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六卷 　总 149 期
2 0 0 4 　第 1 期 　　　　　

自 　然 　辩 　证 　法 　通 　讯
JOURNAL OF DIAL ECTICS OF NATURE

　　
Vol. 26 ,Sum No 149
　　　　No 1 ,2004

·问题讨论·

如何理解和翻译“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

郭贵春1 　成素梅2 　马惠娣3

(1、21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太原 030006)

(31《自然辩证法研究》编辑部 ,北京 100081)

摘　要 :从 S &TS 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范围来看 , S &TS 是被视为独立研究领域的科学技术哲学、科学

技术史和科学技术社会学研究出现交叉汇流的一个会聚点 ,它以多学科、跨学科和交叉性为显著特征 ,是与

这些传统学科处于同一层次的一种新型的学术研究领域。可以考虑把 S &TS 意译为“科学与技术的人文社

会学研究”。从这个意义上看 ,企图把 S &TS 译为“科学技术学”,并将其提升为涵盖其他学科的一级学科来

对待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企图以“科学技术学”取代“科学技术哲学”来谈论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观

点 ,则既不符合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研究传统 ,更是违背了 S &TS 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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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美学术界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有的简写

为 S&TS ,有的简写为 STS。为了与更加常用的 STS(“Science ,

Technology , and Society”)简写区别开来 ,本文采用美国康奈尔

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用法 ,把“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简写为 S&TS ,把“Science , Technology , and Society”简写为 STS。

当前 ,国内学术界对 S&TS 的译名问题正处于热烈的讨论之

中。我们认为 ,对 S&TS的翻译不是一件想当然的事情 ,更不

是一件人云亦云的事情 ,而是建立在如何理解 S&TS 的基本

内涵和主要研究范围的基础之上的。只有搞清楚 S&TS产生

的历史背景 ,特别是弄明白 S&TS 学者在这一名称下面所展

开的研究活动的范围和内容。然后 ,再结合我国的研究传统

在尽可能不改变其内涵与性质的前提下 ,赋予其名称 ,才是

行之有效的翻译方法。勿庸置疑 ,在正式的或者说是共认的

译名还没有形成之前 ,多方位、多视角的商谈与切磋 ,是一件

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因此 ,为了有助于明确 S&TS 的研究规

范和基本内涵 ,为了促进在译名问题上尽快达成共识 ,本文

就我们对 S&TS的理解和可供选择的译名谈几点看法 ,欢迎

同行学者与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11 历史背景 : S&TS 强调对科学

与技术的人文社会学思考

　　任何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的突现和一门新的学科体

系的诞生 ,都是时代与社会发展的产物。几个世纪以来 ,随

着科学与技术的突飞猛进 ,科学与技术在公众领域内 (the

public domain)的霸权地位越来越突出 ,它不仅营造和改变着

我们的生活世界 ,而且潜移默化地装饰与描写着我们的生活

方式。特别是随着科学探索的不断深入 ,深奥的科学越来越

成为客观、公正、求真的化身 ,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块净

土 ;同时 ,随着科学文化的高度扩张 ,科学家一直扮演着真理

的发现者和知识权威的角色。科学权威成为实验、基金、职

务晋升、课程设置等一切与科学活动相关的事情的操纵者。

20 世纪 40、50 年代处于鼎盛时期的逻辑实证主义 ,更是使科

学哲学的研究一度成为哲学研究的主流 ,其结论是把形而上

学斥之为无意义的和非科学的活动 ,排斥在哲学研究之外。

在科学主义的哲学思潮越演越烈的背景之下 ,从 20 世

纪 50、60 年代开始 ,社会分析家们 (social analysts) 一方面普遍

地把他们研究问题的目标瞄准了对科学成功的理解和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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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对科学基础的质疑。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 ,对于社

会学家和一般公众而言 ,经受良好的科学训练 ,是一个人在

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 ,甚至是在别的领域内 ,处于权威和决

策地位的一种表达。然而 ,当社会学家直面科学研究的整个

过程时 ,以库恩与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者所倡导

的观点 ,不仅使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见解彻底地陷入了学术

困境 ,而且他们开始对知识的客观性基础提出质疑 ,开始对

科学家在研究活动中所扮演的权威角色产生怀疑。另一方

面 ,他们也注意到 ,无论是从饥饿到战争的威胁 ,还是从环境

的退化到农药通过农产品对人体带来的危害 ,所有这些社会

问题或者是由科学与技术发展所引起的 ,或者需要进一步借

助于科学与技术的手段来解决。这些事实要求我们必须从

社会与人文科学的视角 ,对科学与技术的发展重做慎思。正

是这些慎思本身 ,为 S&TS的产生提供了学术背景。

到 70 年代 ,一条主线是 ,以罗马俱乐部成员为代表的一

系列研究报告 ,直接引发了人们对工业时代的环境污染、可

持续发展、人类的生存与生活质量以及资源等一系列重大社

会问题的全球性关注。另一条主线是 ,作为“社会建构论”的

一个重要变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 的研究表明 ,在传统

的关于科学与技术的争论中 ,关于科学方法、科学实验、科学

观察和科学理论的争论是不充分的 ,有必要在这个闭合的网

络中加入额外的非科学的因素。特别是 ,当社会学家把科学

探索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重新概念化时 ,他们更注重研究科学

知识产生过程中内含的社会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 ;注重揭示

内在于科学活动当中的政治因素 (例如 ,在公共咨询中的政

策制定)产生的影响。在整体意义上 ,强调科学知识的社会

建构性将意味着 ,一方面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受到

了威胁 ;另一方面 ,需要对贴有专家标签的正统的专家意见

(legitimated expertise)进行重新评价。社会科学家不相信有什

么智慧能够被垄断 ,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

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相关刊

物与学会的相继诞生 ,以及 STS研究项目的启动 ,对 S&TS 的

产生与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使它作为一种学术运动开始

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70、80 年代以来 ,在 S&TS 领域内不断增加的研究人员 ,

已经形成了他们重构知识的社会价值或政策关注 (policy con2
cerns)的表达方式。不断增加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的研

究项目和研究成果更是表明 ,科学与技术并不是一个孤立于

各种社会因素而独立地发展的封闭体系 ,而是会强烈地受到

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甚至宗教等许多人文社会因素

影响的开放体系。在某种意义上 ,越是深奥的技术性的科学

(technoscience) ,越会强烈而直接地受到各种人文社会因素的

影响 ,以致于一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把科学知识理解成是偶

然的或社会谈判的结果。为此 ,S&TS 学者所处理的主要问

题之一是 ,如何重建专家科学 ,使其向着更加民主、在环境与

社会的意义上更具有可持续性和更可取的文明方向发展。

欧洲的 S&TS学者所建构的“技术评价体系”就是向着这一趋

势发展的一个具体事例。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相比 ,S&TS

学者的目的不是“反科学”或“反技术”,而是试图揭示出 ,对

科学研究纲领、技术设计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过程的选择 ,

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问题 ,应该引起公众与决策层的注意。

到 80 年代末 ,S&TS逐渐地由潜学变成显学。具体表现

形式是 ,在欧美国家的许多大学里 ,相继设立了 S&TS 或者

STS系和研究所。1995 年由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编辑出版的《S&TS 手册》(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基本上反映了与 S&TS 相关的

主要研究领域。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这些大学里已经拥有了

侧重点有所区别的从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 ,出现

了一批专门的 S&TS学者。其规模与建制足以与较早成立的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相比拟。但是 ,他们之间的研究传统与

规范、课程设置、培养学生的目标 ,以及项目来源等却是不相

同的。

21 研究范围 : S&TS 突出多学科

和跨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

　　在当前的美国大学里 ,既有 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系 ,也有 STS(Science , Technology , and Society) 系。单

纯从语义学的意义上来理解 ,S&TS应该比 STS包括的内容更

丰富。但是 ,在实践的意义上 ,从它们设置的课程和制定的

学生培养计划来看 ,两者的目的与内涵是基本相同的。例

如 ,康奈尔大学是在过去 STS研究的基础上 ,于 1991 年正式

成立了 S&TS 系。这个系向大学生和研究生所提供的教育

是 ,促进和加深学生理解科学与技术塑造世界的方式 ,同时 ,

理解被历史、政治和文化所塑造的科学与技术 ,从而为学生

解决现在和未来遇到的问题 ,提供一种综合的思维方式。据

康奈尔大学的 S&TS 网页中介绍 ,他们的 S&TS 系“是目前世

界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进行交叉研究的最强和最重要的场

所之一。”〔1〕斯坦福大学于 1971 年创建的 STS计划的宗旨是 ,

专门从事社会中科学与技术研究的教学与考察。关注伦理、

美学、公共政策、政治、文化变迁、经济发展、科学史、技术史、

医学史、工程史等和科学与技术之间的交叉研究 ,试图从多

学科和跨学科的视角 ,为学生提供在社会中对科学与技术现

象的基本而全面的理解。〔2〕

从整体意义上看 ,不论是 S&TS 系 ,还是 STS 系 ,它们对

本科生的要求主要是 ,希望学生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 ,增进

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和文化的理解 ,提高参与决策的能力。这

些课程是为那些希望毕业后从事法学、公共政策或公共管理

工作的学生设计的。同时 ,也是为那些希望进一步熟悉科

学、技术、工程和社会等问题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社会科学家

所设计的。在不同的大学里 ,虽然设置课程的侧重点和承担

的研究项目有所不同 ,但是大多数课程与讲座主要集中在下

列几个方面 :科学与技术的社会研究简介 ;科学与技术的公

众传播 ;社会中的技术 ;西方文明中的科学 ;20 世纪的科学 ;

知识与社会 ;生物医学伦理 ;疾病与文化 ;知识与政治学 ;生

物技术与法律 ;工程学中的伦理问题 ;法律、科学与公共价

值 ;知识、技术与特性 ;国际科学史 ;科学社会学 ;创新理论与

政策 ;技术的社会建构 ;美国的环保政治学 ;科学、技术与劳

动 ;科学、技术与环境 ;科学、技术与汽车文化 ;科学与人类的

本性 ;科学哲学等。在这些课程设置中 ,科学哲学和科学史

是以基础理论课的身份出现的 ,其地位与作用类似于在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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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开设数学课 ,在化学系开设普通物理学课。

目前 ,S&TS和 STS学者所进行的研究项目和刊发的论文

主要集中于下列几个方面 :当代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 ;科技

传播问题 ;政府在科学技术的使用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遗

传工程的政治学问题 ;生物技术与法律之间的相互作用问

题 ;科技与性别问题 ;科学技术与知识的政治学问题 ;等等。

这些研究项目和论文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 ,注重在社会语

境中重新思考与反思科学技术 ,强调多学科研究的相互渗透

和相互交叉。其目的在于 ,通过把科学与技术置入一个更大

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研究 ,在真正意义上 ,改变过去几个

世纪以来简单地把科学知识理解成是与社会活动无关的客

观而公正的绝对真理的认识 ;明确科学与技术在思考方式、

历史发展、社会建制、竞争机理以及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异同

之处 ;揭示科学和技术与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内在

相关性 ,追求以多种方式刻画、评价和解释科学与技术活动。

S&TS的研究者主要来自具有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基础的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领域。近些年来 ,他们更加关注

科学研究中 ,解释的灵活性、科学家的参与、兴趣、社会技术网络

(sociotechnical networks) 、边缘学科之间的交叉、与科学和技术相

关的政治决策、科学与技术的传播、专家咨询与鉴定的合理性、

基金的运作等问题。围绕这些研究基本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

研究群体 :学者(scholars)群体 ;决策者 (policy - makers)群体和实

践者(activists)群体。其主要特征是 :〔3〕

学者方向的 S&TS

(Scholar - oriented S&TS)

决策者方向的 S&TS

(Policy - maker - oriented S&TS)

实践者方向的 S&TS

(Activist - oriented S&TS)

研究者的基本投入 奖学金 政府和专家顾问系统 彻底的社会改革

选择题目和方法的关键标准 知识分子的重要性 政府官员的优先权 社会和环境问题

主要读者 学者 决策者 实践者 ,公众

典型风格 学术性、博学的特征 官僚政治特征 可读性、交叉性

典型的传播渠道 杂志、图书和会议 报告、政府和新闻发布会 图书和电子媒体

　　像任何一个分类系统一样 ,上述分类也只是为未来的研

究实践和讨论提供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 ,

反映了 S&TS领域内三类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不同的侧

重点。事实上 ,他们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线 ,研究群体之间

也不是相互排斥的。从 S&TS 系的课程设置、学生的培养目

标、S&TS学者所从事的研究项目 ,以及与此相关的刊物的办

刊宗旨 ,至少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 S&TS 在欧美国家的研究

范围。这些研究范围与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史既有相

互交叉的部分 ,也有互不相干的部分。如果说 ,科学技术哲

学与科学技术史更注重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话 ,那

么 ,可以认为 ,S&TS则更强调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必然受到

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甚至宗教等因素的影响。S&TS 并

不关注科学概念的提出与意义的演变、某一具体学科发展中

所遇到的概念难题的解决 ,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因

此 ,S&TS没有也不希望涵盖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的

全部内容。这也许正是在欧美国家为什么会有科学史与科

学哲学系和 S&TS系共存的原因所在。

31 内涵与翻译 : S&TS 可意译为

“科学与技术的人文社会学研究”

　　从 S&TS产生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范围来看 ,S&TS 是在科

学与技术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诞生的一种新

型的学术研究领域。或者说 ,S&TS相当于到目前为止被视为

是独立研究领域的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和科学技术社

会学研究的一种交叉汇流 (confluence) 。这种已经出现的新的

汇流或混合 (hybrid) 的目的在于 ,努力把科学与技术的“网络

(network)”理解成是它对整个文化的全面渗透 ,以及同时被这

种文化所铸造 ;强调把科学与技术置于复杂的西方社会建制

的互语境化 (intercontextualization)的过程中进行考察。一方面 ,

科学与技术变成了类似于外来文化研究的人类学分析的对

象 ,在这里 ,经济、宗教信仰等整合成一种全球的文化观念 ;另

一方面 ,S&TS为对科学与技术的这种社会分析提供了新的会

聚点 (venue) 。S&TS的最重要的论点是认为 ,自然界的研究与

社会研究是必然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它们不仅在通常的

社会意义上相互交织 ,而且它们的信仰系统也是相互依赖的。

S&TS领域内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是 ,打破了传统的学科界线 ,

对把科学理解成是自主而客观的神圣观点提出了新的挑

战。〔4〕

从这个意义上看 ,S&TS是以多学科、跨学科和交叉为主

的一个新型的研究领域 ,而不是传统的科学技术哲学、科学

技术史和科学技术社会学等学科的简单组合。因此 ,把

S&TS翻译为“科学技术学”,把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

科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或科技传播等理解为是“科学技

术学”的二级学科的观点 ,〔5〕是与 S&TS的宗旨与内涵不相符

的 ,甚至可以说是对 S&TS 意义的一种误解。然而 ,如果说 ,

这些误解还有可能通过对 S&TS 的基本内涵的讨论 ,在达成

一致性理解的前提下得以消除的话 ,那么 ,近年来 ,国内自然

辩证法界的一些学者不顾 S&TS 之译名还在讨论之中的事

实 ,也缺乏对国外 S&TS的产生背景和研究范围的系统考察 ,

而是高举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旗帜 ,直接把“科学技术学”当

作一个定论的名称 ,试图通过构造它的学科体系 ,来实现自

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第二次调整 ,倡导把“科学技术哲学”调

整为“科学技术学”的观点 ,〔6〕以及强调在 S&TS的主题下 ,造

一个对科学技术的元理论研究的“大锅”的看法 ,〔7〕则是一种

严重的错误导向。

这是因为 ,如果不去认真地考察外国学者使用 S&TS 这

一术语的基本内涵与研究范围 ,而是仅以满腔热情取其名而

忘其义来谈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做法 ,是绝对不可取的。

当然 ,如果是在摒弃已有的学术传统与研究背景的前提下 ,

试图把对科学技术的所有的元理论研究 ,都归属于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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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学”的一级学科的名下 ,则是与我国的自然辩证法

学科建设和 S&TS的译名问题完全无关的另一回事。〔8〕从前

面的分析中 ,我们不难看出 ,S&TS虽然是从已有的传统学科

基础上诞生出来的 ,但是 ,这就像我们不可以把物理化学或

生物化学的产生 ,理解为是凌驾于物理学与化学或生物学与

化学之上的高层次学科一样 ,也不应该把 S&TS 理解为是凌

驾于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和科学技术社会学之上的一

级学科。

在此我们强调指出 ,本文的作者之一马惠娣于 1998 在

美国的麻省理工大学、康奈尔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进行学术访

问时 ,曾专门向那些大学里的 S&TS或 STSS(Science ,Technolo2
gy and Society Studies)方向的教授请教过 S&TS 与 STS和 STSS

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的问题。当时 ,这些教授给出的回答是 ,

这三个领域所关注的问题基本是相似的 ,在内涵上没有实质

性的区别 ,只不过是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特色 ,有不同的重

点 ,形成不同的风格。这些研究的共同点都是强调这一研究

领域的交叉性和跨学科性的特色 ,突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

对科学与技术研究的渗透。这说明 ,在美国教授的心里 ,

S&TS并不是比 STS和 STSS高一层次的一个新学科 ,或者说 ,

他们并没有把 S&TS理解为是涵盖了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

学社会学和 STS或 STSS的一个新学科。

综上所述 ,S&TS被视为是相互独立的传统学科交叉渗透

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就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它

的目的既不是讨论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也不是草率地

总结科学的发展与运行机制 ,而是强调把科学放在一个更加

宽泛的智力与文化语境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context)中 ,进行

跨学科的思考。应该承认 ,随着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发展 ,学科

间的交叉渗透会越来越明显。交叉学科的出现是科学研究向

着综合化方向与专门化方向同时发展的一个具体表现 ,它一

方面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已有的传统学科的学科边界 ,另一方

面 ,更是学术繁荣的主要象征。有鉴于此 ,我们认为 ,从 S&TS

的基本内涵和研究范围出发 ,建议把 S&TS 间接地意译为“科

学与技术的人文社会学研究”。这个译名既与我国已经公认

的 STS的研究范围相一致 ,而且明确地表明 ,S&TS的核心与宗

旨是强调从人文社会学的视角 ,对科学与技术进行多维度、跨

学科的批判与思考 ,突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科学、社

会科学之间的整体性与内在相关性。

〔参 　考 　文 　献〕
〔1〕　http :/ / www. sts. Cornell. edu / programintro. php.

〔2〕　http : / / www. Stanford. edu / group / STS / stsfaq. html.

〔3〕　Edward Woodhouse , David Hess , Steve Breyman and Brian Martin , Science Studies and Activism ,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 32

(2002) 2 : 311.

〔4〕　Alfred I. Tauber edited , 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Reality ,New York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 - 2.

〔5〕　曾国屏 ,论走向科学技术学〔J〕,《科学学研究》,2003 年第 1 期 ,第 1 - 7 页。

〔6〕　张明国 ,从“科学技术哲学”到“科学技术学”:实现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第二次调整〔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3 年第 1 期 ,第 5 -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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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限于篇幅 ,关于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与 S&TS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将另文讨论。

〔责任编辑 　胡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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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邑大学的何建南教授指出科学哲学的研究要微观分

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内蒙古大学袁海军博士介绍了库恩

的逻辑主义观点 ,指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科学理论作为社会

建构的产品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科学的突破。武汉商贸学

院冫余洪斌教授指出人类认识的可能性的基础 ,在于系统与系

统之间的同构映射关系。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周

程博士论述了如何把科学方法论用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

问题。

此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届方

法论委员会。新一届方法论委员会由 23 位委员组成 :吴晓

江 ,任定成 ,朱红文 ,王小红 ,刘仲林 ,李建珊 ,李和平 ,李醒

民 ,陈其荣 ,张增一 ,冫余宏斌 ,韩增禄 ,袁海军 ,嘎日达 ,任振

球 ,林定夷 ,李伯聪 ,洪定国 ,查有梁 ,柳树滋 ,刘则渊 ,周程 ,

蔡仲。韩增禄当选为主任委员 ,李醒民、张增一和蔡仲当选

为副主任委员。周程和冫余宏斌兼任专业委员会秘书。另外 ,

王梓坤、张巨青、陈昌曙、张家治、孙小礼和傅世侠 6 位第四

届方法论专业委员会委员担任本届委员会顾问。第四届方

法论委员会是 1994 年在甘肃嘉峪关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科学

方法论学术讨论会上选举产生的。

会议商定 ,第五届全国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在湖北举

行。

(樊阳程 　杜 　扬)

〔责任编辑 　刘新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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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ble and His Paradigm( p. 74)
CHEN Gang

Edwin P. Hubble is one of the greatest astronomers of all time. He revolutionized our knowledge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He was the most crucial contributor of modern extragalactic astronomy and the first to provide observational
evidence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e. He was the founder of contemporary paradigm in astronomy. In this paper , I

am going to provide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his works in astronomy ,especially , his work on extragalactic nebulae. Then ,

I shall try to draw some implications from the case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 that is , to test the adequacy of the philo2
sophical implications we have drawn on Kuhn’s theory of paradigm.

A Theorist in the Field of Low Temperature : Life and Scientif ic Work of Fritz London( p.80)
LIU Bing

Fritz London was a very special scientist , who started his career from philosophical studies , then turned to physics ,
and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the researches of quantum chemistry , superconductivity , and superfluidity of He2
lium. His work is very important in early history of low temperature physics. Here , his life and scientific works has been

reviewed in this paper.

On Zhong Nanshan’s Spirit( p. 89)
WU Xue - dong , LIANG Guo - zhao , YAN Jian - xin

During the campaign against SARS , Zhong Nanshan’s Spirit had been presented in several ways. They are the real2
istic spirit respecting the facts more than the authority , the selfless spirit with no effort spared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uty , the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with science as the ambition for all life long , the cooperative spirit in solving the difficult

problems , the spirit of fraternity of being strict with himself and broad - minded toward others , and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with strong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mission. It is a kind of mode of thinking , a kind of orientation of value , and a kind

of behavior norm that had been shown by Dr. Zhong Nanshan during the campaign against SARS. And it is the conver2
ge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the feelings as well as the fine moral characters of Chinese excellent intellects.

On the Growth of Neo - nature Philosophy in Russia( p. 95)
BAI Ye - xin ,LI Jin - hui

Later Soviet Society , Research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Russia experienced a crucial turn , its content , conse2
quence & cause attracts people’s eyes . At present , the growth of them . I hope this text can give help to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of Science.

Scientif ic Discovery by Computer Simulation : Reviews on BACON( p.99)
WANG Xiao - hong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 a new approach of studying scientific discovery came into existence in artificial intelli2
gence (AI) ,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historical ,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is called Ma2
chine Discovery. The research work not only has significance to AI , but also has impacted the research of history of sci2
ence ,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cognitive science. This essay will give general reviews on BACON , one of the most im2
portant MD programs , in order to show its importance for us to know 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How to Understand and Translate“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 p. 104)
GUO Gui - chun , CHENG Su - mei , MA Hui - d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has two shortening forms , S&TS and STS.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them from STS
(Science , Technology , and Society) , this paper adopts its form of S&TS ,and uses STS as the shortening form of Sci2
ence , Technology , and Society. This paper gives a discussion of S&TS for its basic character and the meaning in Chi2
nese.

　　　本期责任校对 :吴水清
英文目录及摘要校对 :王大明

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