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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方法论上 ,科学实在论发展的趋势 ,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 :在论域背景下的方法论表现

为从“知识无错论”发展为“知识可错论”;在认识过程中表现为从强调客观描述发展为关注主体建构 ;

在操作过程中表现为从以事实为出发点发展到以对事实的解释为出发点 ;在真理论意义上表现为从

真理符合论发展为多元真理论 ;在论证方式上表现为从具体分析发展为综合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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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始于本世纪初的西方科学哲学到目前为止 ,主要经

历了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

义四个发展阶段。科学实在论是从塞拉斯的自然主义演

变而来的一种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新历史主义的哲学流

派 ,它产生于 60、70 年代的美国。其主要观点一是承认科

学研究对象的本体性 ;二是承认科学研究是寻求真理的过

程。

历史地看 ,相对于科学实在论的两个核心论点而言 ,

辩护和捍卫实在论的立场始终是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

价值基础。然而 ,如何辩护以及怎样理论这些论点则离不

开科学发展不断创设的新的问答语境和新的概念框架。

回顾与展望科学实在论的发展历程 ,不难看出 ,科学实在

论者在捍卫自己的立场时 ,在辩护策略的方法论意义上至

少发生了下列五个值得令人关注的发展趋向 :

其一 ,在论域背景下的方法论表现为从“知识无错论”

发展为“知识可错论”。

“知识无错论”是经典自然科学研究方式的衍生物 ,认

为科学知识是不可错的 ,科学理论是对自然界基本属性的

终极描述。这种被普特南称之为是用“上帝之眼”观看世

界的观点 ,把理论术语和思维符号看成与外部事物集合之

间具有惟一的符合关系。牛顿力学在广泛范围内的成功

而有效的实际应用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事实依据。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 ,彻底地变革了哲

学命题的上述论域背景。在马赫主义、约定主义等哲学思

想的影响下 ,面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产生的新概念和新理

论的挑战 ,逻辑经验主义作为本世纪第一个颇有影响的科

学哲学流派 ,以“知识可错论”为背景 ,以自然科学中的数

学传统和实验传统为基点 ,以对科学命题和语言的逻辑分

析为目的 ,以经验证实原则为意义标准 ,把科学的发展限

定在经验的“围墙”之内 ,进而摒弃了形而上学的信念和实

在论的科学观。

与此相反 ,随着科学哲学界对汉森提出的“观察渗透

理论”和奎因倡导的应在科学研究中恢复“本体论承诺”等

观点的普遍认可 ,历史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库恩和费耶

阿本德则走向了问题的另一个极端 ,他们把科学的发展看

成是包括心理因素在内的范式交替 ,把科学研究看成是认

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项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在这种背景

之下 ,科学实在论者一方面为了维护和捍卫科学的合理

性 ,对历史主义学派中的非理主义因素展开了批判 ;另一

方面 ,必须主动扬弃过去独断论的实在观 ,自觉放弃传统

实在论流派纠缠于一般与个别或殊相与共相等纯思辨哲

学问题的争论 ,以“知识可错论”为前提 ,集中研究当代科

学发展所预设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 ,重新阐述

和论证新的更加具有免疫力的科学实在观。

其二 ,在认识过程中的方法论表现为从强调客观描述

发展为关注主体建构的视角。

传统的科学实在论者把自然科学看作是预先设置好

的一部“机器”,认为人们只要通过现实的观察和感知方

式 ,就足以将这部“机器”运转的内在机理揭示出来。他们

坚持理论描述的客观性 ,重视客体的主体性和本体性 ,忽

视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把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所起

的作用搁置到次要的位置 ,甚至完全排斥在科学认识过程

之外。

以“知识可错论”为背景的科学实在论者在论证自己

的观点时 ,抛弃了传统实在论者上述单纯追求理论对客体

的客观描述的方法 ,消解了基于科学认识主体独立于研究

对象域而产生的一系列直观认识 ,承认当代科学理论既不

是对经验事实的单纯描述 ,更不是可以从这种描述中直接

推论出来的体系 ,而是在被废弃的旧概念的废墟上从理智

的发明同观测到的实验事实之间的比较中建立起来的。

因此 ,科学认识活动虽然在内容上是客观的 ,但是 ,在形式

上却是主观的。

以这种认识为背景 ,科学实在论者不得不把讨论问题

的视角从强调理论的客观描述发展向关注主体的建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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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表述、命题的意义、概念的指称等层面。他们立足于

科学研究活动的实际过程 ,以主观认识为出发点 ,从认识

工具的使用、认识结果的表述、认识概念的界定等各个层

次来综合体现主观认识中潜存的客观性基础 ,从寻找主体

建构的事实前提出发捍卫实在论的立场。

第三 ,在操作过程中的方法论表现为从以事实为出发

点发展到以对事实的解释为出发点。

以归纳主义为基础的传统实在论者认为 ,所有的命题

都直接来源于事实 ,经验既是形成理论的起点 ,也是确证

理论的重要手段。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把假设主义的成

分带进了科学理论的建构之中 ,使理论模型对经验事实的

解释建立在“前结构”的基础之上。在这一过程中 ,科学家

不依靠一套形式构架 ,将无从把握科学内容。然而 ,科学

家接受了一个理论 ,事实上必然等于接受了这个理论模型

的语言体系所表述的世界结构。

这样 ,科学研究的操作过程不能再简单地看作是单纯

从实验现象出发进行归纳推理的实证式研究 ,理论的建构

不再是事实基础上的归纳 ,而是同形而上学观念密不可分

的创造性研究 ,是一系列的符号约定 ———符号投射 ———符

号运演 ———符号反演的过程。这种科学研究背景要求科

学实在论者必须在问题的论证方式上发生平衡点的转移 ,

把以事实为前提来研究实在论的方法发展到具有价值导

向的对事实的解释为前提 ,从表征事实的概念、符号的指

称关系论证理论及概念所具有的实在性特征 ,把一种表述

的世界作为给定的世界 ,并以此为参照 ,通过寻找不同表

述世界之间的可理解性和等价性来论证理论的客观性。

其四 ,在真理论意义上的方法论表现为从真理符合论

发展为多元真理论。

真理符合论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认识现象背后隐藏

的“固有本质”,并把这种本质说成是对事物内在属性的终

极描述。这种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真理观由于同现代自

然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不相符合 ,遭到了反实在论者的诘

难和后现代哲学文化的冲击。科学实在论者为了摆脱这

种困境 ,从根本意义上挽救自己的立场 ,不得不调整原先

僵硬的真理观 ,通过阐述多样化的科学合理性标准 ,多视

角地融合各种观念 ,确立柔性的多元化的真理观。

他们认为 ,科学理论是主体立足于已接受的合理性标

准对经验世界的理性建构 ,真理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某种

理想化的结合 ,由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接受的合理性标

准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主客观的结合方式 ,所以 ,立足于同

样的经验事实 ,可能会产生多种多样的科学理论。这些科

学理论可能会有不同的形而上学假说 ,也会有不同的数学

形式 ,但是 ,由于它们具有共同的经验基础 ,所以 ,它们在

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互翻译的。因此 ,同一经验对象与不

同理论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结合方式 ,也存在着多种形

式的真理。例如 ,科学实在论的典型代表人物普特南和夏

皮尔就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各自的多元论的真理观。

其五 ,在论证方式上的方法论表现为从具体分析发展

为综合论证。

在已有的实在论学说中 ,“实在论”这一术语通常在两

种不同的层次上使用 :一种是把“实在论”当做主语来运用

的论证方式 ;一种是把“实在论”当做宾格来使用的论证方

式。前一种论证方式是试图立足于某种既定的特殊语境 ,

来阐述实在论命题 ,例如 ,数学实在论、物理实在论、测量

实在论、语义实在论等 ,在这些语境中 ,数学、物理、测量、

语义表明了作者的论域限定。后一种论证方式是以实在

论的基本假设为前提 ,证明主词的本体性和现存性 ,例如 ,

实体实在论、关系实在论、因果实在论等。

到本世纪末 ,随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整合运动的兴

起 ,在各种特有领域内的实在论研究取得一定进展的基础

上 ,科学实在论者对实在论观点的辩护已经既不能只立足

于科学认识系统的某一特定方面 ,更不能游离于科学研究

活动之外 ,而必须转向综合论证的层面。在充满各种价值

判断的研究过程中 ,为探索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可能途径 ,

为寻求科学主义同人文主义的有机结合 ,随时调整自己的

研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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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cientific realism in the methodology shows its tendency in at least five aspects : the methodology on the background of domain

manifests the development from“exclusion of the fault in knowledge”to“ inclusion of the fault in knowledge”; in the cognitive process ,

it emphasized subjective description that developed into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main structure ; the starting point of operation was first the

fact then explanation to the fact ; regarding the truth , truth conformation theory evolved to multi truth theory ; the way of proof developed

from specific analysis to synthetical demon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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