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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可能性的先验根据：作用因与目的因 

——康德的生命科学方法论思想研究 

邓 南 海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武汉大学哲学系，广东广州 510631） 

 

摘  要：康德以其先验哲学的视角指出以“作用因”为其先验根据的牛顿力学原理在解释生命之独特性时是不

充分的。在对传统目的论思想进行批判性改造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把目的论与机械论结合起来的生命科学方法

论，由康德倡导的方法论对生命科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胚芽”与“自然禀赋”  “有组织”与“自组织”  “作用因”与“目的因”  目的论与机械论 

 

一、生命的独特性 

 

1、短篇著作中的论述：“胚芽”与“自然禀赋” 

    在第三批判出版之前康德就已经注意到了生命现象的独特性，这些论述零散地分布在各种各样的文章与著

作之中，其中有三篇相对较短的文章比较集中地论述了生命现象的独特性，它们分别是：《论人的不同种族》

（Von den verschiedenen Racen der Menschen, 1775），《一个人种概念的规定》（Bestimmung des 

Begriffs einer Menschenrace, 1785），《论哲学中目的论原则的运用》（Über den Gebrauch 

teleologischer Prinzipien in der Philosophie, 1788）。[1]在《一个人种概念的规定》中，康德注意到了
生命所独有的现象——遗传性，在《论人的不同种族》中他试图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 

    康德推断在某些表现型性状的背后存在着某种东西在发挥调控作用，他说“蕴藏在一个有机体(植物或者动

物)的本性之中的某种发展的根据——如果这种发展所涉及是各个特殊的部分——就是胚芽（“Keim”，英译者

往往用“germ”一词来翻译它，有英语世界的学者甚至认为，由于它在功能上与“基因”相似而应把它译为

“gene”[2]）；但如果这种发展所涉及的只是大小或者各部分的比例，我则把这种根据称之为自然禀赋 

(natürliche Anlagen，也可译为‘自然的设计、规划或结构’)”。[3]康德认为在生物（包括人）体内“已经
蕴藏着各种各样的胚芽和自然禀赋”，正是由于它们“适时地要么发展要么被抑制”，这样就产生出生物的各

种各样的表现型性状，使它们“适应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并在繁育的进程中显得仿佛是生来就适应或者被创

造得适应它的”（同上注，第448页）。康德在此所做出的猜测颇有点像孟德尔后来根据对豌豆遗传性状的统计

而推断出豌豆中一定存在着某种“遗传因子”。当然，孟德尔所依据的是由精确的统计而得出的遗传性状之间

的数学比例关系，因而他能够推出“遗传因子”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而康德至多只能算是根

据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做出的颇具思辨性的猜测，所以他对自己设想的“胚芽”与“自然禀赋”所发挥的作用

只能是泛泛而谈，而远远不能达到科学“规律”的水平。在此我们禁不住要问，为什么康德没有像孟德尔那样

做出对于生物学来说具有开拓性的贡献？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一个是哲学家而另一个是科学家吗？或者说，仅

仅只是在于他们一个注意到了各种遗传性状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而另一个却没有？我们需要搞清楚康德关注的

问题到底是什么。引用下面一段话有助于澄清康德的问题： 

    “在我看来，所有有机体都是（通过生殖）起源于有机的存在物（organischen Wesen）而且（这种类型的

自然物的）后来的形式都是根据逐渐发展的规律而起源于原初的禀赋（ursprünglichen Anlagen）（这种事情

在植物移植时是经常可以遇见的），这种原初的禀赋在作为其祖先的有机体中（in der Organisation ihres 

Stammes）是应该找得到的。作为其祖先的有机体本身是如何形成的，这一任务完全超出了我认为我自己必须保

持在其范围之内的人类可能的自然科学的界限。”（KGS8, 179） 



    我们现在已经清楚现代生物学是沿着两条道路发展的：一条是沿着孟德尔的思路进一步澄清“遗传因子”

的物质载体、这种物质载体的性状及其发生作用的规律，另一条则是沿着达尔文的思路追寻物种乃至生命的起

源。从以上两段话可以看出康德选择的道路无疑是后者，他所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胚芽”和“自然禀

赋”以及具有这种“胚芽”和“自然禀赋”的原初物种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他已经涉及到了生命本身的

发生机制问题。如果我们假定康德已经掌握了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基本知识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那么

他的问题就会是：那种承载着遗传信息的被称为DNA的物质是如何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用康德自己的术

语来说就是，“这种对象是如何可能的”？[4]康德认为，“偶然的事件或者自然的、力学的原因不可能”“造

成（bewirken）”这样一种“繁衍自身的东西”，[5]而且这一问题本身已经越出了自然科学的界限。那么，康
德为什么会如此武断地做出这一结论？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看看在第三批判中康德是如何描述生命

的独特性的。 

2、《判断力批判》中的论述：“有组织”与“自组织” 

    如果说在第三批判出版之前康德是从生命的遗传现象入手来展开论述的话，在《判断力批判》中他则是从

有机体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入手来展开的。康德认为一个有机体具有如下特征：⒈整体决定部分，即“各

部分（按其存有和形式）只有通过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是可能的”（KU224）。这就像艺术家在构造艺术品那样先

有艺术品的整体概念，然后再利用材料来完成艺术品的各部分。但光有这点还不够，因为艺术品还只是由一个

外在于它的力量——人所设计的产物，而真正的生命有机体之目的是存在于自身之中的，因此生命有机体还具

有这一特征：⒉各部分在交互的因果关系中自发形成整体，即“它的各部分是由于相互交替地作为自己形式的

原因和结果，而结合为一个整体的统一体的”（KU224）。有机体的这一特质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由它以外的理性

的设计之物，而是一个自己就是自己的原因和结果的自然物。由于具备了上述两个方面的特征，有机体就成为

了一个“有组织的和自组织的存在者（organisiertes und sich selbst organisierendes Wesen）”

（KU225）。某些人造物可能是有组织的（如一只钟），但它却要依赖于它之外的组织者的设计和制造（人），

并且它不具备自我产生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自组织的能力）。但有机体却不同（如一棵树），各部分要依赖于

其整体才能存在，而且它还完全是由其各部分在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整体，它不但具有“运动力”

(bewegende Kraft)，而且还具有“形成力”（bildende Kraft），“而且这样一种力有机物把它传给不具有它

的那些质料（把它们组织起来）：所以这是一种能传播的（“fortpflanzend”，该形容词是由动词

“fortpflanzen”转化而来，它具有“繁殖、生殖，传播、蔓延”的意思）形成力，它单凭运动能力（机械作

用）是不能解释的”（KU226），这就是有机体的独特之处。 

    结合《判断力批判》与短篇著作中的论述，可以把康德的论述归结为：生命的“有组织的和自组织的”特

性正是由于在它自己的体内（而不是在它自身之外）存在着某种已经预先包含了生命体在今后的生长与发育过

程中所需要的全部信息的“胚芽”与“自然禀赋”，正是它能够把生命所需要的“那些质料”“组织起来”。

按照当代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迈尔的观点，生物学可以分为“功能生物学”与“进化生物学”两大领域，前者是

回答“如何”（“How?”）的问题，其主要的任务是“处理对包含在受精卵的DNA中的程序化了的信息进行解码

的各个方面”，后者则是回答“为何”(“Why?”)的问题，其主要关注“这些信息程序的历史以及控制这些程

序在代际之间变化的规律”。[6]根据迈尔的这种划分，康德对“胚芽”与“自然禀赋”进行“解码”的兴趣似
乎并不大，他感兴趣的问题大致与迈尔所说的“进化生物学”相当（当时称为“自然考古学”），也就是大自

然是如何产生出具有“胚芽”与“自然禀赋”的生命体的？它产生与形成的机制到底是什么？——这种东西是

如何可能的？在这里有两个关键之点，一个就是在这种“胚芽”和“自然禀赋”中具有各种“潜藏的内在预防

措施”，这是一种针对未来的“绸缪”，[7] 或者说，生命体“只有通过所有包含在它之中的东西的彼此作为目
的与手段的关系才是可能的”（KGS8, 181），这是生命体所独有的，另一个关键之点就是它是自然物而非人造

物——它是大自然自己自发生成的。康德认为不能根据有机体的那种有组织的特征而把它理解为是一个高明而

又伟大的艺术家的产物，因为这会把有机体理解为是一个外在目的的产物而陷入到“设计论证”（the 

argument from design）的窠臼中去。[8]但我们能否通过把自然理解为一个“生命的类似物”来理解有机体的
产生与独有的特征呢？康德认为，当我们这样做时“要么就不得不把某种与物质的本质相冲突的属性赋予了作

为单纯质料的物质（物活论）”，要么就是把“异质原则（一个灵魂）”加到了物质的东西中去而用一种超自

然的力量来解释有机体（参见KU226）。在根据康德的论述排除了上述对生命的解释方式之后，我们需要着重关

注康德的这一立场：为何不能根据当时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来解释生命的发生机制？ 

 

二、生命可能的先验根据：作用因与目的因 

 

1、两种先验的因果关系：作用因与目的因 

    康德说“因果联系就其只是通过知性被思维而言，是一种构成（原因和结果的）一个不断下降的系列的联

结；而那些作为结果的物是以另外一些作为原因的物为前提的，本身不能反过来同时又是另外这些物的原因。

这种因果联系我们称之为作用因（nexus effectivus）的因果联系。但与此相反，也有一种因果联系却是可以

按照某种理性概念（目的概念）来思考的，这种因果联系当我们把它看作一个系列时，将既具有一种下降的依

赖关系，又具有一种上溯的依赖关系，在其中，一度被表明是结果的物却在上溯中理应得到它成为其结果的那

个物的原因的称号”（KU223-224）。从这段话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作用因的因果关系”具有如下特

征：（1）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秩序不能颠倒，从逻辑上来说必须是原因在前结果在后，即A→B。这也就是康德在

第一批判中所说的“当我在包含着一种发生的现象身上把先行的知觉状态称为A，而把继起的状态称为B，则B在

领会中只能跟随在A之后，A的知觉却不能跟随于B之后，而只能先行于B”（B237=A192，178）；[9]（2）对于任
一事件B的原因只能在与之不同的另一事件A中去寻找，从理论上讲这一追根溯源的过程可以是无限的，但对于

任一事件的原因追溯到什么程度要取决于当时的理论兴趣以及技术水平等因素；从（1）、（2）可以得出对于

“作用因的因果关系”具有本质意义的特征（3）这种因果关系具有强烈的“还原论”色彩，也就是说，对于任

何给定的事件B都可以或者把它的存在还原为与之不同的A的存在（“本体论的还原”），或者把它的规律或理



论还原为与之不同的A的规律或理论（“理论的还原”）。而作为“目的因的因果关系”所具有的特征则如下：

（1）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是可逆的，即既可以是A→B也可以是A←B，它之所以是可逆的并不是由于B反过来

直接导致了A，而是由于（2）在A与B之间的关系中加入了对于“作用因的因果关系”本质上来说并不存在的另

一种因素——人的表象能力或欲望能力，即关于B的表象（或概念等）把A用作达到或实现B的手段，所以康德又

把这种因果关系称为“理想原因的联结”，而把“作用因”称为“实在原因的联结”（KU224）。在康德的先验

哲学看来，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对自然现象所做出的因果解释，就是以作用因的因果模式作为其先验

的根据，而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则是由目的因构成的。相对于目的因而言，作用因就是“机械性的”，

而相对于作用因而言，目的因就是“技术性的”。如果通过把这两种因果模式加以普遍化，而上升为观察世界

的整体性的理念与原则方法，它们分别对应的就是“机械论”与“目的论”。  

2、作用因的因果模式在解释生命现象时的不充分性 

    康德在第一批判中这样说：“所以甚至经验、也就是关于现象的经验性知识，也只有通过我们把现象的接

续、因而把一切变化从属于因果律之下，才是可能的；因此现象本身作为经验的对象，也只有按照同一个因果

律才是可能的”（B234，177），也就是说，包括经验科学在内的我们的所有经验知识（包括关于生命有机体的

知识）都必须服从“作用因的因果关系”，而一切作为现象的经验对象也只有服从这种先验的知性因果关系才

是“可能”的。可以这样说，第一批判“先验辩证论”之前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命题——经验以及

经验对象如何可能——而展开的，康德给出的回答是：所有经验以及经验对象都只有从属于（包括因果范畴在

内的）先验的知性范畴及其原理才是可能的。如果我们从这一视角来审视当时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

那么它所提供的关于自然现象的因果知识全都必须建立在这种作用因的因果关系之上，或者说，它们只有服从

这一先验的根据才是“可能”的。但由于这种因果关系只是规定了有机体与其他对象所共同拥有的特征，对于

有机体所独有的而无法为这种因果关系规定的特征，我们的知性只能把它评判为偶然的。根据以上对有机体之

特征与作用因的因果关系的描述，有机体之相对于这种因果关系的偶然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作为有机体之由以构成的部分不仅产生了整体，而且这些组成部分也是由整体所产生的，也就是说，

有机体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交互的，这直接有悖于作用因的因果关系；（2）我们可以像作用因的因

果关系那样把某个有机体的产生一直追溯到某种原始的存在物，但这种原始的存在物一定只能是一个有机体，

在这个原始的有机体那里仍然存在着在（1）中存在的问题（参见KU§80、§81）；[10]（3）“在一个有机体中
物质的能力”“与物质的普遍蕴含的单纯机械的形成力不同”（KU281），也就是说，有机体所固有的“形成

力”不仅包含了一般物质（或基本的物质性的微粒，如原子等）所固有的由于吸引与排斥而形成的“运动

力”，而且还全面超出了这种力，这种超出的部分就是：有机体及其由以构成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的物质都具有

的那种“形成力”是能够“繁殖”或“传播”的（fortpflanzend）。康德的这种表述明显地带有他那个时代的

色彩——企图用力学原理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实际上，在康德写作第三批判的时代，经典力学已经非常成

熟，而作为现代生物学基础的细胞学说却极不完备，更谈不上对细胞中遗传物质之性状的认识，因而用“能够

繁殖的形成力”来表达他对于生命这种独特的物质与非生命的一般物质之性状的区别，在现代生物学看来是一

个极为拙劣的表述。但就康德已经意识到了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本质区别而又想用当时成熟的自然科学来把它

们之间的区别表达出来而言，他选择用某种独特的“力”来描述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实属无奈之举。[11]如果我们
用现代生物学的术语来诠释康德的“能传播[繁殖]的形成力”，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生命体中存在着一种能够自

我复制(用康德的话说就是“能繁殖”)的遗传物质——DNA，它不仅能够指导生命由以构成的基本物质（蛋白

质）的合成（用康德的话说就是“这样一种力有机物把它传给不具有它的那些质料[把它们组织起来]”

[KU226]），而且它还通过控制蛋白质的结构，直接控制生物体的性状以及通过控制酶的合成来控制代谢过程，

进而控制生物体的表现型性状。正是因为无法用一般物质所具有的“运动能力（机械作用）”来解释那种能够

自我复制、指导生命体中其他物质的形成并进而控制生命的各种表现型性状的遗传物质的产生，所以不能把生

命有机体的存在及其规律还原为一般物质的存在及其规律，而这种不可还原性的先验根据在于：作为一种因果

模式的“作用因”的性质，决定了它在解释生命有机体的产生及其性状时的不恰当性。因为根据“作用因”的

因果模式，任何一个原因都可以被还原为其他的原因，而且这一还原的过程在理论上是没有终点的，也就是

说，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生物学技术来分析DNA的组成部分——磷酸、脱氧核糖、碱基等，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

把这些DNA由以组成的物质还原成碳、氢、氧、氮、磷等基本成分（当然我们还可以更深入的分析这些化学成份

的原子乃至更基本的粒子结构），但我们仍然无法根据这些物质本身的属性以及普遍的自然规律（在当时牛顿

力学原理就被当作是普遍的自然律）阐明自然界在形成生命时的机制——“生命的可能性”，这也就是康德为

什么如此武断地说“有朝一日也许还会有一个牛顿出现，他按照不是任何意图所安排的自然规律来使哪怕只是

一根草茎的产生得到理解，这对于人类来说也是荒谬的”（KU255）的原因。尽管不可能根据作用因的因果模式

解释生命的形成，却可以设想大自然在形成生命时遵循着另一种因果模式——目的因。 

3、“目的因”与“自然目的”概念对于生命科学的意义 

    康德认为除了作用因与目的因之外，“不可能有多于这两种类型的原因性了”（KU224），因此对于按照作

用因的因果模式被评判为偶然的生命有机体，我们只有援引目的因对之进行评判。但我们能在何种意义上援引

目的因对之进行评判呢？就像我们根据某种目的或意图制造（创作）某些人造物（艺术品）一样，我们可以认

为生命体也是某种意图的产物吗？对于任何人造物来说，我们都可以把它还原为独立于它的组成部分的存在，

当然这同时还需要一个独立于这些部分之外的理性（外在的目的）来把它们组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也就是

为什么在机械自然观十分盛行的时代而同时“设计论证”又十分盛行的原因）。生命体是自然自发形成的一个

“有机的整体”——它是自然物而非人造物，它所表现出来的目的性与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产物的相同之

处，只是在于形成有机体整体的各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部分与整体之间的交互依赖性，但在目的因

中所说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交互依赖关系并不是生命体中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产生与形成关系，而且在目的因

中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要依赖在它们之外的一个“整体的理念（表象、概念等）”，也就是说，对于目的因

而言，它在本质上需要有人的理性能力（意图）的参与；但对于有机体的目的性而言，我们并不清楚它究竟是

不是某种“意图”的产物。因此，当我们援引目的因评判有机体而认为它是一个“自然目的之物”时，我们需

要把目的因中的“意向性”因素“悬置”起来——把自然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问题放进“括号”里存而

不论，这两种说法中的任何一种在康德看来都是“独断”的（参见KU§74）。但是“悬置”了“意向性”的

“自然目的”概念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康德认为，它只是一个与人的合目的性活动相类比而产生出来的概

念。但由于类比要“撇开诸事物的、或那些包含相似后果[结果]之根据[原因]的诸属性本身的差异（也就是在



这种关系之外来考察）而进行”（KU325注），因此，我们虽然把“目的性”赋予了自然，并设想自然具有某种

合目的性的能力，或者把自然过程设想为一个合目的性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把生命有机体理解为“自然目的

之物”，但并不能由此独断地把与“目的”概念关联在一起的“表象能力”、“理性能力”或“意向性”等特

性也一并赋予大自然。康德认为，目的因相对于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来说是一个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概念，作用因

相对于自然现象来说也是一个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概念，而一个“悬置”了“意向性”的“自然目的”的概念

“虽然能够无矛盾地设想”，但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客观实在性的概念（参见KU251），因而它也就不是一个构成

我们经验之可能性的先验根据的概念，而只是一个我们为了理解生命有机体的可能性而为自己设立的一个“反

思性的”(reflektierend)概念——由于以作用因为先验根据的自然规律无法解释生命的形成，我们才通过把

“目的”赋予大自然，进而把生命体理解为是大自然的合乎目的的产物。尽管由于“自然目的”概念没有客观

实在性，因而它对自然与生命的理解并不是科学知识，但它却可以指导（引导）、帮助知性发现以作用因的因

果模式为其先验根据的自然规律，形成科学知识。 

 

三、生命科学的方法论：目的论与机械论的结合 

 

1、康德的生命科学方法论与当时的生命科学 

    根据康德先验哲学对“方法论”的理解，生命科学的方法论是要指出如何在该学科中运用以作用因与目的

因作为其先验根据的原则——机械论与目的论，同时也要指明它们的运用限度。[12]按照康德的观点，所有的自
然科学都是以作用因为其先验根据的，因而它们全都是机械性的，离开了机械论的解释也就没有自然科学。自

然科学的本性决定了作为要成为一门自然科学的生命科学只能运用机械论原则来解释生命现象，即这门自然科

学只能诉诸自然本身的物理化学原因来解释生命现象，它必须把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解释排除在外，但与此同

时也要意识到该原则在这门特殊的自然科学中的局限性（限度），也就是说，它只能把生命理解为“自然目的

之物”作为自己解释的出发点，进而把自然本身的机械作用看作是生命的自组织的手段。要言之，在对生命现

象的解释中，一方面，由于作用因在解释生命体时的不充分性，机械论就离不开目的论的预设，另一方面，由

于目的论只是对生命有机体的一个整体上的假设而不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解释，它也不能脱离机械论，否则它

就是空的，不能形成任何自然产物，所以有必要把机械作用看作自然目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康德以自己确立的方法论原则对当时流行的生命科学理论进行了评判。对于当时自然科学中刚刚有所萌芽

的进化论倾向，即所谓的“自然考古学”（如居维叶所做的研究），康德指出，这种研究虽然企图把生命的起

源最终从机械作用中引出来，但实际上已经预先假定了起源上的目的性，也就是说，它“总是把某一个原始的

有机体（ursprüngliche Organisation）作为基础，这个有机体本身利用那种机械作用，以便产生另一些有机

体形式，或者是把它自己的形式发展为新的形态。（但这些形态永远是从那个目的中并与之相符合地产生出来

的）”（KU274），否则就会陷入“异名生殖”（generatio heteronyma）的谬论（参见KU276注）。康德对18

世纪流行的、诉诸上帝设计的“先成论”（Evolutionstheorie，也可译为“预成论”）批评道，根据这种理论

有机体的生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生其同类，而只是一个由上帝预先造好了微型的有机体的展开而已（参见

KU280），这时生命有机体就不再是一个自然的产物而变成了神圣的造物（这只是“设计论证”的另一个版

本）。其对“新生论”（Epigenesis，也可译为“渐成论”）的批评主要是说“惰性的物质”（牛顿力学体系

中所理解的物质）按其本性“能够自发地把自己安排进自我维持的合目的性的形式中去，这些说法都是违背理

性的”（KU281），就是说，当新生论者坚持有机体的繁殖是“自我产生的”时，由于诉诸单纯的机械作用并不

能解释生命的形成，他们必须在起源上把某种合目的性的特征赋予最初的物质，从而要么诉诸“物活论”，要

么最终诉诸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2、康德生命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及其历史命运 

    一般认为，19世纪德国生命科学深受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自然哲学（romantische Naturphilosophie）的

影响。[13]但是，根据当代生物史学家Timothy Lenoir的理解，这只是一个“幻觉”。他认为“自然哲学的一个

共同的核心确实弥漫在这些人的著作之中；那就是伊曼努尔·康德所倡导的生物学哲学”。[14]在他看来，由康
德倡导的以“目的—机械论”（teleo-mechanism）作为其“硬核”的生命科学方法论，构成了生命科学史上的

一个“研究纲领”，这一研究纲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科学思想，包括后来的以Von Baer和Johannes 

Müller为代表的“发育形态学”（developmental morphology）、Theodor Schwann的“细胞理论”以及后来由

Carl Bergmann和Rudolph Leuckart所建立的“功能形态学”(functional morphology)（同上注，第12—15

页）。这些科学家并不像浪漫主义自然哲学家那样把整个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理解为某种神秘的“宇宙精神”

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的外化的产物，毋宁说他们都只是在方法论上坚持了像康德那样把生命体看作“自然目

的之物”的总体预设，也就是说，他们对生命现象的科学研究都是在这一总体的思维框架中展开。 

    20世纪分子生物学取得的伟大成就无疑是机械还原论纲领的一次巨大成功。在过去曾被人们看作是奥秘的

许多生命现象，现在都可以在机械还原论纲领的指导下被成功地还原为分子层面的物理化学现象，如用DNA分子

结构来解释遗传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些伟大成就面前，形形色色的传统的目的论思想如神学的、设

计论证的以及19世纪曾经盛极一时的活力论思想等纷纷破产，浪漫主义自然哲学家们鼓吹的所谓的“宇宙精

神”也都不攻自破——生命并不神秘，它不过是“自然选择作用下的物理、化学现象”。[15]但是分子生物学的
巨大成就是否证明了机械还原论对于生命科学的充分性呢？或者说，它在本体的层面证明了生命体不过是一架

由物理化学要素所构成的十分复杂的机器，以及它在理论的层面证明了生物学定律可以由物理化学定律推导出

来吗？它解决了生命在自然界中最初的发生机制问题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当我们发现当代许多科学家、哲

学家们都承认生命现象的目的性，并试图通过对传统目的论的改造来解释这种为生命体所独有的现象时，[16]我
们似乎毫不感到惊讶，因为康德在18世纪后期早已对传统的目的论思想进行了批判改造，并指出了这一思想对

于生命科学的意义。而康德所设想的“自然目的论”思想在面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时也并没有溃不成

军，因为正是在对自然选择过程之理解的问题上，很多科学家与哲学家持有目的论的观点。[17]纵观人类科学

发展的历史，机械还原论与自然科学之间似乎具有天然的亲合性，而目的论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却是若即若



离，是否机械还原论与目的论之于生命科学的关系就像康德所说的那样，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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