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 峰 学 院 学 报 【汉 文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 

Jo【Im81 of ChiFeng College f Soe．Sei) 

第 27卷 

No ． 6 

第6期 

VoL27 

理解科学：从哲学辩护到文化批判 

一 简评 《从科学哲学走向文化哲学一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思想的后现代转型》 

史 洪 飞 解 西 伟 

(大庆石油学院 人文科学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8) 

摘 要 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是科学哲学中的巨匠，是科学哲学界熟知的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但 <从科学哲学走向文化 

哲学——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思想的后现代转型>一书打破了以往的定位．在后现代／文化转型这一新的视域下对二人做了 

独到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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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如何转型是一个世纪性的哲学问题，受到了 

lI1外哲学家的高度重视，讨论十分热烈。王书明、万丹二 

位博士以自己的新著参与_r这场讨论，他们的专著 《从科 

学哲学走向文化哲学一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思想的后现代转 

型》(以下简称 《转型》)一书专门探讨了库恩与费耶阿本 

德在科学哲学转型巾的特殊贡献。 

席恩与费耶阿本德是科学哲学t[1的巨匠，是科学哲学 

熟知的历史主义代表人物 但 《转型》一书打破了以往 

的定位．在后现代／义化转型这一新的视域下对库恩与费耶 

阿本德做了独到的研究，在以下几方面做出的宏观研究值 

得重视 

一

、 对库思的不可通约性论题作了比较研究 

不可通约性论题是库恩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提出的 

观念。不可通约性的提 出，使库恩彻底告别了累积式科学 

发展观，《转型》把不可通约性论题作为核心概念和问题， 

对库恩思想进行 r新的诠释和拓展，指 出不可通约性与文 

化直接相通。《转型》的研究特色是将库恩的思想波普尔、 

夏皮尔、奎因、伽达默尔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特别是 

在席恩与夏皮尔的比较rfI，《转型》突出了库恩关于科学的 

史化丰̈对主义思想。与夏皮尔力图说明科学的合理性和连 

续性不同，库恩强调的是在两方文化巾的科学本身不是一 

个连续的过程，每一种在今人已经被 “淘汰”的理论都有 

合 性，并且这种合理性只足在当时的时空和文化环境下 

的合理性。 

通过比较，《转型》的结论足：库恩通过 “理性的历史 

化小仅消解了科学合理性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而且通过语 

青进入文化领域。作为理性历史化的结果之一，不可通约 

性也从科学评价进入文化评价。”̈ 《转型》认为，库恩的 

思想通过 可通约性论题从英美的语言分析、逻辑实证走 

向 r一个更广阔的领域 一文化。文化不仅成为他的理论的 

出发点．而且是他所开辟的科学哲学新方向的最终指 向。 

席恩因推动文化转型而成为后现代思想的先躯人物。这是 

以往的论著所没有涉及的。 

遗憾的是，<转型》没有在不可通约性论题上对库恩与 

费耶阿本德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费耶阿本德曾声称他与 

库恩同时提出了不可通约性论题，并有很重要的论述。 

二、库恩与费耶阿本德因其文化相对主义而成为后现 

代先驱 

《转型》认为，不可通约的不是语渊的意义，而是对世 

界的总的看法。世界观与世界观之问足不可通约的，这已 

经构成了一种文化观。《转型》一书挖掘r库恩思想中明显 

的文化因素与文化相对主义。库恩本人是科学史学家 ，对 

历史的研究使得他能够从历史的角度来对待科学 ，将科学 

作为一种人类活动，而不是超越时空的对普遍理性的探求。 

库恩的历史观将科学作为一项始终处于发展III的事业 ，历 

史主义成为库恩思想及不可通约性论题的大背景 ，使该论 

题具有文化相对主义因素。 

与库恩的朦胧状态不同，费耶阿本德公开打出了文化 

栩对主义的旗号，并对思想史上的各种相对主义作了详细 

的研究，还把相对主义分成四大类 ：实践槲对主义；认知 

栩对主义；民主相对主义；政治相对主义。《转型》一书对 

此作了详细的整理。《转型》指出，栩对主义是费耶阿本德 

正面肯定的观点，是费耶阿本德文化哲学的另一块理论基 

石，他试图借助相对主义理解和鼓励文化多样性 J。费耶 

阿本德的文化栩对主义确实在文化观上给了我们重要启示。 

例如，实践相对主义认为一切个人、闭体，乃至整个文明 

都可以通过学习异 己的文化 、制度和观念而获益 ，而不管 

支持他们 自己观点的传统如何强大。认知桐1对主义认为每 
一 个陈述 、每一种理论、观点或每一项发现的方法和证明 

的程序，都有利于推动文化 的多样性 ，冈为每一种有足够 

理由信以为真的陈述、理论 、观点都存住论据证明与之相 

冲突的抉择至少是好的，甚至是更好的 民主相对主义主 

张，不同的社会群体以不同的方式看这个世界，也把它们 

当作 同的事物来接受。它之所以是民主的，因为诸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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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假设原则上都是可讨论的，而且取决于所有公民。很显 

然义化相对主义是一种完全小同于科学普遍主义的思维范 

式．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科学观，是哲学思维的重要转型。 

三、费耶阿本德与科学哲学的解构 

哲学界都知道，费耶阿本德对标准科学哲学持激烈的 

批判态度，但没有深究这种批判的意义。《转型》指出，费 

耶阿本德对科学哲学的批判意义非同小可，他的批判解构 

r 20世纪初开始 占据西方哲学统治地位的科学哲学思潮 ， 

也揭露了貌似价值L11立的科学哲学在社会、政治层面与西 

方义化霸权的逻辑联系，这是其他科学哲学家所没有触及 

的领域，他对科学哲学的批判解构了标准科学哲学的四大 

前提支柱：第一、普遍主义方法论的信仰：第二、划界思 

维的逻辑；第 、科学优越性的假设；第四、科学的意识 

形态基础。因此他的哲学就 仅仅是一种激烈批判的科学 

哲学．而是从科学哲学的终结处进入了文化哲学．他的哲 

学也因此具有了建设性。他在哲学上的后现代转型不是从 

现代科学哲学转向后现代科学哲学 ，而是从科学哲学转向 

r文化哲学，他向文化哲学的转向不是研究领域和研究兴 

趣的转广uJ，是整体哲学理念的转向，是科学哲学发展到极 

端后的逻辑出路。这是极为lII肯的评价。 

四、费耶阿本德较早地推动了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型 

费耶阿本德不仅是一个批判者还是一个建设者，他在 

批判标准科学哲学的同时就在建设一种文化哲学。《转型》 

断定，费耶阿本德的批判哲学一诞生就是在文化哲学的框 

架下思维的，只是最初费耶阿本德本人对 自己哲学的特点 

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自我意识，费耶阿本德的研究者也没有 

很怏领悟费耶阿本德哲学对与科学哲学向文化哲学转型的 

意义．甚至到今灭绝大多数的研究者仍然是先站在标准科 

学哲学的立场上，然后再开始解读评论他的哲学，《转型》 
一 书应该属于较早地意识到费耶阿本德对于科学哲学向文 

化哲学转型意义的作品。费耶阿本德本人明确地意识到科 

学哲学向文化转型是在 《告别理性》一书。当然费耶阿本 

德并不是从 《告别理性》一书才开始研究文化的多样性和 

文化转型的问题，在 《反对方法》、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 

等书中就有大段的文字谈论文化多样性，但并不是这些著 

作的主题。在 《告别理性》之前费耶阿本德关注的主题是对 

科学哲学的解构，而《告别理性》一书关注的是科学哲学解构 

以后哲学的文化转型。费耶阿本德的后现代哲学也 由批判 

为主转向更多的建设性。《转型》认为，费耶阿本德的文化转 

型不是另外开创一门作为分支学科的文化哲学，而是拓展科 

学哲学空间的一种思路、立场和视域 ， 然这种拓展不是抛 

开标准科学哲学问题另起炉灶 ，恰恰是在批判原来问题的过 

程中派生出来的逻辑拓展。这意味着科学哲学无论是作为 

思潮还是作为学科都没有在解构与转型的过程lI|消失，而是 

拓展了空间并形成了新的研究结构和侧重点。多样性、自由 

性、相对性是文化的三大特点，也是文化哲学不同于知识论 

哲学的重要立场。费耶阿本德曾在论著lIl多处肯定中国文 

化尤其是中医文化，《转型》一书的作者最后用rII同文化的理 

想“和而不同”来概括费耶阿本德的文化理想：多样性传统的 

平等互利、自由共生。不知费老可同意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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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看来 ，如果这样标价就是在喜庆 的节 El里诅咒别人去 

“死”或 “实死”。英美人最忌讳的数字是 “3”和 “l3”， 

点炯的时候忌讳⋯3，点到第i人时，往往会面呈难色，有些 

人甚至会礼貌地拒绝。对两方人来说，最不吉利的数字无疑 

足“l3”。宴会不能 l3人同桌，上菜不上 l3道 ，门牌、楼层及 

符种编号都尽量避开“l3”，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 

l无论足lII国人还足英美人，并不在意数字的吉 l粥福，只是 

遇到比较重要的事情才会往这方面去考虑。 

五、颜色禁忌 

人们长期生活在五光十色的环境巾，赋予了颜色各种 

小同的意义。但是同一种颜色会有不同的含义，而不同国 

家或民族赋予同一种颜色的意 义也大不相同，因此颜色禁 

忌就非常不同 现以红、黑 ．白三色为例。 

红色对|f|国人来说是一种传统的喜庆色彩。红双喜、 

红蜡烛、红嫁衣、红灯笼、红对联、大红花等等，无不象 

着喜庆欢乐，幸福临门。但lfI囤人忌讳用红颜色的笔写 

信，因为这是断绝来往的表示。lfJ国人忌讳在办丧事或服 

丧期间穿红色的衣服或用红色器物，因为那是对死者的大 

不敬。住西方文化中，红色常作贬义，表示残酷、狂热、 

灾祸、血腥等意，如 “red hands”(血腥的手。杀人的手)； 

“be caught red—handed”(当场被捕)；“red—headed” (狂 

怒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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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黑、白两色都象征不祥。今天在 

中国人的葬礼上，死者的亲属朋友通常臂挽黑纱，胸襟上 

别着白色的小花，以此来表达对死去亲人的哀悼和敬意。 

由此可见，中国人在相当多的场合表现出对黑、白两色的 

厌恶甚至畏惧，以至避讳它们。西方文化里存在着重白忌 

黑的传统，白色象征着欢乐、美好、幸福、希望、洁白无 

暇。黑色象征着魔鬼、邪恶、痛苦与不章，因此黑色也叫 

做 “死色”。在现代的欧美国家，黑色成了丧礼专有色彩， 

每逢丧事，人们穿黑色的西服、系黑色的领带、戴黑色礼 

巾胃、黑色围巾或黑色面纱。西方人认为黑色使人显得严肃， 

借以表达对死者的悼念和尊敬。但是在欧美人的眼里，黑 

色同时也象征着庄重、威严和尊贵。在庄重场合，达官贵 

人、社会名流都喜欢身着黑衣。交响乐闭的成员几乎都是 

黑色西服，以显示庄严肃穆。 

了解中英文化的禁忌，有助于国际交往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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