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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观探析

殷　杰 ,祁大为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 自文艺复兴后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迅速发展 ,两者共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虽然科学主义和人文

主义一直处于分裂与对立局面 ,但趋势正朝协调、融合方向发展。美国新一代科学哲学家劳斯的科学知识/ 权力理

论 ,将科学知识与权力融为一体 ,在关于知识、权力关系上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具有重要的认识

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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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中叶以来 ,新的科学实践促进了科学哲学、科学

社会学和科学政治学的互动发展。库恩在批判逻辑经验主

义的同时 ,充分重视科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 ,关注科学

对政治社会的作用以及政治、社会对科学的影响。知识和权

力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 ,尤其是围绕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关

系 ,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 ,这为揭示知识与权力的内在关系

提供了可能。

在知识观念上 ,表象主义的知识观认为科学知识是对客

观世界的正确反映。但客观世界独立于我们的表象而存在 ,

如何才能使我们的表象更精确地反映客观世界 ,以及怎样衡

量一种科学理论比另一种科学理论更进步 ,理论优位的表象

主义知识观并不能圆满地解决这些问题 ,于是人们转向从实

践维度寻找进路。故而从表象转向实践 ,从所知 ( know -

that)转向能知 ( know - how) ,乃是科学哲学研究的发展趋

势。伊恩·哈金 ( Ian Hacking)在《表象与介入》中指出 ,“我们

不能仅仅把科学理解为对自然的表象 ,不能仅仅把目光停留

在理论、命题和指称上 ;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 ,是对物质的干

预和介入。”[ 1 ]

同时 ,权力观念也在发生着演变。福柯 ( Michel Fou2
cault)在《规训与惩罚》和《性史》中 ,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权力

观念 ,它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意义下的权力 ,福柯称之为“微观

权力”,这是现代权力形态的典型特征。[ 2 ]

由此可见 ,传统的知识、权力观念已不足以阐释当代科

学实践 ,有必要重新对知识、权力及其互动关系进行审视 ,劳

斯的科学知识/ 权力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一 　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的思想渊源

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观的形成 ,深受福柯、海德格尔、库

恩、哈金、卡特赖特 (Nancy Cartwright) 、海西 (Mary Hesse) 等

人思想的影响 ,劳斯在其《知识与权力 :朝向政治性的科学哲

学》一书中 ,以福柯式“权力/ 知识”架构为主线 ,从“知识即实

践”(knowledge as practice) 的观点出发 ,整合了库恩的范式、

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诠释学、卡特赖特

和哈金的新经验论和实验哲学、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社会学和

拉图尔的实验室研究 ,形成一个以“实验室”为核心的知识/

权力理论。劳斯自己也认为 ,他的整个研究 ,都深受到海德

格尔和福柯思想的影响 ,也得益于对奎因和戴维森的研究 ,

同时 ,库恩、哈金、卡特赖特和海西的引导也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

具体来看 ,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思想有下述几个方面的

渊源 :

其一 ,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思想的主要部分 ———权力的

思想源于福柯。

传统的权力 ———即政治意义下的权力与传统的知识是

相互外在、互相对立的 ,并无内在关系。自从福柯把权力意

义加以延拓 ,提出“微观权力”概念 ,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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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发生了变化。劳斯继承并发挥了福柯的权力思想 ,并对之

重新界定 ,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便由外在而转为内在。

其二 ,劳斯基于实践来理解科学亦即“知识即实践”的思

想 ,集中了新经验主义和库恩的思想。新经验主义者指的是

哈金、卡特赖特、海西和劳丹等哲学家 ,这是劳斯对他们的称

谓。虽然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在他们的思想中却

有着许多共同主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共同主张“科学不

在于提高我们对事物表象的精确性 ,关键是提高我们解决问

题的能力”,“技术控制 ,即介入和操纵事物的能力 ,不应看成

是对先前知识的应用 ,而应看成是当今科学知识的主要特

征”。[ 3 ]劳斯认为 ,库恩著作中最具革命性的方面便是他所强

调的“科学研究的实践维度”。因此 ,从表象走向实践 ,是新

经验主义者和库恩的共识 ,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劳斯。所以 ,

“皮克林和劳斯的科学实践概念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就是他

们坚持抛弃理论优位和表征的科学观。”[ 4 ]

其三 ,劳斯综合了实用主义和新经验主义关于知识与权

力相互内在的观点 ,得出了“知识就是权力”的论断 ,这是劳

斯科学知识/ 权力的核心。

在新经验主义者看来 ,知识产品与其随后的应用是一回

事 ,不能分开 ,所以知识就是权力。这种观点对劳斯科学知

识/ 权力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成为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思想

的核心部分。当然 ,劳斯这种思想也与实用主义有密切关

系 ,劳斯说过 :“我从实用主义那里接纳了这样一种洞见 ,即

权力与知识或真理的关系是内在的。”[ 5 ]

其四 ,劳斯接纳了海德格尔的实践解释学观点。

狄尔泰首先提出“自然需要说明 ,人文则需要解释”的著

名命题。后来自然和与人文的各种区分曾一度被加强。但

随着逻辑经验主义在科学哲学领域衰落和库恩等人对这一

区分的挑战 ,狄尔泰的这种区分被瓦解 ,发生了“解释学转

向”,走向普遍解释学。那么何为“解释”? 是将其界定为“转

移某个句子”抑或是“参与某项实践”? 因此解释学又区分为

奎因的理论解释学和海德格尔的实践解释学。劳斯既然强

调基于实践维度理解科学 ,其采纳实践解释学立场 ,则势在

必然。

综上可见 ,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理论是在全面、系统的研

究多种科学哲学流派的基础上 ,汲取众家之长而形成的。其

中权力思想源于福柯 ,科学实践思想源于新经验主义者和库

恩 ,实践解释学观点来自海德格尔 ,而知识即权力思想受到

了实用主义和新经验主义者的影响。

二 　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的思想内容

只有把劳斯的科学知识/ 权力思想与传统的知识、权力

思想相比较 ,方能凸现劳斯思想的进步意义。

(一)知识与权力的普遍 (传统)观点

根据传统观念 ,知识存在于精确的表象中 ,科学知识是

一切知识的典范。在世界与我们对世界的表象之间“存在一

条鸿沟”,科学家的任务便是通过改进我们的表象来“填补这

一鸿沟”。传统观念下的权力是政治意义上的强制力量、职

务范围内的支配力量或法律所赋予的防卫力量。权力为“特

定的行动所占有和行使”,有些权力 (如职务上的权力) 只为

少数人所占有 ,是非普遍性的。权力只能作用于“人们的表

象”,但不一定能改变人们的表象 ,更不能作用于“被表象的

世界”。权力是“压制性”和“授予性”的 ,但不是“创造性”和

“生产性”的。

运用知识可以获得权力或抗拒权力 ,权力虽然可以被用

来阻碍或扭曲“知识的获取”,但权力却不能改变真理。权力

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外在的 ,就知识成其为知识 ,权力

成其为权力而言 ,“双方都不受对方的影响”。

(二)劳斯的科学知识/ 权力理论的特征

劳斯认为 ,传统观念下的关于知识与权力及其相互关系

的看法 ,不足以理解当代科学实践的各个层面及其与政治、

社会的关系 ,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这不仅不符合当今权

力运作的方式 ,而且也是对现实的科学实践及其政治影响的

误解。因而必须对知识、权力等观念重新加以界定 ,进而对

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关系重新审视。具体来讲 ,其主要特征体

现在 :

其一 ,知识即实践 (从实践维度理解科学) 。

由于知识的表象主义模式观在解决“理论的逼真度”问

题上遇到难以逾越的鸿沟 ,于是科学哲学研究改变进路 ,从

理论优位转向实际操作 ,新经验主义者是主要代表。他们认

为科学知识的关键不在于事物的精确表象 ,而在于对事物的

成功操作 ,这才是当代科学的主要特点。勿庸置疑 ,劳斯基

于实践理解科学、知识即实践的思想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在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理论中 ,科学知识的含义是指实践 ,即

对事物的成功操作 ,这是劳斯对科学知识这一概念的新界

定。

其二 ,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由相互外在转向相互内在。

即便是在新界定的科学知识的意义下 ,知识与权力仍无

内在联系 ,故而必须对权力加以重新界定。在英文里 , Power

一词有两种含义 ,既有能力、精力、智力的意思 ,又有权力、权

势、政权的意思。传统观念中 ,提到权力皆指后一种 ;女权主

义者提出“知识就是权力 (power)”则是两种意思兼而有之。

福柯把“权力”一词的意义加以延拓 ,即同时包含上面两种意

思。劳斯继承并发挥了福柯的权力思想 ,将权力界定为“对

事物成功操作的力量”。在这样的意义下 ,知识与权力达到

了真正的同一。劳斯对此作了精辟论述 :“传统的观点是把

知识成果与其随后的应用区分开 ,这样 ,权力被看作是知识

的应用。因为新经验主义者把知识从精确的表象转变到对

事物的成功操作和控制上来 ,所以在他们看来 ,上述区分不

能成立 ,权力不再外在于知识或与知识相对立 ,权力成了知

识的标志。”[ 6 ]由此 ,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由相互外在、相互对

立转到相互内在进而融为一体 ,知识就是权力 ,而权力也就

是知识。

其三 ,地方性知识转移理论。

当今科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在实验室内制造“现象”,而

研究的许多现象并非是“自然的”,而是“人工的产物”;从某

种意义上说 ,科学知识和“人工产物”都产生于实验室这种

“局部基地”。正因如此 ,科学发展的方式、方法也发生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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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的变化。科学知识是由实验室产生的“地方性”知识 ,而

非如以前认为的在一切时空之内都同等有效的普遍规律。

因而 ,传播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以前是由普遍性知

识向局域性知识传递的话 ,那么现在则是地方性知识之间的

传递。知识的发展也采取了实验室的形式 ,知识在实验室产

生 ,也在实验室操作 ,如此循环 ,不断产生新知识 ,并向其他

地方转移、扩张。如此 ,知识得以传播和被应用。劳斯进一

步认为 ,这种实验室内的“知识/ 权力”模型已被扩张到整个

“现代社会甚至现代世界”。所以劳斯最终指出 ,如果说在福

柯那里 ,全景监狱是“具体社会”的隐含模型 ,那么 ,现在的实

验室则为演算的世界提供了相较之下更精确的实现模型。

当然 ,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理论并不隐含了传统的政治

权力已经消失或不再影响科学 ,而是说不能忽视或否认这种

“微观权力”,它所表现的现代权力形态下的典型特征已经

“渗透到科学研究的最常见的活动中”,“这种权力观必定是

对传统权力观的重要补充而不是替代”。[ 7 ]

三 　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的哲学意义

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方面的三部著作 :《知识与权力 :走

向政治性的科学哲学》、《参与科学 :如何从哲学上理解实践》

和《科学实践何以重要 :重提哲学自然主义》,从不同角度探

讨同一个主题 :如何从实践维度研究科学 ,这无论从哲学、科

学还是科学哲学角度看都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实践维度是它

们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共同基础。因此 ,我们可以说 ,劳斯工

作的积极意义就在于要去证明 ,使得科学具有权威的最好的

哲学设计 ,就是根据世界中科学实践 ,而不是对世界的科学

描述。这对于重新理解科学实践 ,认识社会因素在科学发展

中的价值 ,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具体来讲 ,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方面 :

首先 ,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理论从新的视界阐述了当代

科学知识的特点及其产生、发展的条件、方式、方法 ,以及科

学与政治、文化、社会的关系 ,对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概念给

予了重新定位 ,对于全面了解、掌握当今科学发展动态具有

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理论指出现代科学

知识已不是传统认知的普遍规律 ,而是在实验室成功操作的

技能。毫无疑问 ,这种操作技能是产生新知识和人工物的源

泉 ,是将科学成果服务大众 ,造福人类的杠杆 ,也是促进社会

发展的动力。

传统意义下的权力是压制性的 ,不是创造性和生产性

的 ;其中有些权力 (如政治上的权力) ,甚至是非普适性的。

而经劳斯界定的新权力则兼具了普遍性、生产性、创造性 ,无

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有着积极意义。劳斯的权力观念 ,不

仅拓宽了“权力”范畴 ,也拓宽了“政治”范畴 ,反映了政治、法

律的权力向社会化权力的转化 ,“传统观念所以认为的那些

似乎‘非政治’的行动者和团体 (如科学家集团) 的日常实践

也具有政治意义”。[ 8 ]这样 ,科学与政治、社会就紧密地联系

起来了 ,使科学的政治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其次 ,劳斯的科学知识/ 权力思想给科学哲学研究带来

重要影响。

科学哲学在历经了数十年的发展之后 ,理论优位的科学

观越来越显露出其致命缺陷 ,科学哲学领域进入了一个相对

比较沉闷和沉寂的时期 ,很多人一直在思虑科学哲学未来发

展的基点问题。因而亟待能够扭转局面的新思想出现。劳

斯的从理论优位的表象主义知识观向实际操作的科学实践

的转化 ,有利于促进科学哲学的发展。

什么是科学的发展和进步 ? 如何衡量科学进步 ? 科学

进步是朝向越来越接近真理 ,还是朝向越来越走向功效 ? 如

何实现科学进步 ? 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历来是科学哲学家所

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结合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思想 ,再从

逻辑上我们可以总结出衡量科学进步可以分为两个步骤 :

(1)制定衡量科学进步的标准 ; (2) 根据制定的标准进而衡量

科学进步。理论优位的科学观通常以“理论的逼真度”、“表

象的精确度”等作为衡量科学进步的标准 ,可是用这样的标

准操作起来难度是很大的 ,因为这样的标准只是适宜定性研

究 ,难于用在定量研究 ,而鉴别科学理论的进步是需要进行

量的比较的。

库恩提出的科学革命的发展模式 ,是通过“反常”、“危

机”引起革命方式 ,以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方法来说明

科学发展模式。但由于不同范式间难于界定真理与谬误 ,科

学史上新旧范式更替也并不表明人类认识更加逼近客观真

理 ,即前后范式不可通约 ,所以也不好在科学进步的判断中

采用库恩的“范式理论”。

既然通过接近真理的进路不能解决科学进步问题 ,那么

可以转向看功效大小这个方案。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理论为

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平台。按劳斯观点 ,科学知识即是对事物

的成功操作 ,以操作的功效作为衡量科学进步的标准即实际

操作的功效越大 ,科学进步的程度越大 ,这大概可以缓解以

前解决此问题上所遇到的尴尬。用这种方法衡量科学进步

优势在于 ,一是操作容易 ,二是适宜做定性与定量研究。由

此我们可以看出 ,抛弃理论优位的科学观 ,转向实际操作的

科学实践更有益于对科学进步问题的探索。

第三 ,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知

识观。

从科学和科学知识观的角度看 ,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理

论使我们认识到 :其一 ,实验室是科学家制造“现象”的地方。

当代科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人工物的产

生上 ,这两样东西的产生主要发生在实验室内。科学知识由

理论转换为实验室操作 ,而实验室操作则会产生新的科学知

识和人工物 ,这已是当代科学研究的主要模式。劳斯的“知

识即实践”的观点可由此得到验证。其二 ,劳斯理论为我们

揭示了一个“局部知识”的图像 :科学知识产生于实验室这种

“局部情景”,因为得出科学知识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普遍通

则应用到具体情景 ,而是一个局部情景产生的地方性知识转

移到另一个局部情景。这一点运用在科学发展上意义是很

大的。其三 ,劳斯虽然主张“知识即实践”,但并不否认理论

和规律在科学知识发展和转移中的重要作用。劳斯认为理

论和规律只有通过具体案例才能被理解 ,抽象的形式从特别

的运用中获得意义 ,用法应会被“转译”,使 (下转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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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从模式、法则、途径等单一概念转变成内涵丰富并能够为

我们的思考、决策和行动提供方法论指导的新理念。作为一

个理念 ,“自下而上”的深意有待进一步发掘和完善 ,但从操

作层面上看 ,它应该具有三个特征 ,即 : (1) 以系统的个体为

出发点 ; (2)为个体制定简单的行为规则 ; (3) 通过局部控制

实现系统整体目标。

“自下而上”理念 ,是时代发展多方面因素融合促成的产

物 ,其形成既有技术的发展作支撑 ,也有科学的突破为基础 ,

还有社会意识的进化为前提。可以看到 ,科学和技术的多学

科多领域在“自下而上”概念处产生交汇、人类和社会的多层

面多系统在“自下而上”概念上形成共识。作为世纪前沿科

技引出的崭新理念 ,“自下而上”以及相应规则的推广和移

植 ,必将对未来的科技进步、系统管理、社会发展 ,提供有益

的思路、借鉴和指导 ,引领人类创造更加和谐美好和生机勃

勃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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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劳斯科学知识/ 权力理论促进了科学主义和人文

主义的融合。

自文艺复兴后 ,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蓬勃发展。但后来

科学领域中的大发现以及重大科学成果的出炉使得两者在

之后的发展过程中暂时失去了分庭抗礼的可能。在科学哲

学发展历程中 ,逻辑经验主义的出现使得科学文化在当时风

光占尽 ,以至于科学主义的观念深深地影响当下时代的学术

界乃至大众人群。然而 ,就在科学主义思想大行其道的时

候 ,当时的学术界内亦有学者看到了科学主义的致命缺陷 ,

那就是忽视了人本身的意义。今天我们知道 ,科学的发展是

不能背离人性的 ,反之 ,人文文化的发展也是需要科学的 ,这

一点很多学者都是认同的。所以我们要达到的是科学人性

化 ,人文科学化的这样一种佳境。

对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历程的分析可以发

现 ,导致两者的分裂、对立的主要原因是科学主义者在理论

上过分张扬 ,“盛气凌人的彰显科学的作用和地位”,“忽视或

贬抑人性和人的创造精神”,这样 ,引起了人本主义哲学家们

的奋起抗争。科学主义的代表逻辑经验主义认为 ,“真正的

科学知识只有一种 ,即自然科学 ,除此之外的知识都称不上

科学 ,只能算是意见 ;真正的认识方法也只有一种 ,即自然科

学的说明或解释方法 ,人文科学的理解只能算是一种科学认

识的前奏而已”,并“试图通过方法的统一和语言的统一来实

现整个科学的统一”。[ 10 ]劳斯的科学知识/ 权力观点可以在

此发挥重要作用。众所周知 ,人本主义的核心是人的理性和

价值。劳斯的科学知识/ 权力理论强调科学实践 ,从理论转

向实际操作 ,重在提升人的实际运作能力 ,实现人的价值 ,这

无疑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 ;另一方面 ,注重实验

室操作 ,不事科学中理论的张扬 ,这既达成了科学为人类创

造价值的存在意义 ,又不与人本身的价值意义有冲突 ,这自

然能够促进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融合以及协调发展。劳

斯的科学知识/ 权力理论在调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

上提供了一条新路。

【参 　考 　文 　献】

[1 ]孟强. 科学的权力知识考察 [J ] .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4

(4) .

[2 ] [3 ] [5 ] [6 ] [7 ] [9 ]Joseph Rouse. Knowledge and Power : to2
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M ]. Cornell Universi2
ty Press ,1987. 213 - 214 ,20 ,25 ,19 ,209 ,22.

[4 ]歌德弗瑞·古劳闵. 从历史转向到科学实践理论[J ] . 科学

学研究 ,2005 (6) .

[8 ]刘郦. 知识与权力 :科学知识的政治学 [J ] . 哲学研究 ,

2002 (2) .

[10 ]张今杰 .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关系的历史性探索 [J ] . 河

北大学学报 ,2005 (3) .

(责任编辑 　董 　华)

79



tween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in the observation process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physics - languag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epistemology ,made by quantum mechanics ,is to breach the intuitional conception by which phenomena is regarded as a
thing belonging to the thing itself .“Phenomena”and“law”both is not the thing in itself . The thing what we can know
and grasp are“event”and its move regulation which take place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bjectivities within practical
field. Comparing with the“Experiential Horizon”of Husserl who had the experiential horizon localized to the scope of
pure consciousness ,the practical field is the field of sensible activities and the sensible world that exceed the pure con2
sciousness.

An Analysis on The Front Arguments of Computational ism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ZHAO Ze - lin , GAO Xin - min 　·36·

Computationalism is one of core program of cognitive science ,the philosophy of mind and some other subjects ,whose
front ques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enter on the relation of format and semantic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mind and
computation. These philosophical disputes expose predicament and contradiction of Computationalism philosophical stand2
point ,meanwhile ,put forward a theoretical question on demonstrating scientificalness of psychology ,consequently they
provide a new point of growth to develop philosophy and science.

On the Practical Argument of Science L I Hong - qiang ,CHEN G Su - mei 　·40·

By means of the analysis of Tulmin’s Practical Argument and the historic case research of Darwin’s Origin of Species
will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ractical argument of science be given in detail. In conclusion ,a properly consti2
tuted practical argument of science will probably facilitate a new approach to the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science.

Representation of Pragmatic Model : a context - based cognitive reasoning
WEI Yi - dong ,et al 　·44·

The paper firstly argues that not only the introduction of pragmatic model representation along with the weaker ver2
sion of the structuralist view of models in science would dispel the challenges from the anti - structuralist view of models ,
but also help analyze the overall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 ,language and the world , all of which are combined in the pro2
cess of model - building. Secondly ,it would pave a way to synergy between cognition and logic , and thus it ends up with
synergy between cognition and logic. Thirdly ,the cognitive capability of scientis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dentifying the
rough underlying structures of target systems , the structures embedded in the context .

From“Social Construction”to“Science - as - Practice” CAI Zhong ,ZHEN G Wei 　·53·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social constructivism of science turns to the post - positivism studies of science. The main
reason of this turn is“reflexivity puzzle”and“methodological horror”which the constructivists meet in their studies. In
the studies of the post - positivism ,the dualism of nature and society has been dissolved. They try to find out the games of
all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science practice (natural ,social and human) ,rather than the social structure behind
phenomenon. And in this way ,the methodological horror has also been dissolved. In deeper analysis ,the study of the post
- positivism is also a return to the dialectical conception of science.

Analyses on Rouse’View of Scientif ic Knowledge/ Power YIN Jie ,Qi Da - wei 　·56·

Scientism and humanism have developed rapidly since the Renaissance. They propelled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togeth2
er. Though scientism and humanism have always been in split and opposed each other ,they are now moving to combination
and harmony. The theory of science of knowledge/ power proposed by the new - generation philosopher of science in U.
S. ———Rouse , combined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power. It set san example of combining scientific culture and human cul2
ture and has 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The Prag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Peirce’s Semiotics and Its Postmodern Trend
HU Rui - na ,et al 　·59·

Peirce is the founder of American Pragmatism ,the father of theory of sign. Though Peirce’s whole philosophical sys2
tem is profoundly and extensively related to Kant’s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and its modernization ,we can easily find
that his system shows not only vivid pragmatic characteristic but also unique postmodern preference. It is in this way that
semiotics ,the major part of Peirce’s whole philosophical system ,definitely reveals this characteristic.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 of Peirce’s semiotics in order to obtain a panoramic view of his philosophi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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