的无数论点之一。
这些事实是：哲学的假定容许最为不同的解释，在此领域内，

将可能的观念结合起来并没有限制。

19 世纪末或现代主义各种各样的实证主义的特征是由

研究人的认知中的发生学问题与方法论问题的精心制作的

联系而表现的。有关知识价值的合法问题与事实问题几乎

变得不可辨别，如果认知是一种人特定的生物性适应的工

具，则似乎关于认知程序有效性的问题只是指它们对我们是

否有用，而不是指它们是否能使我们知道世界”自身＂（因为

这样一种目的并不存在于我们所属于的动物世界，并且我们

在沟通的形式方面不同于动物世界，并不因为我们与先验真

理有任何联系）。如果是这样，实用主义将会是一种从自然

主义中得到最终的认识论的结论的尝试，并且它将真的不可

能将合法问题与知识的起源问题分开。 但是同样，支持科学

主义立场，即，除非它们满足自然科学的要求，否则制止陈述

的禁令也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禁止赋予意义在如此的陈

述中不再认为是合理的。

因而，有人可能被吸引去发现实证主义思想下一个阶段

呈现出的某种逻辑，其明显特征是它把关于知识起源的问题

与关于其有效性的问题划分一条明晰的界线，并且试图处理

后一个问题而忽略了前一个问题~句话说，返回到科学

167 主义的立场。这种观点是，所谓的逻辑经验主义（有时也以

＂新实证主义”著称）也可以视为是在实证主义在“现代主义”

时期分裂之后的一种实证主义遏制的重现；那么它将是在一

个极端认识论放纵时期终结时的哲学表达。此学说的许多代

表都希望在思想上施加的限制将会抵消意识形态狂热的威

胁；他们的态度是一种渴望对社会健康有所贡献的独立知识

分子的态度。科学主义是这种方案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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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威胁的文明的科学主义

一、逻磷经验主义的末源：它如何

定义自身

就其内容而言，逻辑经验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归人了通 169

常被命名为分析哲学的整体发展之中。最后提到的这个术

语不仅指首先由 G. E. 摩尔(G. E. Moore) 发起的牛津和剑桥

学派的运动，而且还指世界范围的一种运动。 此运动深信，

哲学的正当任务是分析语言，包括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还

有对概念、断言以及争论的观点的解释。 凭借这种方法，人

们希望许多传统的问题最后会得以解决或作为无意义的问

题而被取消。

最初，分析学派的目的并非是指对认识论或形而上学问

题的任何特定的方法，此学派也没有预先判断什么是有意义

的哲学问题。将其与其他学派所区分开来的是其强调的一

个观念，即哲学必须从对语言确切的逻辑分析开始，在这种

语言分析中，科学问题得以阐明。厌恶华丽的无所不包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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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学体系是这种态度的自然相伴物，而同时这个学派容纳

了对传统哲学问题最为不同的立场。 因而，摩尔和他的众多

门徒分析了在知识的每个领域和日常生活中词语的意义，而

没有间他们的分析与已存在的哲学理论是否相容。 对他们

来说，重要的首先是要暴露出隐藏在我们讲话中的模糊的直

170 觉、词语中的混合词或包含在我们有关世界的陈述中隐晦的

联想，并且要系统地阐明一切科学和哲学问题，以便所有人

都可以理解和接受那些问题。

因为摩尔的思想牢固植根于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之中，

而且也包含实证主义的要素，因此，这些思想对分析哲学的

发展的影响非常大。 而后者总的来说不能被包含在实证主

义的历史之中，因为其许多更杰出的代表所倡导的思想断然

不是在这里所考虑的实证主义的意义上。 摩尔自已，背离了

实证主义的传统而保卫伦理学中评价谓语（诸如＂好的”和

“坏的,,)的客观性，并且认为它们不能还原为经验属性 。 罗

素 (Bertrand Russell) , 分析学派的奠基者之一，帮助锻造了

在 20 世纪被如此广泛使用的逻辑工具，如果只因为他断然

抛弃了唯名论，也不能被视为是实证主义者。阿弗烈· 诺

夫· 怀特海 (Alfced North Whitehead) , 与罗素合著《数学原

理》 (1910—1913) , 开始是作为一个数学家，从事创立一种

形而上学和一个独特的宗教宇宙论，用任何标准来看他都不

是一个实证主义者。 卢卡西维茨(Jan Lukasiewicz) 也不是一

个实证主义者，他是多值逻辑的发现者，而且拒绝了唯名论，

其哲学论文部分地染上了宗教信仰的色彩。

因而，尽管由更年轻的一代所做的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

主义已变得几乎无法辨别，但是我们将不讨论整体上的分析

哲学，而集中注意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段时期中所表现

出的实证主义倾向 。 在分析哲学之中的实证主义潮流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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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显示出罗素曾视为分析哲学的本质的一个特征，即，

它将经验主义与数学方法的广泛应用相结合。尽管同样的

结合自从伽利略以来就表示为自然科学的特征，但是，逻辑

经验主义因首先认识到其在阐明传统哲学问题中的重要性

而值得称赞。

据说，直到逻辑经验主义的出现，在哲学中已经有两种 171

竟争的认知方法一一论证的数学方法和研究的实验方法。

依重要性归属于一个或另一个，它们导致对立的知识概念：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逻辑经验主义着手消解这种分裂。

他们认为，经验是获知真实世界的任何事物的唯一方法。他

们说，数学不能描述这个世界，但是它提供了一种必不可少

的推理技术。形式逻辑已发展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凭借消

除许多虚假的问题和认识到解决本体论问题的无能为力而

延伸了经验科学的范围。 逻辑学与数学二者都不能发现超

出语言世界的结构，但是二者增强了语言记号的有效性和我

们演绎推理的正确性。逻辑学与数学的一些命题独立于观

察或实验而有效，并非因为它们揭示了任何永恒的必然性，

而是因为它们是分析的命题。它们没有内容，应该把它们的

有效性归功千与它们之中包含的词语赋予的意义联系起来

的语言约定。 没有先天综合判断之类的事物，既能够独立千

经验而有效，同时又能描述真实世界的任何方面的判断。 这

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观点之一。

哲学，如果作为并列于知识其他分支的一门独立学科而

存在，则不能在有关世界结构的任何问题上取代科学；它所

能做的可以归结为语言的语法和语义属性的逻辑分析，特别

是科学的语言。 在此意义上哲学成为处理科学程序的各种

方法的一门学科，例如，假设的可证实性、推论的合法性以及

科学中所用术语的意义。 这门学科，有时称做“超越科学" , 

163 



理性的异化

尤其受 20 世纪早期的科学发展的促进，主要的是与种类论

172 的二律悖反的研究和相对论联系起来的那些理论。 这些发

展显露出修正某些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的需要，例如，被视

为理所当然但又带有物质后果的表达的具体语言分析。 这

里，我们不能进入这些问题的讨论。 无论如何，符号逻辑学

的飞速进步看起来似乎是在证明，短时间内有可能或者解决

所有老的哲学问题，或者将其作为不正确的阐述而消解的希

望是合理的。一些人甚至想象新的逻辑学将会具有莱布尼

兹所梦想的普遍特征，并且想象它将会为解决一切有意义的

哲学问题提供一种绝对可靠的途径。

通过已经成为逻辑经验主义史中标志性的那些改变、争

论及大转变，此学说揭示了某些恒定的特征。 第一 ，它将理

性主义视为非理性主义的反面，因而坚持认为，唯有那些其

内容由对一切人都可及的方法来控制的有关世界的陈述才

有资格称为知识（或者有认知价值）；还认为，获得世界的知

识的合法途径只能是被自然科学和数学所使用的那些途径。

第二，它在知识论，尤其在意义理论、数学对象的理论 、价值

理论中支持唯名论。 第三，它坚持一种反形而上学的态度，

其来源于这种深信：所谓的形而上学陈述不符合实验控制的

要求，因为它们处理的并不是落入特定种类的特定现象（更

确切地说，处理的是世界”整体")'因此不能由任何想象到

的方法来证伪。 第四，它承认科学主义，即它断言的科学方

法的本质统一性，在这一点上可以解释各门科学之间的差

异－~特别是社会科学与物理科学之间的差异——这是由

于前者的不成熟而造成的，尽管人们相信社会科学最终将以

物理科学为典范。

逻辑经验主义的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实证主义的。 然而，

173 在其早期阶段，此学说的生命力并不仅仅归功于其追随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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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符号逻辑学、相对论以及量子理论所提出的重要科学问

题的那种情形。根据他们的观点，这种哲学要执行重要的社

会职能：提供一种能使个人确信的科学方法，很显然，从而帮

助去除非理性的偏见，意识形态的盲从以及公共事务之中野

蛮力量的滥用。它井非只是一门科学，而且在反对非理性的

信仰的斗争中行使着一种教育的使命，因为这些信仰毒害了

集体生活，产生了通过暴力强加给他们的种种企图。 民族主

义意识形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坠入的那种不信任当

然有助千这种态度，并且把许多知识分子吸引到这种思想学

派中；特别吸引人的是意识形态的主张应该由科学方法来证

实的这个观点。当时的实证主义者喜欢重复洛克的格言：我

们只在认为它被证明是正当的限度之内才可以持有任何信

仰。 这个口号简单地概括了实践理性主义的基本规则，反对

所有意识形态的压制，并且培育了一种集体生活的宽容精

神。实证主义者则拥护对世界的科学态度以保卫民主 、宽容

与合作精神。他们信奉一种乌托邦主义，这是基于以下假

定：或多或少由严格的科学思维所决定的知识分子的信仰能

够变为社会占优势的思维方式，一旦教育由这种精神所鼓

舞，这种态度就能够作为社会整体的一个典范。

尽管逻辑实证主义更加充分地使用了逻辑工具和语句

的分析，但它与马赫学说的各种目标具有某种一致性。许多

个人与机构的某种真正连续性进一步证实了将这种运动作

为经验批判主义的一个自然发展是合理的。 从其开端来看，

逻辑经验主义真正意识到自身是一个原创性的“学派＂。其
追随者享有一些基本的假定，而敏锐地攻击反对的观点。它

的语言粗鲁而富有挑衅性，其风格以某种宗派的方式相当肯

定、并深信无疑地正在对思想史进行革命。 任何东西都不能 174

动摇早期逻辑经验主义者们对其伟大文化使命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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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活跃的早期中心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维也纳，特别是

在由施利克(Moritz Schlick , 1882—1936) 主持的讨论会上聚

集起来的思考哲学问题的科学家和数学家小组。 这个以维

也纳学派闻名的小组中最杰出的成员是鲁道夫· 卡尔纳普

(1891 年至今，现在美国） 、卡尔· 波普尔(1902 年至今，现

在英国） 。 有相关倾向的一些哲学家在柏林很活跃：赖欣巴

哈、米塞斯、杜比斯拉夫。在丹麦、瑞典和英国，其他一些小

组和个人也出现了，一些人独立千维也纳学派，一些不独立

于它。波兰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一个非常活跃的中心，在那里

K. 特瓦洛斯基的学生小组，尽管相当不喜欢哲学气质，但还

是用一种与维也纳学派相类似的精神分析了许多问题。

二、维铮板斯坦

逻辑经验主义的哲学论著中最为重要的是维特根斯坦

于 1922 年在德国和英国出版的《逻辑哲学论》 。 维特根斯

坦(1889一1951) , 出生于奥地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最初

是一个工程师，又成为一个数学家，然后研究数学与逻辑的

基础，最后投身于哲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年，他

在剑桥求学于伯特兰·罗素，并且他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生

前出版的唯一一本书）受弗雷格(Frege) 和罗素的启发很大。

他死后出版的《哲学研究》 (1953) 有一种非常不同的品格，

井且很显然，这个《逻辑哲学论》的作者已经放弃了以前的

许多思想。 这两本书都具有巨大影响力一一前者主要影响

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发展，后者影响了语言哲学。 然而事实

是，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定位于这两个流派的任何一个都证

明是不合理的，不必如此，是因为他拒绝了对自已哲学的逻

辑经验主义的解释。而我们则应该省略其复杂而具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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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的全面说明一—其哲学总的来说处于实证主义的界

限之外一—而只注意逻辑经验主义的创立者们视为与自己 175

的思想相关的那几个要点。

对于《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来说，感官实在

由个别事实组成，并且任何知识的意义都可归结为对这样事

实的描述，这些描述成为其结构的对应物("图像,,)。每个

命题的意义或真理全部由组成它的个别的陈述来决定，陈述

的总和与其意义是相等的。没有先验知识这样的事，无论是

事实还是事物都是如此，因而逻辑学－~独立千经验证实的

一门科学——由没有内容的同义反复组成。逻辑实证主义

接受了把所有可能的知识划分为两类（同义反复和事实陈

述）的这种做法，这是取消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的一种划

分。语言和思想仅仅指涉基本的“原子”事实。我们只能理

解我们所能表达的东西，因而没有任何思想不能被表达，也

没有任何问题不能被解决，因为不可能有意义地系统阐述任

何如此的问题。在此意义上，根据《逻辑哲学论》中一句著

名的格言，我们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世界的界限。因为原子

事实总是或然的，即其组成的描述并不包含凭借逻辑规则而

迫使我们断言的任何特性，所以我们对世界的知识并不包含

必然性。这些限制的结论指涉形而上学问题是明显的，我们

能问一个给定的事实是否属于我们的经验世界，但是我们不

能问有关世界整体的特征的有意义的问题。因而，要问是否

有一个物质自然的实在界没有意义，因为它只能基千不同于

“非物质性“经验来得以回答，而这样的经验是不可想象的，

实在论的问题不能被理性地阐明。对有关世界”整体”问题

的富有意义的彻底否定导致维特根斯坦确信，甚至是＂世界

至少包含三个对象”这类的陈述也是无意义的。在经验提供 176

的事实的基础之上．实在论和唯我论之间的区别不仅不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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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而且不能用词语阐述。顺便提一句，维特根斯坦相

信－－－在这里，他几乎是孤独的－~唯我论的断言是对的，

但是其不能得以表达。为了表达它，将不得不乞求诸如这个

“我”之类的范畴，但在原子的事实中没有这样的东西：一仔

细检查，这个“我”就缩小到原点的大小。所谓的“主体“是

不可理会的，不只是作为一种不同于事物所谓的“内在“而

不可领会，甚至是作为一个“内在的世界＂的对象也不可领

会。 在经验的界限之内，我们在指涉个别事实时能谈到“我

自己＂，但是当“我＂试图超越其内容，而要问在同一自我之

中统一那些事实的主体性的某种看不见的“核心”或恒定基

质的时候，“我＂的问题将像任何其他的形而上学问题一样

无意义。

而且，其陈述中复制了经验事实的结构的语言，揭示出

了（但没有表明）基本上是不容许描述的某种事物。《逻辑

哲学论》的最后的格言说道，“对于我们不能说的东西，我们

就必须对此保持沉默＂。语言是有帮助的，因为它能明确表

达自已知识的界限一一在这一点上，语言工具在帕斯卡尔

(Pascal)唯理智论的世界观中大致具有“理性＂的地位一

但是这种自我知识，好比是与无法表达的东西、与那些从来

不会成为知识的对象的东西（不管其可能在生活中多么重

要）自动接触。 如果哲学要成为一种严肃的活动，则它不能

希望扮演理论的作用；它是人的一种旨在澄清科学陈述的行

为。［施利克(Schlick) 接受后者的看法，根据他的观点，哲

学的任务在于澄清意义，但是词语的终极意义只能加以指

出，而不能用言词来表达——这些内容是无法表达的一因

而，哲学并非是各种断言的总和，更不用说是一个“体系”

了，而是归千澄清陈述的一类行为。 ］

177 在他的《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大量减少了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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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陈述不得不符合的要求，他实际上认识到，带有使用受制

于特定规则词语的所有表达都是有意义的；至于明白的定

义，他基本上将其视为一种乌托邦的理想。 由千这部著作所

讲述的有意义的规则不精确，所以援引它的作者们更关心语

言如何发挥功能，而不关心为科学目的而详细说明其成分，

并且他们已经否定了把明确的意义分派给现行词汇的作用。

此外，某些神学家发现了有助于使其范围内的问题生效的有

意义性的新方法。 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不如前期思想与

实证主义的关系那么密切。

另一方面，《逻辑哲学论》在各种激进的方面对新实证

主义的方案具有重要贡献。 第一，它将一切有意义的非分析

的陈述都归结为对基本事实的描述。第二，前者的一个结

论一它提出了对科学知识的唯名论的解释：每门科学理论

都是描述它以之为基础的这些事实的个别陈述的一个函数。

第三，第一个假定的另一个结论——它将形而上学作为无意

义的问题而打发掉，不仅有关其各种断言，而且有关其各种

问题；同时，它在与阿芬那留斯同样的意义上对经验的概念

中性化。第四，它把哲学限定在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上。

三、科学睬述与形而上学

正统的逻辑经验主义并非总是在有意义性这一点上如

此激进，在与语言相联系时特别不是这样。卡尔纳普(Car

nap), 使自已以类型理论为基础，在两个不同的语言层次之

间进行区分，并且把哲学视为谈论语言的一种语言，规定其

任务是研究科学语言在何种条件下在句法上是正确的和有

意义的。许多逻辑经验主义者最初将有意义性等同为可证

实性，即他们认为，有意义性的条件只能由可能凭借其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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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证实的主体间性的方法所陈述的那些命题来满足。 这精确

地表现在下面这个著名公式中：＂一个陈述的意义就是其证

实的方法。”这个公式不只反对形而上学体系，而且反对几

乎所有的传统哲学。 然而一经更仔细的检查，这项规则包含

着诸多困难。 显然，它不能指涉实际的证实，即没有断言，仅

当我们已经进行了建立其逻辑有效性的检测之际，一个陈述

才有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凭借实验技术的改进，同样的

表达能从废话一下子变成有意义的陈述。 因此这项规则被

重述为：它所指的不是实际的证实，而是“基本的“或“理论

的”，而非＂技术的”证实。 而在这里也同样，更仔细地检查

会显示许多困难。 第一，在哪一点上证实的过程可以被视为

是完整的，何种认知行为不须进一步的证明就能被作为确定

的？第二，新实证主义开始寻找一个绝对认识论的出发点，

并用自己的方式着手解决哲学几个世纪为之争论的一个问

题。 因而，产生了“第一陈述＂的问题，在语言清晰的程度上

绝对是最初的认知行为。 这些应该是“基本”语句或＂初始”

语句，即，“不附加任何东西＂的实际感知的描述 。 这种句子

的恰当意义，其价值与可能性的问题，引起了这里我们不能

细谈的旷日持久的争论。 在这一点上，此争论中的某些参与

者（纽拉特 、卡尔纳普）不能避免“基本”语句是关于观察者

自已经验的直接描述因而是反省的这个结论。 严格地说，则

它们不能被赋予客观意义：如果有意义是由（或多或少的松

散构造）语句向各种观察标志的逻辑还原性来定义的，则一

种对知识的纯粹心理学的解释似乎不可避免。此争论中的

另一些参与者试图表明 “基本”语句能被视为是物质观察的

说明，指涉物质对象直接可观察的行为（而不预先判断后者

) 79 的本体论地位） 。 卡尔·波普尔则走得远到了要保卫基本语

句是科学约定的论点的地步，即，在科学论证中必须避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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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倒退的任意的假定。另外一些人则指出，绝对基本语句并

非算做科学理论，并且像约定论者一样，他们表达了支持理

论循环论证的论点。此学说实际上达到了放弃经验主义的

立场，因为它预先设定，科学处理的从来不是基本事实，因而

科学并不包含任何绝对基本的语句，并且，使一个假设生效

或者接受一个给定的理论的最终标准是现存语句体系的逻

辑一致性。

争议的另一点是在实际科学命题与“基本”语句之间必

须获得的逻辑关系的特征，如果实际科学命题被视为适当地

可证实的，即作为有意义的陈述的话。 那么，什么是可证实

性？将一个陈述的可证实性等同千从中推论出＂初始”语句

的有限集合的逻辑可能性这一规则不久就被放弃了，因为很

明显，在此意义上大多数科学命题将不能被证实，因而是无

意义的。其次，此项规则被重述如下：能被用做＂初始”语句

前提的那些陈述是可证实的，即从中我们能推论出有关物质

对象可观察行为的预测的那些陈述。那么，其结果是，同样

的“初始”语句能从几种不同的科学命题中推论出来，并且，

例如，从接近科学命题的逻辑关联中，我们也会有一个形而

上学的命题，甚至是一个明显地违背有意义性原则的命题。

因而，这种可证实性的定义将容许我们将可证实性赋予任意

的陈述，这与我们的目的不符。 这种困难引起了限制定义以

及系统阐述部分可证实性的概念的各种不同的尝试，如此以

便可以避免这些令人不快的结论。

在这些讨论的过程中，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思想，尽管这

一思想在现代科学史上并不新鲜，但他现在进行了非常清晰

的概括和阐述。这个思想就是：陈述的经验特性的标准（因 180

而是有意义性）应当是＂其证伪性＂；即否证它们的可能性：

只有让我们凭借经验的方法可以推论出否证的那些陈述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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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视为有经验的基础。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说我们现

存的世界与给定的陈述在其中为假的世界在经验上有什么

不同，则此陈述就是无意义的。如果每一个构想的事实都证

实了一个理论，则这个理论明显是非经验的。我们很容易看

到，这样一个观点将所有的形而上学学说和宗教信仰作为无

意义的问题而抛弃。当我们问怎能反驳＂上帝是仁慈的”这

一断言时，我们立刻就会发现，并没有这样做的可想象的任

何途径：每一个事实都能与上帝的仁慈相一致，没有任何事

实在结论上反驳它。根据波普尔的观点，这项规则在科学思

维中具有首要性，可以说，其改变了知识追求的全部条件。

它鼓励科学家反思否证自已假设的可能途径，而非只是寻找

能证实它的各种事实。它还鞭策人去避开每一个可想象的

事实都可以证实的种种理论。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在当代

科学中并不缺少这样的理论。 一些人批评弗洛伊德学说基

于这一点：它能同化每一个新的事实，因此对反驳它的种种

事实是完全不敏感的——换句话说，在这里所讨论的意义上

它是非经验的。但是，人们很快就指出波普尔的原则引起了

另一个困难：存在命题，即断言一个对象的存在的命题在他

的意义上也明显是“不可证伪的”，因而是非经验的。（我们

不能引证一个可观察的语句来反驳“有太阳＂或＂小精灵和

仙女存在”这样的陈述，即使其他逻辑规则排斥这样的陈

述。）作了许多更精确地陈述可证实性原则的进一步尝试，

并且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决不会停下来。赖欣巴哈 (Reichen

hach) 已经指出，在定义可证实性规则时，提到概率的等级是

必要的。根据他的观点，休谟很久以前就表明，一个彻底的

经验主义者如果没有不一致，就不能利用归纳，因为我们没

181 有使归纳生效的任何途径。要使归纳法生效，就要犯要求先

决问题的谬误，即未经证明而将论点假定为真。而如果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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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是一个先天综合判断，彻底的经验主义则变得不攻自

破。 而且，如果取消了归纳法，则所有知识将成为不可能的。

因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有权利以过去事件为基础来预测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件，但是，有关未来的那些断言确实不具有

与有关过去的陈述相同的必然性等级。 然而，这种观点也产生

了新的困难，正如我们上面所说，整个问题仍处于讨论之中。

除了对可证实性问题的这些不同的解决方法之外，并且

除了这种继续的讨论之外，逻辑经验主义一直在追求将形而

上学判断从人的思想之中根除的途径。根据逻辑经验主义，

诸如＂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世界是物质的“ 、"存在的根据

是意志”或者”普遍性包含在特殊性之中”等这些陈述并非

必然是假，而是说并非陈述，其没有容许被询问真或假的意

义。 跟随着维特根斯坦，逻辑经验主义已将这一观点作为其

学说的根本假设之一。 断言有关世界”整体＂的某种东西的

所有陈述，所有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理论（不管是实在论、

唯物论，还是主体论），包含普遍陈述的所有学说，比方说，

有关宇宙决定论或基本的主－客关系的陈述~一切都

是无意义的，它们中没有一个比其否定更加正确一丝一毫。

由逻辑经验主义的主张所带来的这种哲学的－—－或许

反哲学的一革命首先在于清除各种虚假的问题，以及根本

没有任何内容的各种思想。 这被说成是其批判所取得的最

重要的成就，这已经表明（许多别的不说）几乎整个早期哲

学都是由对虚假问题的没有意义的解决所组成。 卡尔纳普

对海德格尔的陈述作了一个具体的分析，“虚无虚无化了＂，

为表明这纯粹是没有经验内容的语词。 （顺便说一下，这是

大多数当代实证主义者似乎都很熟悉的来自存在主义哲学

的唯一的语句。 ） 真的，此学派的大多数代表在逻辑研究上 182

比历史研究上强得多。 他们看不上以前哲学思维的结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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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被下面的观点所说服：哲学中唯一有价值的要素是与自然

科学的结论得以建立的相同的方式所建立起来的那些结论。

因为所有知识都可以归结为经验陈述和同义反复，所以哲学

除了语言的逻辑分析之外其自身并没有任何使命。逻辑学

并非是在任何心理学意义上的思想法则的一个集合，而是凭

借语言的约定而为正确的（或约束的，更确切地说）语言用

法的规则的一个集合。在其自身之中，它们没有内容：它们

告诉我们如何使用符号，就其自身而言并没有任何对象。逻

辑经验主义已将其批判既指向对数学柏拉图化的解释，又指

向心理学或联想理论；大多数人更喜欢数学的形式主义的概

念。 将一个客观性的特性赋予数学的某些部分的那些人（像

赖欣巴哈）只是在早就由马赫接受了的意义上这样做：几何

学，作为数学的一部分，由分析判断组成，但是也有可以被称

为物理学部分的一种几何学。 后者必须由借助于观察与测

量而生效的各种判断组成。 然而不管是后者还是前者，都不

包含先天综合判断。

根据新实证主义者，哲学所有的早期贡献被分解为纯粹

是字面上因而是无意义的问题，和通过对阐述它们的语言方

法的细致分析而可以解决的问题。 因而，所有研究都融人句

法研究上，后来又融人哲学语言的语义学方面。 有些人热情

地将语义学奉为包治百病的良药，不只是对理智文化的治

疗，而且还是对一般人生的治疗，在这些人中，逻辑经验主义

者是杰出的。语义学所坚持的去除学说的争论与对抗的承

诺正好迎合了他们，因为他们共同怀有以下信念：这些是由

183 于错误地使用语言而引起的，并且巨大数昼的人力就此而浪

费了。此学派的一些哲学家坚持认为，形而上学的陈述，尽

管没有意义，但是能执行表达的功能，可以用于某些感情的

发泄。只要这些陈述不再要求野心的地位，只要作这种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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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人确实不设想他们说的是有关世界的某种东西，或他

们独特的观点能有意义地用于反对其他观点的话，它们可以

被留下来。

四、科学的物琨学化

以语句的有意义性归结为指涉物体行为的内容的可能

性来定义语句的意义的规则意味着，所有科学命题必须一

如果它们是有效的——被译成物理学的语言。这个观点，有

时被视为此方案的“物理学化＂的部分，在逻辑经验主义的

创立者们之中非常流行。 物理学的语言被认为是普遍的，并

且只有用这种语言阐明的陈述或能被翻译成这种语言的陈

述，才被看做是有意义的。 然而，在实际科学操作中，这项规

则证明是很难始终如一地被遵守。在心理学中，它导致行为

主义，这个学派的观点只是一种科学心理学。更老的反省心

理学作为有关＂灵魂”和＂精神”机能的一系列不负责任的妄

想被抛弃了。行为主义否定了心理学的陈述比有关人的可

观察的行动方式的其他陈述具有更多或更少的意义，尤其是

有关“内在“经验的陈述如果指的是不同于行动（或一个感

情表达）的某种东西，则没有科学意义 。 与最持久的现象学

传统保持一致，实证主义认识到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一种自

然联盟，因为其免除了不可观察的神秘的”意识＂或＂主体”

的范畴。 当前人们相信，例如，智力只是个人的一种＂属

性＂，通过检验的方法可被”表达＂或可知。从逻辑经验主义

的这种观点来看（还有行为主义心理学），智力并非在检验

程序中显露＂自身＂的一种“隐蔽＂的特性：智力恰恰是凭借 184

这些程序才被研究。 另一个定义默默地假定在本质与被认

为是其表现的现象之间的非科学的划分。 科学不能用指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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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观察可及的特性的某些实在的陈述来有意义地操作。

对行为主义解释的批评者们已经指出，行为主义不能执

行“物理学化＂的方案：它将心理学陈述译成日常语言，而没

有译成物理学语言。 实证主义者赞成行为主义的事实表明，

对其目的在于将心理学从形而上学偏见中解放出来并且赋

予它科学基础的所有主张来说，他们实际上依靠的是日常语

言的虚假的理解力。

五、人文学科与价諷世界

“物理学化＂的方案，尽管其看似简单，但很快就会发现

其包含着巨大的困难，尤其是在社会与历史科学的领域。 当

我们试图将社会与历史科学中所用的最简单的术语译成物

理学的语言时，其意义结果是，在相当多的时候，它们与现行

用法差之千里。根据实证主义者的观点，这表明了它们以前

的用法是错的，与“偷带的”形而上学虚构紧密相连。 然而，

根据批评者的意见，没有东西能证实人文学科的意义比物理

学化的解释更缺少“理解力＂ 。 诸如”特性"、“权威"、“约束

法则”之类的术语，如果不改变其意义，则不能被物理学化。

事实是，当各门人文学科按照实证主义的规则实际操作时，

并不设法超越一般性。

纽拉特(Neurath) 试图草拟出一门经验社会学的各种规

则，以符合逻辑经验主义阐述的要求。 他的计划以自然科学

与社会科学的认知方法没有差异这个假设为基础，尤其没有

由狄尔泰(Dilthey) 学派所主张的那类差别。 根据纽拉特的

观点，社会科学处理的不是人的意图、经验 、愿望或＂个性,, , 

185 而只是处理人的有机体的行动。 这些科学能够并且应该抛

弃诸如”意识”概念及其各种派生物，而研究人的行动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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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的规律性，并且查明在这些行动的不同尺度之内的可测

量关系。如果我们一旦学会如何记录恒定的行为模式，而且

学会如何发现支配其出现、传播和衰落的条件，我们就应该

能像自然现象一样有效地预测杜会现象。然而，人文学科为

此计划打上了空想的烙印，让人注意到下面的事实：社会科

学常常处理的是各种整体，其行为不可能从物理法则中推演

出来。 为了查明人的行为模式与其发生的条件之间的关系，

非常多的社会学的技术得以发展，并且实证主义取向的社会

学家已经沿此路线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这样的技术仍需取

代对社会生活的理论反思。尽管实证主义将这样的理论反

思谴责为非科学，但是如果没有它，就没有任何可证实的社
会问题能得以如此阐明 。 无论如何，社会现象只在非常狭小

的限度内才是可预测的，这一事实几乎使社会学受制于实证

主义知识规则而无法提供非常令人鼓舞的前景。

实证主义批评的另一个目标是历史智慧论的体系 。 卡

尔· 波普尔 (Karl Popper) 的两本书一一－《开放社会及其敌

人》 (1945) 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1957) 构成了对“历史

决定论＂的全面攻击。”历史决定论”在波普尔的用法中是

指将相关科学的主要任务定义为以历史法则、结构、韵律等

的发现为基础的历史预测来研究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 根

据他的观点，历史预测是不可能的，至少就历史过程依靠知

识的进步而言是如此（因为如果科学发现是可预测的，则其

内容将不得不在其被预测的时候就被人所知了） 。 尤其是，

波普尔批评将社会现象作为不能化约为其组成部分的整体

结构的”表现＂的”整体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是黑格尔和

马克思的特点，并且与意图带来全球革命的大变革的社会行

动的技术相联系（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技术）而不是由渐 186

进的、逐步的改革所取得的真正进步。一种真正的整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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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全体”一一社会特性与关系的

总和一一不能科学地加以研究；科学不得不有所选择，而不

能产生一个“整体主义＂的历史编年法。 根据波普尔的观

点，历史智慧论的体系既在认知上是无收益的（因为他们处

理的是科学上不能加以研究的对象），又在社会上是有害的

（因为他们用千证明极权主义乌托邦是合理的）。

正如人们所见，逻辑经验主义对社会和历史科学的态度

在纽拉特的《经验社会学》与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之间经历了一种根本改变。 当真正的预测变得被认为是不

可能时，预测杜会现象的有效技术的希望就让步于被说成是

预测的结论的悲观主义的担忧。 整体上说，杜会现象的经验

方法仍保持有效，但是完全实证主义的杜会科学并没有超越

规划的阶段-除了众多的社会科学的语言研究之外。一

些研究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有助千澄清这些科学中所用的方

法，但是没有人在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案之外主张真正的

执行。

经验主义在价值论尤其是在伦理学中的结论是明显的，

并且常常由此学说的拥护者们所断言。 经验并不能揭示一

个能为价值判断提供一个经验基础的价值世界或评价性质

的世界的存在。因而，价值判断既非经验的又非同义反复

的，而是无意义的。摩尔的观点是道德属性限定人的行为，

尽管其不同千描述的属性，但其可以被直观地理解，并且不

比感知的自明性少，新实证主义者们拒绝了这个观点。这个

学派认识到了摩尔的区分，但否认了具体与价值相关的一种

认知机制的存在。 各种评价既非真又非假，至多可以被视为

187 是某种心理状态的表达，可以归结为无意义的感叹。 不管苏

格拉底的传统，所谓的价值知识并非任何意义上的知识，因

而不能是争论的对象，也不为理性阐明问题提供素材。 在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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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中理性地讨论给定的结论是否从给定的前提推论出来

是可能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我们认识，例如，推论能

从标准的陈述中推导出来：＂一个人不应当说谎”这个陈述

意味着一个人不应当赞美一首坏诗，即使是由一个朋友所

写。寻找经验前提以便证实或否证一个标准陈述中描述的

环境在给定的情况下的实际发生也是可能的（例如，我们可

以问，教育方面的肉刑是只会引起不必要的疼痛，还是会产

生有利的效果？） 。 但是理性地讨论某种事物是否是一种价

值却是不可能的一一一种非工具的自律的价值，即超越达到

目的的手段的某种东西，最终评价的假设只能是任意的。 不

必说，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的一种科学的杜会学、一个伦理

学理论的历史以及道德心理学都是完全可能的，但不是一种

科学的规范伦理学。没有科学能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而只告诉我们什么途径将会达到给定的目标，并且没有科学

能够定义这些目标，支持“好＂的任何事物，而谴责＂坏＂的任

何事物。 科学对于价值的世界是中立的，并且这种中立性是

基本的，与科学发展的给定阶段无关。像形而上学的各种问

题一样，指涉价值的各种问题是虚假的问题。

六、波兰的逻辗经验主义

我们上面提到逻辑经验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

段时期内，在波兰哲学中扮演重要角色。 波兰的逻辑经验主

义，或者如阿久基维茨 (Kazimierz Ajdukiewicz) 所称做的“逻

辑反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维也纳学派而发展，

尽管其与维也纳学派有许多联系。波兰的实证主义传统可

回溯到 18 世纪晚期的反康德主义者。 它导致在 19 世纪的

最后几十年中一场重要的理智运动．但是这场运动在逻辑经 1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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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主义的波兰特色的发展中并不起根本作用。第一代现代

逻辑学家主要包括特瓦洛斯基 (Kazimierz Twardowski , 

1866一1938) 的弟子们，特瓦洛斯基自已尽管不是一个实证

主义者，但在哲学语言的具体分析上培养和鼓励了他们。接

着，卢卡西维茨 (Jan Lukasiewicz) 的工作有助于唤起符号逻

辑学的兴趣。 波兰很早就成为现代逻辑学研究最活跃的中

心之一，而且直到现在仍保持着这种地位。

在特瓦洛斯基的学生与所谓的洛维－华沙学派的创始

者们当中，阿久基维茨也许与维也纳学派的倾向最为密切 。

他的目的是要阐明各种各样的认识论问题的一种语义学的

说法，正如其能由逻辑方法加以分析一样。 以他自己的观

点，他定义为彻底的约定论，以下面这种信念为基础：表达我

们世界图像的语句由用千阐述它们的概念工具来决定。一

个概念工具是除了一个词汇表和符号关系学规则之外，由演

绎、公理以及经验的语义规则来定义的一种语言。 这样一种

语言是＂紧密的”，即如果不改变所有存在的表达的意义，就

不能得以丰富；它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没有独立的部

分，并且其所有表达都能与意义整体联系到一起。两种紧密

的、黏合的语言只要在每一方面能互相精确地复制，则包含

可相互翻译的表达。 要是一种语言中的单个的表达在另一

种语言中没有等价物，则这两种语言就是完全不可翻译的。

现在，由千我们对概念工具的选择是任意的，所以我们以一

个给定的工具为基础不得不断言的所有陈述（包括经验陈

述）都能被拒绝一以不同的工具为基础会视为无意义的。

换句话说，在使我们断言或否定任何陈述的意义上，没有任

何”事实＂具有一种认知上有约束力的性质，因为我们的世

界图景总是由对其阐明的语言来决定的。当我们使用一种

语言时，我们没有途径断言或否定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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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后来，阿久基维茨放弃了这种解释，已经意识到对紧密 189

连贯的语言施加的条件实际上不能由演绎科学的人工语言

来满足。然而，他保留了逻辑经验主义特征的以下观点：解

决哲学问题的适当途径在于给予其语义问题的形式，这使我

们能决定其内容中什么是有意义的。

科塔宾斯基 (Tadeusz Kotarbinski, 1886一1981) 只在保

留的意义上能被视为真正属于此学派。像逻辑经验主义一

样，他在所有的思想领域里都是一个激进的唯名论者，并且

相信，即使没有“基质”，人们也能够从事社会和历史科学的

研究，即将其所有的陈述都归结为关于事物的陈述一—"存

在“一词只能被合适地应用到实体的这样一种方式。由于科

塔宾斯基深信在解决认识论问题上现代逻辑工具的价值，并

且因其总体上的经验论立场也与实证主义具有关联。 但是

他的“实物论”，即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是有关物体的陈

述的观点，似乎是超越了实证主义的本体论中立性的特征。

洛维－华沙学派在现代实证主义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正是由千多值逻辑的创史人卢卡西维茨和阿尔弗雷德· 塔

斯基(Alf.red Tarski, 1901一1983) , 后者以某种方式使语义的

真理概念生效，并且超越了纯粹符号关系学的语言方法。 属

于这一小组的大多数哲学家的特点是，不像维也纳学派的实

证主义立场的阐述那样极端。此学派第二代一般更不关心

阐明全面的方案，而在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各个领域中从

事具体的研究；他们只是部分依赖实证主义的观点，但因其

克制的精神，对形而上学解决办法的不信任，以及对语言分

析的重要性的确信而与实证主义有多方面的关联。

七、操作的方法论

在美国．一些维也纳学派的创立者在希特勒时期移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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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那里，这种哲学风格与实用主义的传统相结合的影响力正显

示出其更加自相矛盾的含义。 这两个流派的早期影响在所

谓的“操作性的“科学方法论中能够得以发现。 P. W. 布里

奇曼(P. W. Brjdgman) , 《现代物理学的逻辑》 (1927) 的作

者，试图发展新实证主义者的公理：一个句子的意义就是其

得以证实的方法，并应用到物理科学的方法论中。 根据他的

观点，一个词的意义由旨在确定该词是否指涉给定的事物的

一系列操作来决定；一个句子的意义可归结为整个证实的操

作过程（这并非使用”规范的”命题，即对于演绎科学的同义

反复的语句，这是根据符号关系学规则而安排的一些符

号）。这种观点意味着，在一种实用主义的精神下，真理并

不独立千其得以确定的操作。 如果不涉及证实的操作，则没

有任何陈述能被赋予真理的特征。物体的尺度由一套测量

的操作来定义，物体的数量由计算的操作来定义。 但因为证

实的操作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随着给定的知识状态而改

变，所以同样的陈述可能是真或是假，取决于认知的环境和

证实的操作的性质。 操作论在许多方面受到了批评，包括其

结论的不便利 。 例如，由不同检测方法来研究的同一个大小

或特性不能被视为同等的（因为它仅仅由这些操作来定

义）。因而，例如，我们没有权利说，当我们用两种不同的方

法进行智力测验时，我们正在处理的是同一特性；也没有权

利说，当我们用两种不同的测量方法计算天文学距离时，我

们正在处理的是同一数值。 而且，这种观点意味着，严格地

说，科学断言指的是我们实验的操作，而不是被看做实验对

象的事物。 然而，操作论提出了对若干科学来说已经证实为

191 重要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必须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做到使

用不同的方法而不改变所研究的对象？或者说，当我们使用

不同的方法来研究一个对象时，我们以什么为基础才能断言

182 



第八章逻辑经验主义：护卫受威胁的文明的科学主义

我们正在处理的是同一个对象？在所有历史科学中，也在实

验心理学中，此问题产生了并且总不能很容易地得到回答。

操作论也着手处理一个经验研究的对象取决于所使用的工

具的程度的其他问题。 在这一点上，这种观点的支待者从更

老的约定论分析中受益，这种分析显示：科学井不包含任何

的“基本”语句，并且科学理论不是仅仅以收集事实为基础，

而是科学陈述的真理取决于其所属的体系的连贯性。 更重

要的是，这种分析显示了一系列给定的事实可以由两种不相

关的解释来加以说明，而在这两种解释之间以实验为基础进

行选择是不可能的。

由逻辑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二者激发的另一种尝试是

查理. w. 莫里斯 (Charles W. Morris) 的符号理论。这个理

论以经验主义的方法和符号逻辑学的使用为特征；它从人们

之间的沟通中符号的实际的功利作用中得出认识论的结论。

除了其符号关系学和语义学方面之外，语言的实用方面一

它表达的工具性功能一必须是在所谓超越科学的领域中

的哲学分析的对象。 这些研究处理的是涉及科学符号使用

的特定的超理智的情境，并且包括在科学的社会生活中很重

要的制度上的情境。科学程序以及存在的理论结构的合法

性的逻辑分析自身不足以解释科学思维发生的认知情境。

因而，莫里斯试图将发生学的方法重新引进认识论，这是实

证主义方案已经排除的一种方法。

八、、尾识形志的方方面画

逻辑经验主义在我们当代的理智文化中扮演着极其重

要的角色，但不能达到对其最要紧的目的。 当实证主义者正 192

声言不可证实的形而上学体系和一般的思辨哲学”一劳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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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的终结之时，公然对立于这些理想的种种新学说如雨后

春笋般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实证主义者在此发展中，仅仅

看到人愚蠢的证据，而没有对他们自己进行任何反思。 他们

对发现其工作的社会结果为何如此轻微的问题心不在焉，对

为什么人们继续询问科学不能回答的问题也不感兴趣。不

管怎样，依据经验，人类将要对由实证主义坚决支持的这种

理性主义给予普遍的认识是有疑问的。

尽管如此，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井非全无成果。

在其影响下，大多数人已经开始相信将认识论或本体论的假

设转变为科学断言（即赋予其实验或演绎科学的陈述以意

义）的任何一种和每一种努力注定要失败。实证主义在改变

哲学对其自身认知形象的评价上作了很大贡献。 从事本体

论理论认识论、编年史学、人类学领域研究的那些人正越来

越倾向千相信他们的工作与反映了各种评价的态度和观点

的强制性解释不可分离。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哲学并不具有与科学同样的认识论情境，并且哲学不能对科

学的 、技术上应用的、经验上可证实的知识提出所有权，但是

它的目的在于一个更有意义的世界图景一”有意义的“是

一种人文主义的意义，而不是语义学的意义。这不仅适用于

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反思，而且也适用于历史和人文学科，

实证主义把这些学科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 。

今天，我们已经目 睹了逻辑经验主义作为一个特有的哲

学学派正在逐渐衰落。其追随者遵从着他们自己的方案，大

多数人通常把其兴趣针对某些特殊的学科，主要是逻辑学和

193 方法论，以及哲学上已被大大中立化的那些问题。与假设的

可证实性 、归纳的合法性、科学术语的经验意义等有关的问

题的领域正在明显地继续激起反思与争议。 然而，这些先人

之见并不构成一门独特的哲学（或反哲学的）学派一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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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已经成为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人的哲学偏爱而被从事

的普遍认知的学科。 符号逻辑学几乎完全从新实证主义的

认知方案中解放出来，井且甚至由信奉形而上学信仰的人来

从事。 例如，在意义的形式理论与心理学理论之间的争议也

不包含对逻辑实证主义学说的涉入。 在逻辑学或语义学中

哲学态度对科学工作的影响与对其他的 、更古老的知识分支

的影响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经验社会学可证实规则的使用

并不比这些规则在其他任何知识领域的使用与实证主义的

联系更多，尽管仍存在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但其在逻辑

上独立于经验研究并且在程序上排除了不能满足实验科学

严格要求的任何理论。

回答逻辑经验主义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科学的

实际发展的问题并非我们的能力所及。尽管如此，直到作了

宣称逻辑经验主义是唯一一种值得认真注意的哲学的各种

尝试之前，其对方法论的反思从来没有人反对。

逻辑经验主义的假定已经受到了最为不同的观点的批

评，我们将限定在几个基本的问题之上。

批判的目标之一是将其与“技术的”可证实性区分开来

的“基本的”可证实性的标准。这是此学说的一个基本点，

因为它预先判断了是否终究有可能阐明科学有意义性的一

个可使用标准的问题。批评者们指出，实证主义将“基本”

的可证实性定义为符合逻辑句法的某些规则，但是在阐明这

些规则时，他们求助于表达的可证实性，因而犯了未经证明

而将论点假定为真的错误。
然而，实证主义在保卫可证实性原则自身作为一个有意 194

义的标准时特别艰难。批评者们问道：可证实性规则是什

么？因为它既不是经验的陈述，又不是分析的陈述，所以它

一定是在实证主义者自己的“坏＂的意义上的形而上学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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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换句话说，逻辑经验主义学说在其真正基础中有一种形

而上学的论点，因而不能要求比其他任何学说更加科学。 实

证主义者回复说，该原则并非一个论点，而是一个定义，因而

不必符合科学断言受制于其中的条件。

然而，这个问题一一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是此学说的

核心一一并非由此回复得以阐明，只是转移了论据而已。最

合适的是要问什么理由迫使我们接受有意义性的这样一种

定义。 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历史中，可证实性已由许多或多或

少的精确的方式加以定义，依靠这种阐述，合法的理智努力

的界限时而这样 、时而那样的变化，并且根据一种定义被称

为科学的，而根据另一种定义则不值得称其为科学。关于什

么称得上知识，什么不是，如此多的变化的宣称，其背后的理

由是什么？如果这种宣称纯粹是任意的，那么，什么实际的

考虑可以证明其合理性呢？

对这些反对也有一个回答。 因为有可能阐明在这种分

析中默默遵守的一项规则，根据此规则，只有对人类的实际

活动有帮助或可能有帮助的那些断言才会被视为是认知的

或科学的一一其意义指的不是对这种活动的任何影响（因为

即使是最虚构的形而上学也可能影响人的行为），而指的是

如此的断言意味着某种行动方式的实际有效性。当我们以

某种方式试图阐明能使我们在每种特殊的情况下决定正在

处理的是一个“操作性的“陈述还是一个没有结论的陈述

时，这项规则所使用的结果引起了巨大的困难。但是，即使

191 我们以某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成功地阐述了这种规则，最终决

定是否有一个任意评价的性质的问题仍然不会被摆脱。因

为很容易看出，将陈述的效力或技术上“可操作性“定义为

其意义性、可接受性或认知价值的测量尺度正是在某种特定

文化境遇中作出的一种评价的决定。这种评价的决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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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决定的时刻起支配作用，但是它不能自称拥有超越一

切其他文化境遇的绝对的和先验的价值。 我们可以视那种

＂价值”为有效地增加了可为人类使用的能量贮存，但我们

不能坚持认为，这样一种规则没有包含价值等级制内的某种

决定。 因而，这种带有有意义陈述的理论的整体的反形而上

学学说结果是依赖某种给定的评价体系，这种学说与任何其

他体系一样，是相对的，并且与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密切

相关。

例如，由确信他与神有私下接触的一个人述说的神秘事

态的经过明显不是“科学的”（在科学一词的当前意义上） 。

但是在定义我们所称之为有意义的之前，我们不能决定他们

是有意义的，还是有认知＂价值＂的。如果有意义的领域由

在自然科学中使用的或多或少自由阐述的种种规则来定义，

或由操作性的规则、技术可应用性的规则来定义，那么非常

明显的是，这些神秘经验将是无意义的。然而，这样一种规

则只是传统实证主义态度许多可能的表达方式之一，它只认

识到由功效上成功来衡量的那些人的努力，并且将知识的尊

严只赋予使＂你能做某些事＂的东西。依据这样一种态度，

所有的形而上学陈述显然都是没有结论的，因为从诸如＂上

帝是三位一体的“或“物质是存在的基础”之类的陈述中，不

能推出将会增加任何一种技术有效性的推论。 持有这种态

度是容许的，但是，断定其是超越一种态度的任何东西就不

合法了，即，一种在其中我们安排我们环境的某种评价性的

视角 。 尤其是，我们没有权利断言-mi..§. , B':{4~ ~ i.iE :£196 

义其他的基本假设相反——这种态度代表了非相对性的价

值，独立于人的历史、人的需要 、心理性情，以及逻辑上任意

的决定的有价值的某种事物。我们决定视其有认知价值的

或同意将“知识＂一词用于它的那些东西，在逻辑上是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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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且在历史上由在其中作这种决定的文化来决定。

那么，逻辑经验主义就是某种特定文化的产物， 一种技

术有效性被视为是最高价值的文化，这种文化我们通常称之

为＂技术统治＂。它是神秘化地装扮成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

识形态，是清除价值判断的科学世界观的技术统治的意识形

态。 当代实证主义不能领会其相对性和依靠特定的文化价

值的事实或许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毕竟，所有的意识形态

真的都是一样，其假定他们自己的价值是绝对的， 与所有其

他的截然不同，并且同样，他们将自已描述为不受意识形态

因素的干扰，而只关心有效的理智操作。为什么这不能成为

一种障碍也还有另一个原因 。 某种程度上无视其自身价值

的绝对性，而从世界中抽取出有价值的特性，并认为这些特

性的价值是最高的价值，这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很可能一个

人为了实现其价值，就必须相信这些价值具有排他的性质。

激进的历史怀疑论使实际行动失去勇气。 真的，当代实证主

义试图一劳永逸地克服历史决定论：它将所有的认识论问题

与发生学的问题分离，并且试图阐明支配词语用法的各种规

则，而不顾词语投人使用的条件。 这是为什么发生学的问题

从知识论之中消除，并且专门集中于逻辑思维的有效性一

将逻辑经验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区分开的特性－是这个

方案的基本点。 大多数实证主义者相信，科学与人的思维通

197 常能够完全脱离于一种哲学的观点而中立化，并且相信，在

如此中立化的经验领域之内，没有任何的存在的确定归属于

它，“科学观点”符合与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同样的条件，即，

使知识正确性的标准完全独立于这种知识得以产生的文化

的、历史的、心理的和生物的条件。 一旦本体论已被中立化，

则我们就已控制了一种绝对的观察的立场。 因而，逻辑经验

主义是一种乐观主义的哲学．因为它在定义上就摒弃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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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问题的可能性，并且排除了不可知论的态度（我们可

称为无知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作为一个问题而得以阐述） 。 它

是一种从麻烦的各种哲学问题中解放的行为，并预先将其作

为虚假的问题而斥责；它也免除了我们研究历史的需要，这

（因为任何值得称为哲学的哲学一定具有累积的性质）对承

认这种学说的人一定显露出一种连续的贫乏的无成果的努

力，其各种结论基本上无法理解，而只偶尔由一点常识来想

象的那些东西。由实证主义者对过去的哲学体系以及当代

形而上学沉思所作的那些判断通常具有简略的谴责的性

质——他们并不以研究这些被谴责的学说为基础，而是以割

断其情境的荒谬陈述为基础。这对已经读了科威斯提克

(Chwistek) 、赖欣巴哈、卡尔纳普、艾耶尔 (Ayer) 以及其他人

的著作的人都会清晰可见。

然而，在某个方面，实证主义确实表达了促进其方案的

意识形态意图，尽管他们并没有将他们的哲学观点与这些意

图相关联。 他们所有人都确信他们的方案具有突出的教育

意义：呼唤容忍、谦逊、克制以及为自己的话语负责任。 在政

治上，大多数逻辑经验主义者都接近千社会民主党的立场，

并且支持议会民主制；他们对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的种

种学说持有坚决的敌对态度，并且大多数也不喜欢共产主

义。 然而，他们并非是传统的历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即 198

他们并不信奉社会的达尔文主义或斯宾塞的社会哲学。他

们代表了反对陷人血腥的冲突的世界的一种人道主义的抗

议，并且深信，传播所谓的科学态度是对意识形态论者的狂

热的一种有效矫正方法。伯特兰 · 罗素说：＂真理概念作为

主要依靠在人的控制之外的事实的某种东西的｀真理＇的概

念已经成为哲学将人性的必要元素深植人心的方式之一。

当对骄傲的管制被解除，下一步将迈向某种狂热之路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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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迷恋－费希特将其引人哲学，而对现代人来说，不

管是不是哲人，都有这个倾向。我深信，这种痴迷是我们时

代的最大威胁，并且深信任何哲学，无论多么非有意的，都有

助千它，并且正在增加巨大社会灾难的危险。”

这种宣告并非例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实证主义者已

意识到其哲学行使的超认知的功能，并且他们赞成这些功

能。与罗素的话相一致，这些功能首先必须在千使人的心灵

习惯于接受由公众的力昼所控制的环境的约束，在这样的环

境中每一个和所有的信念都是相关的。如果这样一种态度

传播开来，则科学主义的有益效果将会立即显现：科学意义

不能被赋予的各种争议将会消失，随之将会带走一切冲突、

迫害以及来源于这些争议的不容忍的行为。 然而，相信实证

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治疗能力意味着某些假设。很可能假定：

屈从千意识形态的压力和盲从只是一种错误或无知，其来源

于轻率地将意义赋予实际上只在语法结构上与真实问题相

类似而不容许真实答案的句子。这样一种假设，默默构造了

一种完美理性的“人性＂（只因为思维的缺陷才能有邪恶）的

模型，如果只就其含义而言，这个假定当然太天真了，而不能

算是实证主义的方案。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不太极端的假

199 定：其可能足以证明实证主义的希望是合理的，即上述意义

上的理性主义的压力（作为一种规则理性主义建议我们将一

个陈述是合理的程度作为其得以确信的力度的衡量手

段一一与洛克的说法一致）可能足以强大到增加至少是取消

狂热的和不容忍态度的可能性，这是由千人们日渐意识到，

在所有人的信念中都有一种不确定的协作因索。这样一种

观点并不是一定相信，人的行为完全由知识的给定状态所决

定，而只是认为，人性中包含着有利千向增加理性的方向发

展的特性。后一个信仰的假定并不像前者一样天真，但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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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人形成了有关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的真实来源的观点

和一个给定的真理模式本身带有的不容忍的“权利＂的观点

以前，似乎很难会在其上建立起实证主义方案的成功希望。

正如我们有好的理由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意识形态的冲突是

由利益的冲突所呈现出来的理智形态，本身并非纯粹是意识

形态，那么，科学治疗的有效性的希望则没有牢固的基础。

我们更应该认为意识形态必须由意识形态的手段来交锋，而

不求助于在信念上进行限制或在不能满足通过语言的逻辑

句法而精心设计出的有意义的条件的问题面前保持沉默。

然而，在某个方面，实证主义的方案有一种几乎不能被

质疑的价值。它可以成为避免来源于最为不同的意识形态

冲突的社会危机的一种有效的矫正方法，尽管这种期望看起

来似乎是乌托邦，但是由于对科学态度的更精确的定义和科

学的断言的可容纳性，由于抵御了对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滥

用，我们今天比以前具有一个更好的地位。换句话说，对科

学有效性的界限给出一个相对较好的定义的能力—一一种

主要由实证主义发展的能力一—当我们必须批判为支持其

口号而援引科学的权威的那些教条主义者的主张时，它具有

极大的重要性。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试图以人类学为基础 200

去证实种族主义合理性。说明从事这种事业的没有希望的

可能性并非不重要，尽管很明显的是，它不能决定性地影响

社会冲突的结果。 实证主义规则的绝对严格性已经唤醒了

知识分子对其自身的责任感，并且我认为，在消除混淆科学

家的立场与信仰者的义务之间的界限的各种尝试中，其具有

实际帮助。恰恰因为这些规则增添了一种科学的伦理，所以

它们从来没有失去适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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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此书旨在展现在实证主义的历史中几种重要的学说，并

且表明每一种学说都是孕育其产生的文化背景的一个方面。

实证主义思想的每个阶段都是主导的理智风格的一个特定

的变种 。 然而同时，当我们比较实证主义的前后相继的观点

时，一种历史的连续性清晰可见；由千这种连续性，将实证主

义的历史视为一个独特的整体的观点是有意义的。 在第一

章，我们试图表示这个整体的主题特征（尽管不可避免地带

有某种程度的武断性）。这导致了下面的问题：实证主义是

否也揭示了种种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证明将其作为一个

与众不同的整体来看待是合理的，或者我们是否正在处理的

是每种情况下都适应于给定时期所需要的许多传统哲学的

主题。

对于这个问题给出截然明确的回答，我很犹豫，因为它

涉及了某些困难的历史智慧论的决定。 这个问题更加让人

烦恼是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实证主义者们本身赋予他们的

反形而上学倾向的意义已经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释。 这最

好是由维特根斯坦给出的规则和卡尔纳普给出的规则的比

较来说明 0. 说”对于我们不能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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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事，而说形而上学应该看做诗歌则是另一回事。 毕竟，

诗歌并不是沉默的，尽管如此，在语义学的意义上不能称其

为“正确的“或＂错误的＂ 。 维特根斯坦的规则督促我们从我

们的世界景象中从能被表达为一个逻辑语句的一切东西，更

一般地排除在所有理智的关联中排除。 卡尔纳普只是告诫 202

我们，在有意义的陈述和不可证实的陈述之间进行区分，并

将后者视为纯粹表达性的或抒情的说法；他督促我们不要将

只是表达性的某些东西与还有意义的某些东西相混淆，因而

要避免将在形而上学、宗教或评价的词语表达中所包含的感

情态度看做真正的信念，而这种信念的正确与错误是可以争

论的。当反形而上学的禁令没有超过将超科学的地位自动

给予哲学断言的知识定义时，可以说，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

形而上学的做法是合法的，只要我们不将所谓的认知价值赋

予这样的反思。 在这种情形下，严格地说，实证主义不能履

行在前一章的结束时所提出的意识形态的使命，即，如果它

要是始终如一的，就不能对意识形态的态度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它只能是否定其科学的证明，否定在科学意义上的真或假。

大多数实证主义都有强烈的倾向去遵从维特根斯坦更

激进的规则：他们并非只是拒绝形而上学的认知要求，他们

拒绝形而上学的任何认识。 然而，第二种更温和的说法也被

阐明 。 根据这种观点，一种没有科学主张的形而上学是合法

的。哲学家，像雅斯贝斯(Jaspers) 那样，不把哲学看做一种

知识，而只是看做阐明存在着的东西的一种尝试，或者甚至

是看做一种让其他人来作如此尝试的呼吁。 这并没有违背

实证主义的法则 。 后者的态度在当代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中

几乎是普遍的。意识到在“研究”与“反思”之间、在科学的

”精确＂与哲学的”精密＂之间、在”问题＂与“疑问＂或＂神

秘”之间的根本区别是所有存在主义哲学家都表达过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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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尔与雅斯贝斯和马塞尔一样。

不仅如此，最新的神学趋势，尤其是新教的趋势认识到

了实证主义的批判，并认识到其对世界的解释正好符合实证

203 主义的要求，至少符合那些更温和阐述的要求 。 他们并不试

图证明世界的神学概念是一种事实的描述、一种合法的演绎

或一种假定的构造；他们［帕尔· 蒂里希(Paul Tillich) 、约

翰· 海克(John Hick) ]认识到神学概念具有解释的功能，正

是由于它，事实将特殊的意义看做由上帝组织起来的一种有

目的秩序的成分。根据他们的观点，这种非经验的有意义性

像独立于神学的其他常识的解释一样，例如对物质世界的实

在论的观点 。

其他一些作者利用了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中更加宽松

的有意义的规则，他们认为，支配神学词汇使用的各种规则

被充分地定义后就可以满足有意义的条件，这些条件与经验

词汇一样完备。 最后提到的这种基督教拥护论可追溯到将

同等的认识地位给予科学与哲学的各种观点，从而违背了甚

至是温和的实证主义的禁令。 前者可以被视为基本态度改

变的标志，并且意味着部分赞成实证主义的批判。 这种态度

使人想起了帕斯卡尔 (Pascal) , 他保卫基督教，而赞成对经

院哲学的理性批判，并且认识到其无法挽回的各种结果。 因

而，他诉诸实际的论证试图说服别人，他们必须接受他本人

赞成的信仰这件事并不能在理性的基础上得到证明。

如果几个世纪以来一再提出的实证主义的口号能被归

结为反形而上学方案的这种调和的说法，则实证主义只是表

达了科学要构造自身的不断翻新的尝试，并将自身依次与神

学、宗教、政治学和艺术区分开；它将是一种科学的自然分泌

物，日益意识到其自身在社会生活中不可还原的地位。 这种

激进的说法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上的意义。 它试图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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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成为一种自足的活动，这种活动用尽了在理智上占有世

界的所有可能的方式。 在这种激进的实证主义观点看来，世

界的各种实在性－~当然，能用自然科学加以解释，但是此

外，它们也是人＂存在着的好奇心＂的一个对象，一种恐惧或 204

不安的来源，一种承诺与拒绝的理由一—如果它们由反思所

完成并用词语来表达，则能被归结为感情的特征。 受苦、死

亡意识形态的争论、社会冲突以及各种对立的价值一—所

有这一切都被宣布为超出界限之外，是我们只能保持沉默的

事物，以便服从千可证实性的原则。如此理解的实证主义是

一种逃避义务的行为，一种伪装成知识的定义的逃避，使所

有这样的来源于理智懒惰的想象的虚构的事物无效。在此

意义上实证主义是对生活的一种逃避主义者的设计，一种自

愿不参与不能正确阐明的任何事情的生活方式。 它所强加

的语言使我们免除了在人生最重要的冲突中讲话的责任，使

我们置身于一种不可言说的世界一经验的无法描述的性

质的事件一一的冷漠的盔甲之中。

然而，我所特别关心的是显示出来的某种解释上的含

糊，或许是，将实证主义假定的两种可能的解释划分开的某

种很难寻觅的界线。 我在上文曾提出的科学意识形态可以

将某种理智的学科作为任意思维的一种预防药物。 在上文

引用的伯特兰·罗索的那段话中，这样一种学科将谦逊置人

人的心灵，并且让其服从于事实。 然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公

理能得以维护取决于我们能否从对真理的实用主义解释所

涉及的危险中解放出实证主义的法则一换句话说，取决于

我们是否能够不可变更地放弃形而上学，而不为其合理性的

证实留有余地，不是根据其＂真理”，而是根据其＂效用“。

让我们给出一个简单的说明 。 布佐诺夫斯基在《观念》

一书中评论了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把它描绘为一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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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望，一种由这位哲学家作出的戏剧性的表白——真、善 、

美并非经验的“元素”，而是经验的”特性＂。与任何一对一

相对应的经验无关，它们根植于社会制约下对经验的修正，

205 并且在每种情况下是“某个人的”真、善和美；之所以被看做

真的或假的、好的或坏的，是由与有机体的生态状况相联系

的各种环境所决定；真理是一种态度，正如将一种给定的经

验复杂体认作为快乐的或不快乐的一样。

根据布佐诺夫斯基 (Stanislaw Brzozowski) 的观点，这种

认识论隐藏着对人的骄傲的一种悲剧性放弃，这一点阿芬那

留斯没有明说，因为这样做将会与其禁欲主义风格不相容。

非理性的外部环境决定了我们把什么看做真的或善的；认知

价值已被归结为快乐或痛苦的短暂的可变化的经验的程度，

这不能是论证的对象。 归结为一种生物性的反应，道德价值

的世界连同所谓的审美价值的永恒性、“客观性＂或自律一

起崩溃了 。 在这一点上，阿芬那留斯的哲学中放弃的特色与

尼采的虚无主义恰好相合；然而所不同的是，在面对所有传

统价值的毁灭时，阿芬那留斯并不试图创造其自己的价值尺

度，而是满意于暴露出人的自我知识已达到的临界点。

可以说，这不是一种实证主义的解释。而更像是自然主

义或实用主义的解释，更一般地说，是在纲领性上将认知功

能的动机归结为一种生物性行为的动机的任何学说，因而使

任何有关＂真理＂的通常意义上的问题失去意义。 然而，这

确实是胡塞尔对 19 世纪实证主义的解释方式。 他也将其视

为文化危机的征兆，视为将人的生活归结为一种适应世界的

动物形式，并且排除了曾经遇到真理的所有可能性的一种理

论 。 这是他为什么着手寻求确定知识的原因；其先验还原的

目的是要重新发现实证主义者和进化论者所不能看见的不

可还原的原初领域，在那里无可怀疑的是，经验的内容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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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特定的生物性或历史性的情境。因而，胡塞尔与布佐诺

夫斯基在相同的意义上来解释进化论和生物学取向的实证

主义，尽管胡塞尔对这场危机的非哲学原因不是很敏感，但 206

他相信，这场危机用哲学的途径可以克服，并且为此使命付

出一生的辛劳。

问题出现了：实证主义的整个进化论的思潮将知识归结

为一种生物性适应的工具，这由达尔文主义的革命所触发，

但已经植根千休谟的批判之中，这只是实证主义思想的一种

变体一一一一个修正， 一种偏离，一种背离，或许是一场意外

吗？或者说，它能是一种构成要素吗？即实证主义的本质核

中包含着一种不可避免地导致生物相对论的要素，毕竟，实

证主义的一个和另一个变种都没有得出这种危险的结论。

当然，众所周知，实证主义的一些说法，尤其是逻辑经验

主义，并不关心知识发生的条件，而集中精力于分析科学的

各种程序和结论。这种实证主义观点从不问什么是形而上

学信仰的起源和运用，而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定义有效的认

知，以便取消形而上学的研究。它也限定合法经验的条件，

抛弃或取消关于其本体论地位的问题。 塔斯基真理的语义

概念的合法性尽管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历史中很重要，但并不

改变这种情形，因为它指涉的是在语言符号与经验要素之间

得到的关系，并不预先判断或甚至提出有关经验自身的形而

上学意义的问题。

同时，如此对经验的哲学中立化并非使有关其起源的问

题没有意义。从中只能推论出：在认知内容与某种“事物本

身＂或某种＂精神实体”之间暗含着因果关系的断言是没有

意义的。因而，如果这个问题仍然被提出，对此，实证主义唯

一可能的回答是自然主义的回答：知识是生物性的行为。 这

样一种回答暗示了对任何先验意义上的真理的否定．井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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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经验上或理性上都不能确立任何可能的关于构想能为

207 我们揭示“世界的性质＂的某种东西的信念。所有当代的实证

主义都深信，评价谓词没有经验上的相对物；至于说表示逻辑价

值特征的谓词("真,.'"假＂），它们理当不指涉事物，而只指涉

语句，因此它们的情境似乎与其他的不同，因为，这些谓词在这

里是不可应用的（一个人不能问：事物真的是真的吗？）。

然而，这只是一个字面上的区别：关于知识的确定性或

确定性的限度的传统哲学问题，并非由形容词＂真的“受限

制的应用性来废除。从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此问题需要某

种分辨。有一些方法一一并不完美，但相当有效的方法——

在强制的经验的限度之内知识与错误之间的区分，但是指涉

经验全体的任何问题都是无意义的。换句话说：严格意义上

的认识论问题不能得以解决，因而（或因为这个）它不是一

个问题。 因为它以知识整体作为对象，即指涉＂全体”，所以

它是一个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形而上学问题。

根据这种哲学标准，这就是为什么有关知识发生学的问

题只能作为心理学的间题加以阐述的原因，与“正确的“感

知的错觉截然不同，我们总是将“正确性＂归结为许多人的

主体之间感受的一致，并且我们不能超越这种本体论上中立

的领域。 对有关这样的主体间一致性的原因的问题("为什

么我们对许多的感受达成一致？”）的每一种回答最终一定

指向人类所有成员的共同特征。当发生学的问题一出现，实

证主义的自然主义就被改变为一种对知识的生物性的解释，

并且不能避免这种相对化的处理方式。这有可能保存支配

＂真的”和＂假的“术语的使用的严格规则，但是它们现在必

须指涉人类。一个相当大程度上的恒定性被赋予了真理，但

其先验的意义被否定了。

加； 许多当代实证主义者拒绝了这种结论．并且将其作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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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具有一种先验意义的逻辑价值而利用，但是实用主义的解

释在等待着在提问题时较少限制的那些人。在这种情况下，

限制并不反映实证主义的激进主义，而是一种三心二意的实

证主义态度。 限制最少的实证主义者一一阿芬那留斯一一

是最激进的。他对经验的中立化同时也清算了虚构的“内在

本质＂的观点，＂外面”世界被设想为这种“内在本质＂的一定

表现、揭示或自身的主观化点。同样，主－客关系成为了

＂神经系统－环境＂的关系，整个认识论的问题成了生物学

的问题，而“真理＂的价值只是人类如何解释其经验的一种

生物学的特例。

我应该想要阐明的作为这些反思的结果的观点如下：实

证主义，当其彻底的时候，放弃了真理的先验意义，而将逻辑

价值归结为生物性行为的特征。 对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

的拒绝一一将实证主义构造为一个学说的基本行为一一能

与将所有知识还原为生物性的反应相等同；归纳只是条件反

射的一种形式，而要问，什么条件下归纳是合法的，就是要

问，什么条件下在生物学上获得一种给定的反应能力是有利

的。一切所谓的概括的功能和对科学假设的系统阐明只是

用千增加或改进我们条件反射的贮存，并没有必然真理这样

的事，即根据古老的形而上学家的观点，真理能够告诉我们

世界”一定是“什么，而不是它实际上是什么（不必说，从实

证主义的观点来看，有关世界的“必然”特征的那种问题是

无意义的）。根据马赫的理论，科学是动物性经验的一种延

伸，除了以之为基础的经验的全体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意义；

但是与动物性的经验相比，科学用一种速记的标志的体系来

操作，正是由于它们，我们发现的现象之间的关联才能得以

留传给后代。 这是人类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性，它能使人类 209

从过去的理智和技术成就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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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实证主义很少问自己井且确实不关心的一个问题

出现了 。 我们如何能够解释这个独特事实：许多世纪以来人'

的思想将发现世界中“必然”特性的能力归属于“理性＂，井

且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明白这些特性是想象力膝造的事。

只能被一种幻觉－~确定性的纯粹感情 来虚构地满足

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确定性＂的愿望从何处产生？

实证主义在面对这种问题时满足于给出一种纯粹认识

论的答案：像所有被说成是形而上学的谜题一样，必然真理

的整个问题来源于词语的滥用，来源千语法的惰性（将抽象

术语的本质化，动词和形容词的实体化等等－~霍布斯在这

一主题上说了最后用词）。简言之，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

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一种错误。 在这里我们将不询问其是否

真正是一个错误。在集结中我们将把自已限制在以下的研

究中 。

如果非分析的知识只是它以之为基础的个人的经验的

总和，并且人的认知功能只由记录经验、贮存经验以及将其

传给后代的能力来区别，那么，人对“必然性的”知识的固执

的渴望显而易见一定会作为一种非存在的认识论乐园而被

抛弃。 在文化史中为发现这种乐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完全

是空想。然而巨大的精力都浪费在这些探索之中，并且超凡

固执地进行这些探索的现象值得深思，更何况这些探索者完

全意识到了其努力在技术上没有结果。 毕竟， 17 世纪的作

者称为“道德必然性＂的东西一即我们可以认识一个给定

判断的真理的条件，尽管我们这样做的理由不带有任何绝对

210 的性质一一在科学思想中是完全充足的。从应用知识的观

点来看，一种渴求认识论的绝对，即，”形而上学的确定性"

的愿望是无结果的，井且追求这种必然性的人们完全意识到

这个事实。然而，我们重复说，哲学从未放弃构造一个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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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的企图，这种“理性“独立于技术应用而又不可还

原为纯粹记录的功能。

即使这种企图只能用词语的滥用来说明（这似乎是极不

可能的），然而人们再三地这样做的事实将是人类理智堕落

的某种证明Q 因为我们如何还能够解释这些持续的而没有

成果的努力？在已经进行了许多个世纪后这种做法仍在进

行，是什么引起了这种恣意或理智的堕落？难道我们不应该

怀疑渴望使自身独立于经验事实，并且渴望发现其自己的领

地的“理性“是某种已经失去了其合适性、其生物的有用性

及其工具使命的兴趣，并且仍在以损失真正有生命力的需要

为代价而保持生长的癌瘤？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一个过失、－

个错误、一个词语的滥用或误用的断言还能有别的什么意

义吗？

如果探求”形而上学的确定性“在认知上被定义为无成

果是真的话（并且当然是生物学的无成果，至少其意义是说

它不能增加人类技术上的有效性），则我们不得不得出结

论：人的理智生活是其生物性衰退的证据

命哲学的更极端观点相一致的结论。

个与所谓生

很明显，另一个假定是可能的。 我们可以设想人的特定

的“理性“生活——他努力建立起“理性＂的自律－是人类

参与的与其身体和动物需要参与的存在秩序不同的另一个

存在秩序的证据。那么，在科学上有成果的因而在技术上有

用的每件事物，能用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归结为语言表达

的条件反射的每件事物，将属千生物性的功能，只由遗传因

素来修正——与休谟与马赫的观点一致。另一方面，来源于 21l

其他努力和兴趣的每件事物，所有对“超越的”知识的渴望，

我们将不得不视其为我们参与到某种非动物世界一一与另

一个世界长期对立—一的结果。按照柏格森的学说，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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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的理智将是一种有机体的能力在实用性上的延伸，而

自律的“理性＂（作为非推论的直觉或发现形而上学真理的

机能）将不会是这种有机体能力的一种延伸或表层或工具，

而是一种对抗性的力量。换句话说，我们将不得不假定，我

们的生物性生命与我们的形而上学探索来自于两个不相容

的甚至是敌对的存在的起源，或者，简言之，物质世界是一种

恶意的玩笑，是由上帝或魔鬼对我们施加的一个诡计，而我

们，这种玩笑的牺牲品，同时和不可避免地遭受着属千敌对

世界的所有后果，相互争吵井处于一种持久战状态的两个国

家的双重身份的公民的后果。这大致是不必求助于宗教思

想也能完美地得以系统阐明的摩尼教学说。

这样一种选择井不令人鼓舞，在作为进化论衰退的结果

的人的形象与必须被看做是由真的不相配的并且不可能和

谐一致的两半组成的另一个形象之间进行选择是很难的。

当然，这样一种选择井非由任何的科学考虑支配我们；目前，

它仍处于纯粹哲学反思的层次上，因此，从实证主义的观点

来看，能像其他任何的形而上学难题一样被搁置一边。但

是，在当前我们的历史情境中，从实证主义分派给一种意识

形态的功能的观察立场来看，此问题具有实在性。从这个立

场来看，实证主义的批判是对如此理解的“理性＂的拒绝，因

此不可避免是一种认知努力的动物化。但是这种批判不能

令人满意地解释其对立面的存在，而只是将其作为＂错误"

来看待，因此不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212 现在，几个世纪的实证主义的思想一~尤其是其对归纳

的有效性的批判、对先天综合判断的批判、对”本质主义＂的

形而上学的批判，以及对价值的批判－－－已经让非实证主义

者意识到此类的问题已不再可能被反转或隐藏。 我们并非

必须接受将每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和对确定性的追求都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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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归结为＂错误＂的这种意义上的批判，但是我们必须认识

到其中的一个结论，即，对获得存在而言，这种技术上无用的

理智努力必须一劳永逸地放弃对“科学”地位的要求。 这个

结论，正如我以前所说，可以视为几乎是普遍被接受了的。

最后，在这种假定之下，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我们试图证实我

们的形而上学研究是合理的或至少是对其进行解释的时候，

我们要面对上面概述的二难选择：“理性＂或者是病人身体

内的一个癌瘤，或者是在物质世界和我们身体本性的必然需

要之中的来源于另一个世界的一个异类物体。 我们当今的

哲学工作已经发现自已被悬挂在一在很大程度上受实证

主义批判的影响一—生命哲学与可怖的摩尼教的观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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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叩zowski, Stanislaw 斯坦内斯罗·布佐诺夫斯基 204, 205 

Buridan, Jean 让·布里丹 16 

Cale心on 计算 54 

Cambridge University 剑桥大学 174 

Capital 资本 71 

Camap, Rudolf 鲁道夫· 卡尔那普 174, 1n, 11s, 1s1, 197,201 -2 

Cartesianism 笛卡儿主义 26, 27, 56, 158 

Castes 社会等级 60 

Catholicism: Comte 天主教：孔德 62 , 63 ; conventionalism 约定论

141; Le Roy 勒·卢阿 142_-43; modernist Fre沁h mov血ent 法国

现代主义运动 130; 

Causality 因果关系 15, 25, 117, 120, 125;Comte 孔德 67; Hume 

休谟 36 - 38 ; occasionalists 偶因论者 26; understanding 理解

力 35

。归， concept of 原因的概念 36 ; - effect relationship 因果关系 13, 

33 -34; 

Chemistry 化学 54 , 56 , 91 - 92 ; positive stage 实证阶段

Christianity 基督教 21, 203 

Church, See Catholic函n and Religion 教会，见天主教和宗教

Church - State separation 政教分离 14 

Chwistek. Leon 利昂·科威斯提克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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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Cicero 西塞罗 62 

Clas眨s, theo可 of 分类理论 171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 See also Comte 分类原则，可参见孔德 75

Co - existence 共在 so. 96 

Cognition 认知 3, 116, 124, 125, 166;b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生物学

解释 156; J血四詹姆斯 157 , 158; methods 方法 171 ; principle of 

economy 经济原则 121 ; scientific 科学认知 118 

Comm四叩共产主义 197

Comte, Au驴ste 奥古斯特· 孔德 J, 43, 45 -46,102; biography 生物学

46 -48; C耘函朊心ons 分类 59 - 00; critics 批判者 64, 96; dis

ciples 追随者 45 ,46, 47; doctrine 学说 68;history 历史 64; 

influence 影响 68; 

Law of the TJu:ee states 三阶段法则 51 - 52 ; marriage 婚姻 47; 

materialism 唯物主义 64 ; mentaJ illn啦 精神病 45 ,47 ;populari

沈m 推广者 65 ; religion of humanity 人道教 45, 61 -64; Saint 一

simon 圣西门 46; Science reform 科学改革 51 -59; 如ial reronn 

杜会改革 48 - 50 ; sociolo叨 reform 社会学改革 59 -61; tbou如，

妇ults of 思想的结果 64-69; WO如著作 47

Concepts 概念 120 - 21 , 124; validity 有效性 114 

Contiguity. time - s严ce 时空交接 32 

Continge毗y 偶然性 25 

Contradiction , principle of 矛盾律 14 

Conventionalism(ists) 约定论（者）
心

119; · Catholicism 天主教 141; 

characteristics 特征 129 ; consequences 结论 144 - 47; criticisms 

批评 136 -41; in France 在法国 I 30 - 3 l ; fundamental idea 根

本观点 129 -30; hypotheses 假设 131 - 36; ideol咂es 意识形态

141 -44; leadi屯 idea 主导观点 129 - 31 ; simplicity 简单137 -3& 

Copenri叩哥白尼 16 , 56 ; theory 理论 135, 15S 

Counter - 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 17 

Cuvier, Geo屯es 乔治·柯维 5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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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embert 达朗贝尔 42-43 

Darwin, Charles 查尔斯· 达尔文 71 ,87, 118-19,198,206 

Deductive reasoning 演绎推理 S4 ,171 

De皿四士 丹麦 174 

Descartes. Rene 勒内· 笛卡儿 22-巧， 158

氏spotism•Enlightenment and 启蒙与专制主义 44 

Determinism 决定论 74,161 

Dewey,John 约翰·杜威 163,164 

Difl'erentiatiom 分化 90 

Dilthey school 狄尔泰学派 184 

Dingler, Hugo 雨果· 丁勒 130,134,144 

严lution 分解 89 

Divine Will 神意 14 

Dogmatism 教条主义 159 

Dualism 二元论 106,108,109,163 

几心业lV ,M.M. 杜比斯拉夫 174 

Du Bois - Reymood, Emil 杜勃斯 120 

Duhem, Pierre 皮埃尔·杜恒 114,130,131,133, 139,140,142; Phys-

亟 of a Believer 一个信仰者的物理学 142 

Economy, principle of 经济原则 110-14 

Einstein, Albert: theory of relativeity 爱因斯坦：相对论 130 

Empirical data 经验材料 9 
, 

Empirical knowl志经验知识 22 ,23 ,24 -25 

Empirical 妇肪经验实在 6 

Empiricism 经验主义 167,171; Engl油 英国的经验主义 170; En

ligbtenment 启蒙 30; l哼叫 (see also Logical empiricism) 逻辑经

验主义（参见逻辑经验主义） 166; M讥 穆勒 78 , 79; RenaiS&aDce 

文艺复兴 17 

Empiriocriticism 经验批判主义 101 - 3,110,121 - 27; cooventionalism 

约定论 129.140 -42;features 特性 126;1叩calempiricism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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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经验主义 172 -74, 196; pragmatism 实用主义 J(j(); subjectivism 

主观主义 123 

Encyclopedists 百科全书学派 155 

En叩~, conservation of 能量守恒 71 

乓Is ,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24,126 

England 英格兰 47, 49, 86, 174; empiricism 经验主义 170;pbiloso

吐en 哲学家 75 ; political thought 政治思想 79; pragmatism 

实用主义 165 

Enlightenment 启蒙 49 , 76, 79 ; beliefs 信仰 43, 81; characteristics 

特性 42;enemies 敌人 44; 

Hume 休谟 38; 产tivism 实证主义 28 -30,43; totalitarian utopias 

极权主义乌托邦 68 

Environment, 环境 107 ff. , 116; trot如真理 116 

Ep血emol屯y 认识论 101, 103, 106, 110,141; 穿netic approach 发生

的途径 191 ;inferences 推理 Ill; 如刀reticaJ 理论的认知论 192 

Essence 本质 3,25 

Ethics 伦理学 81, 96 ;empiricism 经验主义 I 86 - 87 ; scientific 

科学的伦理学 106, 199 ; transcendental 先验伦理学 83 

Euclid, Elements 欧几里得原理 23 

Europe 欧洲 S,18-19,121 中呴四血m 实用主义 165; 

Eventa, predicting 正在预测的事件 58-59 

Evolution 进化 88 - 89; theory of 进化论 SI, S9, 71, 87, 89; 

“氐记ential cu:ri函ty" .. 存在主义的好奇心" 203 - 4 

氐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 l, 181,197 ,202;judgments 判断 24;他加匹

phers 哲学家 202

Experience, 经验 11, 108 -9, 171; Critique of pure Experience 对纯

粹经验的批判 104 -6; 如a of 经验材料 11 , 162 ; flux of 经验之

流 162; neutral运略 中性的经验 208; ordering 安排秩序 6;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1 n - 18 ; primacy of 经验的首要地位 120-

21; "pure" "纯粹的“经验 101, 103, 105; coilcepl of 经验的

概念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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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riment 实验 54,105 

区perimentalism-nominalism 实验主义－唯名论 13 

Fact: atomic 事实：原子事实 175; concept of 事实概念 103, 113, 

131; conventionalists 约定论 139; practical-theoretical distinction 实

践－理论的区分 133; scientific 科学事实 132; laws 法则 145 

F咄tb 信仰 19 • 92 , 143; Comte 孔德 64 - 65; -knowled穿 信

仰－知识 20; nominalism 唯名论 15; pragmatism 实用主义

160; -reason separation 信仰－理性的分离 14, 36-37 

Family 家庭 61, 63 

Fanati啦m (宗教）狂热 173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165, 197 

Fechner, Gustav 古斯塔夫·费希纳 118 

Fichte, Johann 约翰· 费希特 198 

Fourier, Franco芘 弗朗索瓦·傅立叶 54 

Fran~ 法国 46 ,48 ,49 1129; Catholic thought 天主教思想 130; con-

ventionalism 约定论 130 - 31 ; Enlighterunent (see Enlightenment) 

启蒙（见启蒙）； libertines 自由思想家 20; p面s 巴黎 13, 14 -

15, 16; philosophers 哲学 15 

Freedom 自由 153; Hurne 休谟 41; Mill 穆勒 85 -86; of the 

叭11 自由意志 160 

Frege • Gottlob 戈特洛布·弗雷格 174 

Frei吐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49, 68 

Freud, Sigmun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80 

Galileo 伽利略 6 ,l8-19,22,S6,59,170 

Gall,Franz 弗朗茨．加尔 59

Gassendi , Pierre 皮埃尔．加森第 20-22,25

Genetic problems 发生的问题 101 -2 

如metry 几何学 25,28,4'3,79,117 ,135 -36,182; 邸clidean 句stem

欧几里得体系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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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Gennany 德国 130 , 149 ; logical empiricism 逻辑经验主义 174; phi

l哟phy 哲学 120, 149; tradition 传统 102;writem 作家 76 

Gobineau, J啦ph 约瑟夫· 戈宾诺 97 

God 上帝 17 ,21,25,92,160; 函stence 存在 35;p叩f 证明 24;oc-

casionalists 偶因论者 26 

＆如n,William 威廉·戈德温 81 

Graz 格拉茨 114 

Greece, Ancient 古希腊 56 

Haeckel, 压t 恩斯特· 赫克尔 98 

Happiness 幸福 81 , 84 ; defined 被定义的幸福 82 

Hegel, Geo屯乔治．黑格尔 67,161,185 

Hegelianism 黑格尔主义 149,164 

Heidegger, Martin 马丁·海捧格尔 76,181,202 

Heinz 海因兹 103 

Heliocentrism 日心说 16 

Helmholtz, He11Dann 赫尔曼· 赫尔姆霍茨 98 

Helvetius, Claude 克劳德·爱尔维修 81 

Herbart, Johann 约翰· 赫尔巴特 112, 118 

Hick, John 约翰· 希克 203 

Historical prediction 历史预测 185 

压storicism 历史决定论 185,197 

胆toriograpby 编年史学 192 

Historiosophical syste皿 历史理智体系 43;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185 -86 

History: Comte 历史：孔德 64 , 67 ; organic-critical epochs 有机的－批

判的时代 48-49 

Hitler ,Adolf 阿道夫· 希特勒 190 

Hobbes, Thomas 托马斯·霍布斯 155,2()() 

Holistic techniqu邸整体主义的技术 186 

"How to M吐e Our Ideas Cl四" 150,153 "如何使得我们的观念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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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speci印, characteristics 人类，特性 208, 209 

Hu.me,Davi 大卫· 休谟 30 -37 , 76 , 81, 101, 118,120,145,180,206, 

211 ;charac归证妇 特性 41 -42;Comte 孔德 69 ; destructive co邮尸

quenc切 ofw吐著作的破坏性后果 36 - 44; empiri血m 经验主义

78; Mill 穆勒 78; Peiree 皮尔士 153 

Husserl, Edmund 爱德蒙德· 胡塞尔 76,78,114,121,127 ,205 -6;tran• 

scendental ego 先验自我 197; 

Huygbens, Christian 惠更斯，基督徒 56 

Idealism 唯心主义 126;transcendental 先验唯心主义 149 

Ideali啦唯心论者或观念论者 126 

1妇观念 31 -32,204 

Identity, principle of 同一律 15 

Ideologies 意识形态 196 

Immanence 内在性 122,123 

如一印象 31,116,l认

Individuality 个人 68 , 128 ; concept of 个人的概念 117 ;Mill 穆勒

86 

Induction 归纳 208 ; validating 生效

Inductive一归纳推理 38,39

Inequality 不平等 44

Infallible knowledge 确实可靠的知识

lnfonnation 信息 3 

Instincts 本能 157 

180 -81 ; 

14-15 

Intellectual devel叩ment, See Mind 理智发展，见心智

Intelligence 理智 183 

lnroduclion to E平中印叫M心如 《实验医学引论》 71 ,72,75 

归:rojection : critique 内摄：批判 106 -10; principle 原则 107 -10 

Intuition 直觉 105 

Italy'pcagrnat归m 意大利，实用主义 1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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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James, William 威廉· 詹姆斯 150, 154 - 62; Dewey 杜威 163,164; 

Peiree 皮尔士 154,156 一 57 ; popularity of id啦 思想普及 162; u-

tilitarian criteria 功利主义标准 156 

Jaspers , Karl 卡尔·雅斯贝斯 202 

J窃叫迦 耶稣会教义 160

Judgments 判断 160; analytic 分析判断 27 ,28,181; a priori 先天

判断 175; Dewey 杜威 163 ; existential 存在判断 23,24,27; I屯－

i也 empiricism 逻辑经验主义 171; (of) matters off. 釭t 事实判断

31; 如心ssary 必然判断 27 , 28 ; value 价值 7,162,186 -87 ,195 

Jupiter 木星 134 

比mt, Immanuel 伊曼努尔·康德 83, 98,102 - 3,114, 118,126,135, 

155; aoti-Kantians 反康德主义者 187; 片心g叨印口 《未来形而上

学导论》 115; tbi呛io-i如1f 物自体 125 

Kantianism 康德主义 120 

Kepler, Johannes 约翰尼斯· 开普勒 S6 

Kn叩ledge: anti妞吐中加ical 知识：反形而上学 68; antithetical concepts 

对立的概念 171 ; applicability 应用性 51; 

a priori 先天知识 l75;clasees 阶级 175 ; controlled experiments 

已被控制的试验 12 ; criteria 标准 23 ; defining 界定的知识 S; 

empiriocritcism 经验批判主义 103; e叩lanatory-useful opposition 解

释的知识－有用的知识之间的对立 I 55 ; inlallihle 确实可靠的知识

14 - 15 ; intellectual autonomy 理智自主 57 ,58 ; interpretation穿 解释

11 , 16 - 17 , 40 ; laws of development 发展的法则 SO; I血itaions 限

制 29 - 30; meaning of 知识的意义 38; Mill theory 穆勒的理论

78 ; "necessary" "必然的”知识 24;

nominalists 唯名论 14;0ckham concept 奥卡姆概念 13 -14; ori一

gin 起源 129;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17,206 - 7 ; power 力量

12;p叫pnati叩m 实用主义 16 ,40; prohibittons 禁令 9 ; relativism 

相对主义 11S ; reliability 可靠性 15 -16;Scholastic theory 经院

理论 14 ; scietistic J)06ition 科学立场 166 ; sensationalist theory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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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论者的理论 43 ; superstition 封建 52 - 53; totality 全体 66; 

trans~endental 先验知识 211 ; (the) Unknowable 不可知的知识，

91-93;val皿 价值 12 ,58; (of) values 价值的知识 186

.Kotar-binski, Tacleusz 塔德乌什· 科塔宾斯基 189 

Kozlow吐i.E,M. E. M. 科兹洛斯基 165 

Laissez-faire principle 自由放任原则 99 

Lamarck ,.Jean, 让· 拉马克 87 

Lange,Fri如ch 弗里德里克· 朗格 98 

Language 语言 61 , 112, 120, 176 ; analysis 分析 169;coh函ve 连

贯的语言 188 - 89 ; conceptual app叩tus 概念工具 1&8 ; functio:ns 

功能 113; 

压血 限制 175 .; I咂cal empiricism 逻辑经验主义 174; po咄ivism

实证主义 178 ; pragmatic 呴pect 实用方面 191 ; scientific 科学语

言 ）77 

Lav啦1ier.知t血e 安托万· 拉瓦锡 56 

Law of the Th函I Sta应 三阶段法则 51-52,65,95 

Laws 法则 65 - 66 , 80 ; controls 控制 117; 函enti加科学的法则

59 , 131 - 34 , 136; universal 普遍法则 54, 55 

Leibniz ,. Gottfried 戈特弗里德· 莱布尼茨 22 一23 .,25.172

Leipzig, Uruve函ty of 莱比锡大学 103 

Lenjn,.Niko屈 尼古拉·列宁 123 -25 ,126 

Le Roy, Edouard 爱德华· 勒·卢阿 114,130,131,132,133,141; 

Bergson 柏格森 142 , 146 ; Catholicism 天主教 142 - 44; critics 

批评 137 

Libertine program 自由思想家的方案 22 

Lin驴istic p血osophy 语言哲学 174 

Literature 文学 103 

Litter, Emile 埃米尔· 李特尔 47, 65 

Locke, John 约翰· 洛克 29, 173, 199 

归c 逻辑 77, 171, 174, 192; defined 被限定的逻辑 182; m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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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valent 多值逻辑 189; symbolic 符号逻辑 173,188,191,192 

Logical empiricism 逻辑经验主义 193 - 94 , 206 - 7; centeni 中心

174 ; characteristics 特性 196 -97; 

decline 衰落 192 - 93 ; empiriocriticism 经验批判主义 196; fea

lures (positivistic) 特征（实证的） 172 - 73 ; humanities and world of 

values 人文学科与价值世界 184 - 89 ; ideological 邸peels 意识形态

方面 191 - 200 ; operational methodol电y 操作的方法论 189 - 91; 

" physicizing" of science 科学的物理学化 183 - 84; Poland 波兰

187 -91; problem如lving 解决问题 189; program 方案 197 ;sci

entific statements and metaphysics 科学的陈述与形而上学 177 -83; 

social functions 社会功能 173 ; sources, See also Wittgenstein , Ludwig 

来濒，可参见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169-74 

Logical positivism 逻辑实证主义 175 

b萨 ofModern Phys还， The, 《现代物理学的逻辑》 190 

London, Jack 杰克· 伦敦 96 

Louis, Napoleon 路易· 拿破仑 49

Lukasie泊cz, Jan 简·卢卡西维茨 170, 188, 189 

Luther, Martin 马丁· 路德 15 

Lwow-W arsaw school 洛维－华沙学派 188, 189 

Mach,Emst 恩斯特· 马赫 102,111,114 -21, 129,130,149,182,211; 

logical empiricism 逻辑经验主义 173 - 74; Russian followers 俄国

的追随者 123 -24;theory 理论 208

Maistre, J啦ph de 约瑟夫· 德·迈斯特 48 

Malebnmche, Nicolas 尼克勒·马勒伯朗士 111 

Malthus, Thomas 托马斯· 马尔萨斯 87 

Manichaean doctrine 摩尼教学说 211,212 

Mankind 人类 60,67 -68 

Marcel, Gabriel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 202 

Marx,Karl 卡尔·马克思 71,185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1,123,12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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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虹n 唯物主义 126; dichotomy 二分法 163 ; positivism 实

证主义 145 

Matmalism and Empiriocriticum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123 

Materiali啦 唯物主义者 9 -10,91 

Mathematical sciences 数学科学 ss. 56 

Mathematicians 数学家 174 

Mathematics 数学 23 , 32 - 33 , 52 , 117 , 170 - 71 ; 严sitive stage 实证

阶段 56; 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 52 

Matter 物质 4, 23 ; structure 结构 51 

Maupertuis , Pierre 皮埃尔·莫佩尔蒂 Ill 

Meaning(fulne邸） 意义（有意义性） 190; criterion 标准 151 -53, 

154; 加manislic sense 人文主义的意义 192; positivism哑relatio随hip

实证主义与有意义性的关系 1力，178-79

Mechanics, b~of 力学的产生 18-19 

Medieval positivism 中世纪的实证主义 ll -18 

"Melancholy of disbeli矿 “没有信仰的忧郁" 120 

Mersenne,Marin 马瑞·梅森尼 19 

M啦ianic doctrines 弥赛亚学说 67

Metapbysicians 形而上学家 20, 39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 3, 4, 7, 20, 26, 56, 118,130,160;Ar诅otelian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15; Bergson, (see also Bergson) 柏格森（可参

见柏格森） 142;Bemard 伯纳 72 ; "certainty" "必然性.. 209, 

210,211; Dewey 杜威 164 ; Enlightenment 启蒙 44; James 詹

姆斯 161; logical empiricism 逻辑经验主义 172, tn -82; modem - 现代论文 11 ; naturalistic 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 22; 

Ockham 奥卡姆 13;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9, 10,177,192,201; 

pragmatism 实用主义 150, 154 - 63; psychology 心理学 79 ; restric

tions 限剂 175 - 76; Scholastic 经院的形而上学 22; spiritual 唯心主义

形而上学 142 , 14S; st峔e, of human mind 人的精神的形而上学阶

段 S3; systems 体系 39

Meta如ience 元－科学 171 - 72,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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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Methodology 方法论 189 -91, 192 

Middle A~ 切 中世纪 53

Mill ,James 詹姆士·穆勒 81 

Mill , John Stuart 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 47, 71 , 76 - f;7, 97; Comte 

孔德 76; CODlributions 贡献 99; em - Piricism 经验主义 78; 

happiness 幸福 84 

Mind 心智 112; -feelings, relatio皿hip 心智与感情之间的关系 63; 

metaphy釭cal stage 形而上学阶段 53,66中函tive stage 实证阶段

53-57; theol屯如d stage 神学阶段 51 -53,66 

Mirecourt, Jean de 杰德·米赫古 14 

M妇， Richard von 理查德万· 米塞斯 120, 174 

Moliere 莫里哀 53 

Monism 一元论 98, 104, 106, 161 ; empiriocriticism 经验批判主义

122; 

Monotheis 一神教 51,52 

Moore, G. E. G. E. 摩尔 169-170, 186 

Moral(s): 阿chol屯y 道德的（道德）：心理学 197; rules 规则 160; 

函enee 科学 55;values 价值 165 

"Moral certainty" "道德确定性,. 209 

Morality: 邸戏比 道德：禁欲主义道德 80 - 81 ; def med 被定义的道德

82; science of 道德科学 62 

Morris, Charles W. 查理• W. 莫里斯 191 

Mussolini , Benito 贝尼托· 墨索里尼 165 

Mysteries 神秘事物（现象） 17, 154 

Mystics 神秘主义者 16 

M心神话 62

N叩oleon 拿破仑 46 

Nation-state. creation 民族国家的形成 14 

Naturalism 自然主义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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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ists 自然主义者 18 

Natural 函ence 自然科学 1又， 203;aim 目的 9 ; conventionali叩

约定论 129;nominalism 唯名论 12 

Natural selection, theory of 自然选择；自然选择的理论 87 

Natural theology 自然神学 13, 16 

"Natural" view of world .. 自然的“世界观 127, 128 

Nature 自然 12,17 

Necessary judgmen比 必然判断 27, 28 

Necessity 必然性 22,23,24,32 一33

Neo-positivism(ists) , See also Logical empirieisrn 新实证主义（者），可参

见逻辑经验主义 178, 186, 190 

Neurath, Otto 奥托· 纽拉特 17S, J 84; Empirical sociology 经验社

会学 186 

N切ton, Isaac 艾萨克· 牛顿 54, 56 

Nico压 of Oresme 奥雷姆的尼高勒（或尼古拉） 16 

Nihilism 虚无主义 205 

Nominalism(ist.s) 唯名论（者） 12, 15 - 16,144,155 ;birth of 唯名论

者的产生 12 ; experimentalism 经验主义 l2; faith 信仰 115; 

logical empiricism 逻辑经验主义 172; Ockbam 奥卡姆 14; rule 

of 唯名论的规则 5 - 7 ; Russell 罗素 170 ; scientific knowledge 

科学的知识 J 77 ; tendency 倾向 12 

0朊ation 观察 54

Occasionalism (迦） 偶因论（者） 26-27, 29 

Occult entities 隐秘的实体 3-4 

Occult powers 神秘的能力 53 

Occult sciences 神秘科学 19 

。让血，William of 奥卡姆的威廉 13-14 

"Oc奾血's 芯~or" "奥卡姆剃刀.. 13 ,14 

Ontology 本体论 192, 197 

如Soc虹y and It& E叱叫G、兀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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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Opera~onal methodolo切 实用方法论 189 -91 

Order 秩序 30, 31 

Ordering (c压sifying) 安排秩序（分类） 116 

()rip of Speciu, 加 （物种起源》 71 

Osiander, Andreas 安德列亚斯·欧西安德 155 

应oro and Cambridge mov如ent 牛津和剑桥学派运动 169 

Oxford Unive函ty 牛津大学 12, 13 

Pantheism 泛神论 17 

Papacy 教皇 14 

Papin , Denis 戴尼斯· 巴宾 56 

Papini , Giovanni 乔瓦尼· 帕比尼 165 

P函s: no血叫还ts 巴黎：唯名论 14; Unive函ty 大学 13,16; 

Pascal, Blaise 布莱斯· 帕斯卡 岛， 176, 203 

Peirce, Charles S. 查理斯· 桑德斯· 皮尔士 150 - 51 ; Dewey 杜

威 164; goal 目标 l 60; .. HQ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 "'如何使

得我们的观念清晰" 150,153;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150-54 

Perception 感觉 105 

Peripatetic tradit血 of knowledge 知识的逍遥学派传统 14 

Personality 个性 122 

Petzoldt, Joseph 约瑟夫· 培佐特 102 

Phenome皿 现象 54 一 55, 74, 106 - 7; predicting 预测现象

185 - 86 

Phenomenalism (ists) 现象学（者） 16, 22, 23; Enlighte血ent 启蒙

29; rules 规则 3,5,11 

Philosopher 哲学家 75,164 

Pbil也叩朊s 哲学 29 

Philosophical 扣tenninism 哲学决定论 153 

P屈妞平尬all吵扭中叩 （哲学研究》 174-75, 176 

Phil叩phy: American contribution 哲学琪美国的贡献 149 - 50; analyti-

cal 分析哲学 169 -70; e血tentialist 存在哲学 181 屯oal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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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104;laws 法则 88 .;of life 生命哲学 149, 163, 175; linguisti~ 

语言哲学 174; 皿中m 现代哲学 156 ; " party principle in" 

“哲学的党性原则" 126 ;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178; pragmatic 实

用主义哲学 l 49ff . ; romantic 浪漫主义哲学 67; 如面c,:e relation

ship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75,104; task 使命 88,169,176,177; 

vices. 恶习 150 

Phrenol叩颅相学 59

Physics 物理学 6, 9, 戏， 55 , 129 ; Aristo比Han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

16, 加hem on pro严itions 杜恒关于物理学的命题 140,; French con

ventionalists 法国的约定论 130; Galil~ 伽利略 18 - 19; Ian-

即age of 物理学的语言 182 - 83 : phenome皿朊t 现象学物理学

19; positive. stage 实证阶段 56; propositio沺命题 130 ; theory of 

物理学的理论 132 

Phys妇 ofa邸虹r 《一个信仰者的物理学》 142 

Physiol屯兀 14 transcende叫,, "先验的“生理学 94 

Pius X, Pope 教皇彼斯十世 143 

Pl叩k, M釭 马克斯· 普朗克 117

Plane血Y sy忒em 行星系 16, 134, 135 

Plato(血m) 柏拉图（主义） 5, 18 

Pleas叩-pain 快乐－痛苦 82 i 84, 85 , 105 , 108 

Ple汕叩V, Georgi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 123 

Pluralism 多元论 161 

Poincare, Henri 亨利· 彭加勒 114, 129, 130, 134, 135, 136, 141 

Poland 波兰 130; logical empiricism 逻辑经验主义 174, 187 -91; 

Pl'8.f严虹sm 实用主义 165、

Pope, the 教皇 142 

Pop严r, Karl 卡尔·波普尔 76, 174, 178,)78 - 80; WO如著作

185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1 - 2, 11 -44, 101 -28; contemporary 当代的实

证主义 196 -97, 加7 , 208 ; conventionalism 约定论 ) 30-31.143-

47; defined 被定义的实证主义 2 - 3 , 9 ; dichotomy 二元论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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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Enlightenment 启蒙 28 - 30 ; essentials 本质 24; ethics 伦理

学 76 - 77 ; evolutionary 进化的 87 - 97 , 205 ; father of (如

Hume) ; logical , (see also Logical empiricism) 实证主义之父（见休

谟）；逻辑实证主义（可参见逻辑经验主义） 169 ; main features 主要

特征 96; medieval 中世纪的实证主义 12 -18; modem 现代实

证主义 20, 166 - 67 ; oominalism 唯名论 S - 1 ; over-all 如w 概

览 1 - IO; phenomeoalism 现象学 3 - S ;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 

deve1opmenl 哲学与历史发展 25; p吨皿tism 实用主义 12, 

149 一67 ; radical view 激进观点 203 -4; na1切 规则 3 -9, 15; 

贮ience 科学 8 -9, 71 -76; stages 阶段 9 , 54 - S5 ; targets of 

criticism 批评的目的 184 -85; ten啦 信条 14 -15 ,23; theory of 

knowledge 知识论 16 ; value judgments 价值判断 7 - 8 ; vitalism , 

See also Comte; Hume and Peirce 活力论，（可参见孔德；休谟和皮尔

士） 147 

P函血啦： anti-metaphysical bias 实证主义者：反形而上学倾向 201 -

2; contempo皿y 当代实证主义者 182 ; radical 激进的实证主

义 149;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 192 

P函tivist Society 实证的社会学 47 -48

P妇句 ofHi&应证sm, The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185, 186 

Power: intoxication of 对权力的陶醉 J 98 ; Jcnowledge 知识 12; Na-

ture 自然 18;occult 神秘的能力 S4 

Practice, criterion of 实践的标准 125 

Pragmatism 实用主义 12, 13, 197 ;American 美国 149 - 50; conse

quences 结论 163 ; criterion of meaning 意义的标准 152 - 153, 

154; empiriocritic匈n 经验批判主义 I(,(); Europe 欧洲 165,found

ers 创立者 166; meaning, over-all 总体意义 163 - 67; metaphys

ics 形而上学 154 - 63 ; modernist style 现代风格 165 -66; popu喧

)arity 普及 162;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149 - 67 ; Peirce 皮尔

士 150 -54;p汕亟opby of life 生命哲学 162; rudimentary 初步的

实用主义 16-17; tenn 术语 150; truth 真理 159 

片e 布拉格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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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onceptions 预想 119 

Prediction, historical 历史预测 185 

Prejudice 偏见 61, 107, 173 

片加中ia Mat加叩奾立 《数学原理》 170 

片加树es of Mor, 心叩匕炉如如 (Bentham) 《道德与立法的诸原则》

（边沁） 79 

Private property 私有财产 50, 61 

Probability 概率 137 -38; theory of 概率论 51 

Progress 进步 49. 50; concept of 进步的概念 89 -90; science of 

进步的科学 61

Protestantism 新教 202

"Psychic contents" .. 心理的内容ff 11 

Psychologism 心理主义勹

Psychology 心理学 56 , 59 • I 08 ; associational 联想心理学 77, 162; 

beha吹呻t 行为主义心理学 183; experimental 实验心理学 191; 

of morals 道德心理学 187 

Psychophysical parallelism 心身平行论 108 

Ptolemaic th的ry 托勒密的理论 135 

Quantum theory 量子理论 173 

Questions 各种问题 181 

Races, 山切可 人种论 97

Racism 种族主义 197 ; anthropol9gy 人类学 200

Radical relativism 激进相对论 157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 171 , 199 ; fundamental rule 基本规则 173; 

l咚ical empiricism 逻辑经验主义 172 

Realism 实在论 35, 162, 175 

Real切 实在 6, 18 -19;without man 没有人的实在界 124 -25 

R亟on 理性 209 - 12; faith controversy 理性与信仰的争执 36-

37 ; sufficient, principle of 充足理由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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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R妞细血g 推理 77 , 78 ; infallible rules of 确实可靠的理性原则 15 

Reform: Saint-Simon 改革：圣西门； of Society 社会的改革 46 

Refonnatioo 宗教改革 17 

Reichenbach, Hans 汉斯· 赖欣巴哈 174, 180, 182, 197 

"Rei沺.. "实物论" 189 

R吐，tivism, of knowledge 知识的相对主义 115 

Relativity, 如心y of 相对论 172, 173 

Reli臣on 宗教 61; Dewey 杜威 164; hostility to 敌视宗教 99; of 

humanity (Comte) 人道教（孔德） 45, 61 - 62, 67, 72; Hume 休

谟 35; ideal诅s 唯心主义 126; J皿es 詹姆斯 159; man 人

类 92;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 35 ; " natural" "自然＂宗教 42; 

place 住地 36 i positiYism 实证主义 61 - 64 , 6S ; rational 理性

宗教 36 ; science , relatio皿hip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21 - 22, 91 -

93; totemic 图腾宗教 52; truth 真理 13; 

R叨吐啦配e 文艺复兴 17 , 19 ; naturalism 自然主义 19; 

Revelation 夭启 27 

Revolutions 大革命 61, 123 

Romantics, the 浪漫主义者 99 

Rules 规则 2-10,151,159 

Russell , Bertrand 伯特兰 · 罗素 170, 174, 198, 204 

Russia 俄国 123 

汕nt-Simon, Henri de 亨利· 圣西门 46 

Saint-Sirnonians 圣西门主义者 46, 林， 61, 64 

Schiller, F. C. S. F. C. S. 席勒 165 

Schlick, Moritz 莫里茨· 石里克 136, 174, 176 

Schol呻cism 经院哲学 13, 15, 16, 17, 27, 203; theory of knowledge 

知识论 14; 

Science(s) 科学 3; 吐stract 抽象 6 ; classification 分类 SS; de-

fined 被定义的科学 6, 115; Descartes 笛卡儿 22; detenninism 

决定论 74; experimental control 实验控制 137; history of, (see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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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of the Three Stat邸） 科学的历史（可参见三阶段法则） 115 ff. ; 

Hume 休谟 39 ; hypotheses, verification 假设证实 137 - 38 ; ideal

ization 观念化 19 ; ideological misuse 意识形态的滥用 199; inter

dependence 相互依赖性 57; laws 法则 33, 58 -59, 131 -34, 

136; Leibniz 莱布尼茨 22 ; logical order 逻辑秩序 56 -51; meta-

超越科学 196 ; natural order 自然秩序 55 , 51 ; order 安排秩序

43; ped呴屯cal order 教育学的秩序 56 ; -philosophy , dividing line 

科学与哲学的分界线 75 ; "pbysicizing" "物理学化" 183 - 84; 

严itivism 实证主义 18, 22, 71 -76;pwpose 意图 6, 73, 75, 

78 , 11 1 ; reform (Comte) 改革（孔德） 51 - 59 ; religion 宗教

21 -22, 91 -92; re1归rob 研究 66; rules 规则 20, 151; seven 

七种科学 62 ; of society 社会的科学 48 - 49 ; specialized "专业

化＂的各门科学 71 ; " truth" "真理" 1心； worship of 科学

崇拜 29

Scientific method 科学方法 8 - 9, 72, 73 - 74, 75 - 76 

Scientism 科学主义 76, 154, 167, 12, 198 

"Self'' .. 自我" 120 

Sense-impressions 感觉－印象 105-6 

Sense perception 感知 186 

Signs, theory of 符号论 191 

Simplicity , conventionalists 简单，约定论者 138 

Skepticism 怀疑论 196 

Skeptics 怀疑论者 11, 41 

Social behavior, predicting 预测社会行动 58 

"Social contract" "社会契约.. 50 

Social Darwinism 杜会达尔文主义 198 

Social Democracy 杜会民主党 197 

Social instinct 社会本能 50 

Social life 社会生活 51 

"Social physics" "杜会物理学" 57 

Social reform, Comte 社会改革，孔德 48 - 50, 68 

224 



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沁ial 还ences 社会科学 129• 189; logical empiricism 逻辑经验主

义 J 84 - 85 , 186; -physica1 , differences 社会科学与物理科学之间的

差异 172-73 

沁iety : "hiologizing" 社会：“生物学化" 97 ;Comte, 孔德 48; evo-

lution 进化 61; feudal 封建杜会 49 ; historiClSOphic 沁hema 历史

智慧的纲领 48 - 49 ; history 历史 89 -90; "'哨pulic" interpretation 

“有机＂的解释 68; ori加 起源 51; "positive" "实证的“杜会

49 ; reality of 社会实在 60; reform 改革 77; 眈ience of 社会科

学 48 - 49 ; Spencer 斯宾塞 93

Sociol屯y 杜会学 48, SO, 56; Comte 孔德 59 -61 , 68; .. dynamics" 

＂动力学" 61 ; methodol咂cal principles 方法论原则 65 ; positive 

stage 实证阶段 56 ; , 60; positivism 实证主义 184 -85, 193; "stat

ics" "静力学" 61; totality of knowled穿 知识的总体 66; universal 

函ence 普遍科学 58; the word "社会学”这个词 59 

Socrates 苏格拉底 158, 187 

Solar system 太阳系 51, 61, 89 

Solipsism 唯我论 176 

Soul, the 灵魂 4, 21, 23, 106-7 

Space 空间 117 ; concept of 空间的概念 135-36; 

Spencer, Herbert 赫伯特· 斯宾塞 71 , 87 - 97, 102, Ill, 161 ; Comte 

孔待 95 - 96 ; contributions 贡献 98 ; social philosophy 社会物理

学 198;

Spinoza, Baruch 巴鲁·斯宾诺莎 98 

"Spirit" "精神" 4; of the age "那个时代的精神n 96, 98 

Spiritualism (ists) 唯灵论（者） 9 -10, 18, 91; positi如m 实证主

义 146;"springtime of Nations" "国家之春" 71 

3心. J吵ef 约瑟夫·斯大林 126 

"Static s" "静力学" 61 

Stoics 斯多葛学派哲学家 11 

Subjectivism 主观主义 101 

Substance 实体 29. 34 - 35; concept of 实体的概念 15, 2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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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icient reason, principle of 充足理由律 25 

Superstition 迷信 44. 52 -53. 67. 77 

Sweden 瑞典 174 

妒印n(Spencer) 《体系》（斯宾塞） 71 

沪叩忐 Polit如 P函血 （实证主义的体系） 76 

SysJem of wgic (Mill) 《逻辑体系》 （穆勒） 77 

Tabula rasa (" blanlc slate") 白板 43 

Tarski, Aifred 阿尔弗雷德· 塔斯基 189, 206 

"Technocratic" culture "技术统治＂的文化 196 

Theocracy 神权政治（国家） 51 - 52 

Theol屯ical state, of human mind 人的心智的神学阶段 51 - 53 

Theol叩神学 177, 203 

乃e.ses 叩 Fe砒r知h 《关千费尔巴哈的提纲） 123 

"Thi吗" "事物" 116 - 17 

Tillich , Paul 保罗· 蒂利希 203 

Time 时间 117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49, 68, 86 

开心血田妞如-phi如ophicus 《逻辑哲学论） 174 -76, 177 

Transcendentalism 先验论 98, 165 

T呻ly, Leon 利昂·托洛茨基 123 

Truth 真理 124, 141; concept of 真理的概念 198; criterion 标

准 153; James 詹姆斯 155 - 59; necessary 必然真理 208; 

Peirce 皮尔士 153,156; p吨严atism 实用主义 158, 162, 204-5; 

relativity 相对主义 124-巧， 164; religi。us 宗教的真理 14; re

nunci.ation 放弃 121 -22, 127; science 科学 141; 功利主义的解

释 utilitarian interpretations 155 

Twardo邓ki, 心血血m 卡齐米日· 特瓦洛斯基 174, 187, 188 

Universal affection 博爰 47

Universality 普遍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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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术语译文对照表

Unive玲 laws 普遍法则 54 

Unknowable, the 未知之物 91 -93 

U或uln态， criterion 有用性的标准 155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 79-80 

Utilitar血ism (Mill) 《功利主义》（穆勒） 71, 79 

Utility: Mill 功利：穆勒 81 - 83 , 86 - 87 ; principle 原则 79 - 87; 

l\tand釭ds 标准 163 

Utopianism 乌托邦 48 .• 49 , 50 , 64 , 68 , 71 • 173 

Vafontinov 凡提诺夫 123 

Valuation 评价 85,. 86 

Value judgments 价值判断 7 -8, 163, 186 - 87, 196 

Values 价值 113 , 163 - 64 , 186 , 205 ; logical empiricism 逻辑经验主

义 196; moral 道德价值 165; roniaJltic 浪漫主义的价值 99; 

science 科学 187 ; world of 价值的世界 164-65, 184 -8 9 

Vaux , Clotilde de 克洛蒂尔德·戴· 沃克斯 47

Verifi心ility (verification) 可证实性 154 ; " basie" vs " technical'' "基

本的”可证实性对“技术的”可证实性 193 - 95 ; defined 被定义的可

证实性 179; me血ngful皿ss 有意义性 178 .; partial 部分可证实

性 179; principle of 可证实性的原则 204;rul~ 规则 180, 193; 

scientific principle 科学原则 131, 137 -39 

Vienna 维也纳 1141 174; Circle 维也纳学派 174 , 187 , 188 , I 89 

Vitalism 活力论 102, 147 

Whitehead., Alfred North 阿尔弗雷德· 诺斯· 怀特海 170 

Will, the 意志 158; Divine 神的意志 14; 阮edom Qf 自由意志

160 

Wit啦nstein, wdwig 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 174 -77, 201 -2 ., 203 

Womctn 妇女 47; guardian angel ton忱pt 守护神的概念体系 62 , 63 

World, the 世界 6, . 130, 161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173.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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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ndt, Wilhelm 威廉· 冯特 103 

1.ola • Emile 埃米尔·左拉 103 

Zurich, University of 苏黎士大学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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