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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本质与追思*——海德格尔的历史性分析  

李章印

一、考察科学的另一种思路 

科学的本质是什么，这应该是、实际也确实是科学哲学的一个主题。但是，从逻辑实证主义到证伪主义，再

到历史主义，要想找出科学之为科学的本质，找出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件无法实现的事

情，以至于在后现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那里完全走进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显然并不是洪水猛兽，

但问题是科学真的就没有自身的本质吗？目前国内学界时不时地掀起关于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激烈争

论，其实无论是反对“科学主义”的一方，还是反对“反科学主义”的一方，都已经事先把科学看成一种独

特的东西了。那么，科学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理

解科学的本质呢？ 

传统科学哲学之所以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是因为它在讨论科学本质（即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

准）的时候，完全摆脱科学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割断了科学的历史性，抛开了科学的时代性，只把科学看

作是现成的结果（命题或理论），然后通过比较各种命题或理论之间的区别，试图只从方法论上找出科学之

为科学的本质性的东西。这是一种“横向的”现成比较，是以对象化的方式来研究科学。仅就这种做法在学

理上面临的种种困境而言，就已经足以使我们有必要看看海德格尔对科学的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考了。 

海德格尔对科学的考察是“纵向的”、历史性的分析，这同时也意味着是生存论-存在论的、现象学-诠释学

的分析。他首先把科学看作是一种存在方式，具体地说，就是作为此在（Dasein）的人的一种生存方式，然

后通过与古代科学的“比较”来揭示近现代科学 的基本特征，通过考察存在史和西方形而上学史来揭示科学

的时代本质，通过分析科学的本质来展示科学的限度和追思的必要性。当然，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思考本身也

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对“科学”这个术语，他前后就有着不同的用法。在早期，海德格尔还在宽泛的意义上

使用“科学”一词，哲学和神学也被他称为“科学”。但随着对存在命运和时代本质的不断思考，“科学”

的含义也越来越收窄。在《存在与时间》中，“科学”已经有特定的所指了。但当海德格尔说到“作为科学

的历史学”、“本真的历史学”的时候，他所想到的其实是本真的历史之思，他的“科学”在这里又泛化

了。到了后期，本真的历史之思与作为科学的历史学已经完全区分开来了，现时代的历史学在本质上已经与

现时代的物理学属于同一种“知识型”了。在后期只要一提到“科学”，海德格尔所指称的几乎纯粹是现时

代的特定科学，存在之思和历史之思都已经完全不属于“科学”了。不过，当他指称古代的认识或知识的时

候，也会使用“古代科学”这样的说法。 

海德格尔对科学的历史性分析是以科学自身的历史性为前提的，而科学自身的历史性首先是通过对科学的生

存论-存在论分析来揭示的。“如果说在根本上此在的存在就是历史的，那么任何实际的科学显然都总是处于

这种历史活动的掌控之中。”（Heidegger，1985，p.444） 此在的历史性在于，此在的生存是在生死“之



间”的一种“伸展”（stretch，Strecke），这种伸展既是一种“向终点而在”，也是一种“向开端而在”。

作为此在的一种生存方式，科学必定也是一种“伸展”。科学的“向开端而在”就是，在科学认识的任何阶

段必定都携带着其开端。科学的开端既包括源始的“在世”和源始的操劳（concern，Besorgen）对世内存在

者的揭示，也包括科学事先总已筹划的“基本方案”。另一方面，科学的“基本方案”又是科学认识一开始

就已经预设的、如何揭示存在者的方式和蓝图，从而也是科学时时“期备”着的终极目标，所以，科学这种

伸展方式同时也是“向终点而在”的。 

科学的这种历史性决定了任何实际的科学认识都必定是对此前认识的一种“重演”。这种“重演”同时也意

味着它不可能摆脱古代的认识。海德格尔既在此在的“在世”和操劳活动中找到了科学认识的生存论-存在论

意义上的“历史”源头，又在古希腊哲学和科学中找到了近现代科学的流俗意义上的“历史”源头。古希腊

开端之时所思及的东西在今天仍然在场，其隐藏着的本质即使在今天最少觉察到它的地方，也到处与我们相

遇。作为古希腊思想的完成者和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存在者和人的解释更是早早

地为近现代科学做了间接的准备。柏拉图甚至已经明确了知识的基本前提条件和强制性限制。“不懂数学者

不得入内”的真正含义是：“数学因素”作为“关于一切知识的基本前提的知识”，作为“我们基于这种知

识所采取的立场”，是获得知识的基本条件；而没有建立其知识基础因而没有注意到其限制的知识，就不是

知识而仅仅是意见。（Heidegger，1993，p.278） 

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又鲜明地看到，科学是此在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是人的源始生存方式在经过了某种

根本性的变革之后才产生出来的，具体地说，科学认识是“在世”和操劳的源始揭示经过某种根本性转化之

后才演变出来的。在科学认识中，日常操劳中源始的“视”变成了一种限定性的纯粹观看，原来的“上手器

具”也变成纯粹限定性观看的现成对象，并在其现成状态中获得一种确定的现成属性。这种变化是人对存在

者态度的一种根本性变化。科学活动与源始操劳活动由此就具有了本质性的区别。源始操劳活动的时间性特

征在于，其当前化（making present）根植于对器具与境（context of equipment）的保持和对将来可能性的期

备；而科学活动的时间性特征却在于，其当前化“唯一地期备着现成存在者的被揭示状态”（Heidegger，

1985，p.415），仅仅指向现成的对象。 

科学的这种时间性特征决定了其历史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一方面指科学的历史性是此在本真历史性的蜕

变，属于非本真的历史性；另一方面指的是科学的时代性，即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一种近现代的现象，是古

希腊和中世纪所没有的现象，或者说古代科学与近现代科学是有着根本区别的。说近现代科学在本质上“根

植于从柏拉图开始一直被称为哲学的希腊人的那种思想”，这决没有削弱近现代认识的革命性特征。

（Heidegger，1977，p.157） 相反，近现代科学要成为与希腊认识根本对立的另一种认识，就恰恰需要希腊

认识，需要穷尽希腊认识中的一种隐蔽倾向。只有通过与希腊思想的对话，我们才能真正地扎根于历史性生

存的基础之上，真正地开始思考近现代科学那不同于古代认识的崭新本质。 

二、近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 

人们通常认为，与古代科学相比，近现代科学从事实出发，以实验为基础，并且使用测量和计算方法。但海

德格尔指出，古代科学实际上也观察事实，重视经验和实验，也使用测量工具和数字。关键之处不在于是不

是从事实出发，而在于接受事实和确立概念的方式；不在于做不做实验，而在于设置实验的意图、基础或

“前概念”；不在于是不是使用了数字和测量，而在于“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意义上来应用和实施计算和测

量”（Heidegger，1993，p.273）。为了更好地把握近现代科学的特征，海德格尔详细分析了亚里士多德物理

学和牛顿物理学的不同。 

两人虽然都强调观念应该与现象相一致，但对于什么是现象，如何解释现象，具体地说，就是如何理解和解

释运动、物体及其关系等，两人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自然物是具有自身本性的物体，

本性的不同决定着物体的处所和运动类型的不同；每一种物体都有其自己的处所，并朝向其处所，从而引起



运动；由外力引起的运动则是不同于自然运动的受迫运动；天体的处所就在其运动本身，所以其运动是永恒

的圆周运动，比地上的运动更完善、更高级。在牛顿那里，所有自然物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处所也不再是

由内在本性所决定的，每一个物体在原则上都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运动仅仅被看作位置和相对位置的变化

量，本身不再由不同的本性和能力所决定，所有的运动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圆周运动的优越性也消失了；

力在本质上只根据它所引起的运动变化来规定，外力不再是一种特殊种类的反自然力，只是改变运动的一种

量；一般的自然概念发生了变化，自然不再是导致物体运动的内在根据，而成为在时空上联系起来的自足的

质点运动系统，时空本身也只是位置秩序的领域，没有任何特殊的品质；由此探问自然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参见Heidegger，1993，pp.281-8） 

进一步分析上述差别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在他那里，某一个具体物体的本性究竟是什

么，我们是不能事先知道的，某个物体的运动究竟如何，我们也是不能事先知道的。但在牛顿这里，各种物

体之间和各种运动之间的质的差异都已经被取消了，它们事先总已获得了量的统一规定。另外，牛顿定律所

说的不受外力影响的物体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也没有任何实验能直接地让我们知觉到这种物体。所以，海德

格尔认为支配牛顿科学的基本因素根本不是什么经验，而是“数学因素”。“数学因素”这个概念是海德格

尔从希腊语ta mathemata的源始含义中引申出来的，意味着人在观察存在者并与之打交道的过程中事先已经认

识的东西，它不是从事物那里经验地得出来的，而是规定事物的统一的基础。数学因素的本质就在于：越过

事物而筹划事物的事物性，敞开事物的现身领域；事先勾画出关于物体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方案，为成

为对象的自然领域提供尺度；事先决定接纳和探究事物的经验模式。数学因素是先行规定事物本质的“公

理”，也是狭义数学学科的基础。（同上，pp.288-293） 

数学因素被海德格尔看作是近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任何的近现代认识都总已需要事先筹划某个存在者领域

（比如自然领域），筹划出一种关于其对象领域的固定的“基本方案”。只有处于这种基本方案的视野之

中，一个自然事件才是可见的事件。近现代物理学之所以被称为数学的物理学，不是因为它使用了数学，而

是因为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已经是数学的了，即“某种已被认识的东西事先已经以一种特别明确的方式被约

定了下来”（Heidegger，1977，p.119）。另外，科学认识还必须在任何一个认识环节上都始终把自身约束于

这种基本方案上。通常所说的数理科学的精确性在本质上就是由这种约束的严格性所必然决定的。 

近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就是在严格的程序中具体实施和展开事先总已筹划的基本方案，这种严格的程序就是

一种方法，而自然科学的方法就是“说明”，即通过定律和实验来说明对象。但是定律不是从经验中总结出

来的，而是依据先验的数学筹划（基本方案）来建立的；实验也不是亚里士多德的empeiria以及empeiria意义

上的experimentum。近现代的科学实验开始于对作为基础的定律的制定，“设置一个实验意味着表象一组边

界条件，在这组边界条件下某特定运动系列的必然进程可以被推导出来，即，可以事先通过计算而控制这个

特定的运动系列。”（Heidegger，1977，p.121） 近现代的科学实验在基本方案的先行表象中就已经开始

了，又始终受到基本定律的控制和指导以便能够引证事实来确证或否定其定律。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海德

格尔认为罗吉尔. 培根根本就不可能是近现代实验科学家的先驱，他所主张的experimentum只是以argumentum 

ex re（来自于物的论证）去代替argumentum ex verbo（来自于话语的论证），即以对事物自身的仔细观察

（亚里士多德的empeiria）来代替对教会学说的讨论。（同上，p.122） 

顺着上述思路，海德格尔又进一步揭示出近现代科学研究的另一个非常鲜明的本质特征，这就是“经营”

（ongoing activity，Betrieb） 。“经营”仍然属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强调的科学的那种生存论

特征，是数学因素和方法特征在生存方式上的体现，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强调的那种“社会建构”是有所

不同的。经营的本质就在于，在所筹划的基本方案的基础上，方法本身为了适应自身的结果和可能性而必须

不断地改变自身。另一方面，方法的不断改进也要求科学研究必须机构化，科学的经营性必须落实在现实的

机构之中。“一门当今的科学，不管是物理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只有在能够机构化的时候，才赢得属于科学

的尊重。”（同上，p.124） 科学的经营性对于近现代科学来说是决定性的，它确保了方法对于存在者的优

先性，确保了科学自身的协作性、统一性和系统性，使近现代科学开始进入其决定性的历史阶段，并开始拥



有自身的完整本质。“科学越是为了继续展开和完全控制其工作过程而专门地使自身个别化，这些经营活动

越是现实地被移植到各自分离的研究机构和专业学院中，科学就越是不可阻挡地达到其近现代本质的顶

点。”（同上，p.126） 科学的经营性也使得技术员代替了学问家，研究者代替了学者，研究计划代替了学

识培育，社交场所代替了书房，收集信息、协商意见、申请课题和签定合同代替了读书和思考。大学的现实

性和统一性也并不在于统一各门科学的某种源始的精神力量，而在于一种设置出来的秩序。 

三、近现代科学的本质及其历史发生 

近现代科学的上述特征是由其本质决定的，而其“本质”不仅意味着近现代科学是什么，更意味着近现代科

学在时间性和历史性中实现自身和表现自身的特殊方式。海德格尔曾把近现代科学的本质说成是“研究”，

这是针对其方法特征来说的。后来海德格尔又说，科学的本质可以通过“科学是关于实在 的理论”这句话来

加以把握。这是对科学本质的更全面的历史把握。为此，海德格尔通过对“实在”和“理论”这两个关键词

的词源学考察，从历史渊源上来揭示近现代科学的本质。 

对于希腊人来说，“实在”就是到场和到场者，或者说，就是起作用和作用出来的东西（“作品”），

“Ergon（作用出来的东西、‘作品’）是在真正最高意义上到场的东西。”（同上，p.160） 但在罗马人那

里，到场者或“作品”成为由operatio和actio所产生的结果，成为由先行于它的原因（Ursache，causa）所产

生的结果。这又导致了近现代的“实在”概念：起作用或到场成为在执行和实施中的设置，而设置出来的东

西就是确实可靠的“事实”。在事实的意义上，“实在”就与没有被表象的东西完全区别开来，并由此获得

一种安全状态，成为固定的被表象的“对象”（object，Gegenstand），实在的到场样式就成为“对象状态”

（objectness，Gegenstandigkeit）。 

实在从“到场者”到“对象”、从“到场”到“对象状态”的转变，与“理论”这个词语的变化是联系在一

起的。“理论”来自于希腊语动词theorein，其名词是theoria。Theorein是留心地观看到场者的外貌，并通过这

种观看而逗留于它。通过不同的重读，theoria也可以指对真理的看守，或对到场者之无蔽状态的看守。后

来，罗马人把theorein翻译为contemplari，把theoria翻译为contemplatio。contemplari意味着把一个东西分开，再

由此把它围起来。在contemplatio中，希腊思想中已经孕育的分割和分区式观看走上了前台。对contemplatio的

德文翻译是Betrachtung（观察），而Betrachtung的词根Trachten就是拉丁词tractare。Tractare的意思是操作、

摔打、提炼和加工，是为了获取某种东西而奋力地追求和追查（entrap，nachstellen）它。由此，观察

（Betrachtung）就是对实在的一种加工、追查和获取。 

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在古希腊竟然是一种高贵的观看，并在后来依次演变为分割式的观看和加工-追查-

获取式的观察。“理论”最后竟然就是近现代科学的观察-实验！海德格尔的这种考察比波普尔的“观察渗透

理论”更具有震撼性。一方面它更加彻底地否定了传统科学哲学以及流俗观念在“观察”和“理论”之间划

定的明确界限；另一方面它更表明，“理论”一词的传承、翻译和意义变化不仅仅是纯粹的词语形式和含义

的变化，它更体现了认识活动的本质的变化。今天的科学已经远远超出了“求知”的范围，作为“理论”的

近现代科学就是要加工、追查和获取实在，它的本质就在于，把存在者“表象”（to represent，vor-stellen）

为“对象”，把存在者的存在“设置”（set in place，stellen）为“对象状态”。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具体

的对象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对象状态”本身的根本特征不会改变。“如果对象状态被放弃了，科学的

本质就将被否定。”（Heidegger，1977，p.169） 

在近现代科学的视野中，到场者仅仅在对象状态中到场，科学理论仅仅在对象状态中追查和获取实在，以使

得实在在任何时候都成为可测量、可计算的可靠对象。这里的新颖之处在本质上就在于，人开始了人之为人

的一种新方式，即，人的能力专注于测量和操作，以便由此获得对存在者整体的主宰。但是，海德格尔又认

为，作为关于实在的理论，近现代科学也不是人的纯粹建构，它实际上是存在的命运，是由到场者的特殊到

场所必然给予出来的。 



存在本身总要“落实”到存在者身上，一方面是物的存在，另一方面是人的存在。物本来是世内的存在者，

是与人相互归属的存在者；人本来是一个有世界的人、一个展示存在的存在者——Dasein。然而，在存在

“落实”为存在者之后，存在本身抽身而退了，存在者的光芒遮蔽了存在本身，展示存在的人也因而遗忘了

存在本身，存在变成了存在者。之后，在存在本身缺席的情况下，人这种存在者又成为一个别具一格的突出

的存在者。人的这种特殊性在这个时候并不在于只有人才会去展示存在本身，因为存在本身早已变成了存在

者。人的这种特殊性在于，人只从自身出发去揭示存在者，“所有其它存在着的东西，就其存在和真实的方

式来说，都建基于人这种存在者之上”（同上，p.128）。这也就是说，人成了存在者的关系中心，成了唯一

的主体。随着人成为唯一的主体，存在者就成为对象，它只有处于对象状态时才被看作是存在着的；本来作

为“敞开存在”之视域的世界也就成为图象，成为被设置在人面前的一种有结构的统一体。 

对于早期希腊人来说，存在者是自身敞开自身的东西，它作为到场者而突临到人的面前；人本身也是到场

者，它在感悟中到场，向着作为到场者的物而敞开自身。由于人和物都是到场者，都是一种聚集，所以在亚

里士多德那里，人与物都是一种hypokeimenon（主体）。当罗马人把希腊语的hypokeimenon翻译为subiectum

时，subiectum还保留着这样的含义。即使在中世纪的时候，“主体”与人也没有特殊的首要性关系，存在者

作为ens creatum（受造物），其存在归属于被创造物的等级秩序，并且与创造因对应着。人成为主体与世界

成为图象是近现代的事情，是从近代开始的，具体来说是由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所首先实现的。 

在中世纪结束的时候，人开始把自身从启示真理和教会学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于这种解放是从拯救的启

示确定性中解放出来，所以它不得不在本质上就是向着另外一种确定性的解放。这种确定性就是他自己的认

识的确定性。由于已经排除了任何其他的基础和标准，这种确定的东西不仅必须是确定的，而且同时也必须

是自己确定自己的。在笛卡尔那里，能够符合这一要求的就是ego cogito sum，海德格尔把它解作me cogitare 

= me esse（我思=我在）。这个等式揭示了一种具有奠基性作用的确定状态，它在任何时候都是无可质疑地

能够被表象并已经被表象了的。在这种奠基性的确定状态中，作为一切表象的表象者，自我本身必然也被共

同表象了，它必然同时与其思想一起在场。由此，在所有的存在者中，人就在这种奠基性的确定状态中首先

得到了确保，成为在所有subjecta中间唯一具有优势的主体。 

由于自我的确定性是在“思想”中得到确保的，而“思想”对于笛卡尔来说就是表象性的认识。所以，自我

的确定性得到确保，同时也意味着可认识者的确定性和表象性认识本身的确定性都已得到了确保。在这里，

认识就是表象，而表象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表象，由笛卡尔所确立并隶属于整个近现代科学之本质的“表

象”在本质上就是：把人设置为设置本身，把存在者设置在人自身面前，并使之关联于人自身，使存在者只

能在这种设置中呈现其自身。这种表象性认识有两个基本的特征：首先，由于能事先确保对象之为对象的只

有对象的可计算性，能事先确保认识之确定性的也只有计算本身，所以，表象性认识总是计算性的认识。其

次，由于表象性认识把一切存在者都聚集在被表象状态的“总共”之中，它因而就是把一切存在者都以表象

的方式设置在一起的一种“共知”（con-scientia） 。表象性认识的“共知”和“计算”把人自身奠基和确证

为万物的尺度，所有自身到场的到场者现在都成为在对象状态中被设置和被控制的对象。 

海德格尔坚持认为，笛卡尔的哲学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一脉相承的，他追问的东西在本质上

仍然是存在问题，笛卡尔的根本性变革在于他使西方形而上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柏拉图首先把涌现意

义上的存在变成了idea或eidos（外观、相），这种“存在”在穿越了以上帝为中心的中世纪之后，在笛卡尔

这里又进一步变成了对象的对象状态，从而使得在idea或eidos中还隐蔽着的本质彻底暴露了出来。笛卡尔首

次使存在者成为对象，使存在者的存在只从对象状态中来寻找，也使认识的真理性只从表象的确定状态中来

寻找。在笛卡尔的哲学中，西方形而上学开始了它的完成阶段，近现代科学也同时获得了形而上学的奠基，

并让其本质获得圆满的出场。 

四、科学的限度与追思 



科学的本质在现时代一经出场，就立即发挥出迅猛的力量，以其参与者都想象不到的速度，通过计算性的表

象和追查式的获取，来规定世界和塑造万物。科学的作用构成了现时代的一种基本事件，海德格尔用“巨

物”（the gigantic）来形容这种事件。“巨物”之“巨”并不在于量的无限扩张，而在于量的巨大变成了一

种特殊的质。但是，在量支配着一切的时代，从量中转化出来的这种特殊的质却是不可计算的，计算本身却

是不可计算的。这种不可计算的东西围绕在所有事物的周围，成为不可见的“阴影”。科学理论无论怎样地

实施其天下无敌的对象化力量，也都不能驱除这个“阴影”。 

科学是现时代一条决定性的道路，所有存在着的东西都必须在科学这条道路上向我们展示其自身，都无法逃

避被科学所对象化的命运。科学似乎能够揭开一切奥秘。但是，科学永远都只是揭示到场者的一种方式，永

远都无法囊括到场者的全部本质。科学本身甚至也无从知道它是不是把握了到场者的全部本质，因为这已经

是一个“元科学”的问题了。科学要想知道它是否把握了到场者的全部本质，它就必须首先把握自身的本

质，但科学是不能把握自身本质的。物理学的所有陈述都是以物理学的方式进行的，它因而不能就物理学本

身做出任何陈述；物理学研究物质自然的方法是物理学实验，而物理学本身不能成为物理学实验的对象。 

但是，到场者及其自身到场永远都是科学理论的基础，永远都是科学所无法绕过的。所以，海德格尔又把到

场者称为“不能回避者”。不能回避者的“不能回避”是双重的：一是科学不能摆脱，二是科学不能穷尽。

不能回避的到场者及其到场在根本上主宰着实在的对象状态，主宰着在对象状态中把握实在的科学理论，主

宰着科学自身的本质。这种起主宰作用的东西被海德格尔更恰当地叫做“造化事态”（state of affairs, 

Sachverhalt）。这种“造化事态”不仅仅是人的求知，它更是一种更大的命运，是一种一直对科学本身隐藏

着自身的“它者”。无论我们对科学的科学式考察是多么的努力和五花八门，都无法显现出这种造化事态。 

不过，在我们说到造化事态的这种不可显现性的时候，在我们说到不可计算的“阴影”的时候，这种造化事

态和“阴影”实际已经进入我们的眼帘。“阴影”不只是光的缺乏，它也是被遮蔽了的光的一种证据。“阴

影”本身已经使我们退出了计算，退出了表象，也就是退出了科学式的认识。“阴影”因而使我们注意到了

不可计算者和不可显现者，也就是使我们注意到了现时代的人们拒绝去认识的东西。这就可以把我们引向值

得追问的东西，引向造化事态，引向存在本身。沉着冷静地把自身呈送给这值得追问的东西，追随、感受并

踏上这条追问之路，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追思”（reflection，Besinnung）。追思可以打开一个我们虽未看

透却总已穿越的空间，把我们转送到一个久已历史性逗留着的处所，使我们在这里领会着存在的解蔽和遮

蔽。 

科学是有其限度的，追思就是真正地弄清科学的限度并超越科学，就是“敢于让我们自身所预设的真理和我

们自身所追求的目标范围成为最值得追问的事情。”（Heidegger，1977，p.116） 然而，既然科学不是单单

由人所制造出来的，人的意志也就不能摧毁它，人自身无法抛弃这种命运。“没有一个时代让它自身被一个

否定性的判决所终结。否定只是把否定者抛出轨道。”（同上，p.138） “既谦卑又自以为是地逃遁到传统

之中，对于历史性的瞬间而言，也只能带来自欺和无视。”（同上，p.136） 科学是这个时代真正本质的力

量之一，对于它我们只能欣然接受，否则就是一种非历史的逃避。但这种接受不能是消极被动的单纯接受，

更不是由此而为科学主义大唱赞歌。在接受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沉思：“作为人，做主体并非总已是属于历

史之人的本质的唯一可能性，……做主体也将不会总是唯一的可能性。”（同上，p.153） 在接受的同时，

我们还应该追思那最值得追问的东西，追思那能够转渡人类、扭转乾坤的东西，并通过追思而“小心谨慎地

把不可计算者保存到其真理之中”（同上，p.136）。 

追思是可能的，即使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也“仍然能够作为一种思想的存在者而活动于追思的各种层次上，

仍然能够让追思保持着警醒。”（Heidegger，1977，p.182） 但是，追思又不可能有什么预定的模式、规则

和具体目标。对于如何强化和扩大历史性逗留的居所，追思是不能直接决定任何东西的。与科学相比，追思

是暂时的、克制的和贫乏的。“即使通过一种特殊的爱好而可能有一次达到了最高层次的追思，追思也只能

满足于为今日我们人类所需要的劝告和安慰做些准备。”（同上） 追思在科学时代的缺乏也是必然的。当存

在者被带入存在中的时候，存在者就强迫思想只认真对付存在者本身，在现时代则进一步把思想归并到对存



在者的有效作用力之中。所以，追思存在的追思恰恰“在存在中遭遇到最极端的抵制”（同上，p.137）。 

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在现时代的本质得到圆满完成并消融为自明的东西之时，亦即只有在它达到一种“大化

无形状态”（heedlessness）之时，追思的肥沃土壤才能够真正出现，“世界-时代”（world-age） 才会到

来。今天，现时代的本质正在圆满完成，世界-时代的诸种信号正在出现。只要我们开始追思，只要我们走向

那隐藏在科学本质中的造化事态，我们就将远远地响应那世界-时代的呼求。（同上，p.181） 

海德格尔对科学的分析不是致力于科学的正面建设，而是致力于暴露科学的限度，致力于对科学的超越，也

就是致力于对科学的哲学“批判”。但是他显然不是在否定科学，因为他深知科学作为存在的命运是否定不

了的。 

海德格尔的科学批判与康德的理性批判有相似之处，两人的批判都是为了划界。但海德格尔同时也超越了康

德，他是接着康德的话往下继续说（套用并篡改叶秀山先生的话）。康德的理性批判为知识划出了界限，为

信仰留出了地盘。而海德格尔在为科学划出界限的时候，则为“思”指出了方向。 

“思”既不是科学的理性思维，也不是宗教的和道德的信仰。“思”是对理性和信仰的超越，是对理性和非

理性的超越。难道理性和信仰、理性和非理性总是一直对抗着而不会消融在更高一级的“思”之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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