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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论述了后现代科学哲学产生的~ee-'／~景和理论要 旨，从而表明，语境论既避免 了严格的科学主义和 

形式主义同时也避免了相对主义，因此这是“后实在论时代的重要的哲学形态”，为科学哲学的重构提供 了基本的方 

法论基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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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科学哲学何以可能? 

“后现代科学哲学”这一称谓，从广义上说，包括 

科学哲学自身研究领域中的后现代转向，后现代主 

义者的科学观，以及科学的新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后 

现代特征，而本文的重点在于，阐明以后实证主义为 

代表的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提出语境论重构作 

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可能出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处于一个 

动荡不居的时代，拉卡托斯、图尔敏、费耶阿本德、汉 

森等这些哲学家开始对以卡尔那普、亨普尔等为代 

表的逻辑经验主义者所勾勒的科学研究模式提出挑 

战。此外，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改变了2O 

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轨迹，这是 自二战以来在英语 

世界被最广泛阅读和影响最大的哲学著作。库恩将 

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引入了科学哲学的领域，科学 

并不是在确定的观察实验的引导下对真理的客观追 

求，并不是一个向真理无限逼近的过程，因此，科学 

不是一个比绘画或音乐更客观、更正确、最大限度地 

接近关于世界的真理。科学史就是一个变化的历 

史，而不是一个进步的历史。这种极端的论断对传 

统科学哲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开启了科学哲学发 

展的新时代，为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可能性提供了基 

本的理论基地。 

20世纪 60年代以来的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 

代表人物有A．Fine，I．Hacking，N．Cartwright，R． 

Brandom等，他们都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形式化纲 

领和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反对根据理性或真理建构 

科学的合法化路径，尽管他们自称没有向所谓的相 

对主义或反科学主义立场让步，但他们的确否认，科 

学需要任何形式的哲学合法化，科学没有本质，我们 

只能根据一些具体范式来建构科学的形象，如生物 

学、化学、地质学、物理学、动物学等，这好像是科学 

的“购物单”(“shopping list”of sciences)。由此可 

见，科学哲学关于科学性质、科学方法、科学目的、科 

学手段的形象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重大的改变，在 

西方，科学哲学研究正在从关于一般科学理论、科学 

方法论的研究转向对各门具体科学理论中的哲学问 

题的关注，逻辑实证主义的强纲领正在不断地弱化， 

逻辑经验主义正在被自然主义所取代，科学实在论 

与反实在论之争也耗尽了元气。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后现代科学哲学界定为 

受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影响，在 2O世纪后半期 

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模式的 

科学哲学发展，它和西方于2O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 

的后现代主义有一定的纠葛，但不是完全后现代主 

义所倡导的非理性、反传统、解构意义上的科学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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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从语源学来说 ，“现代”这个 词表明一种从 以前 

的存在或行事模式或方式向后来的存在或行事方式 

的转变。“后现代”这个词指的是更近的变化，刻画 

了最新流行的思想方式或社会思潮 的特征 。因此 ， 

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了改变新近的知识和科学状况的 

概念 ，这种改变的驱动力不再是理性 的存在 ，而是完 

全不同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 的或心理 一社会 的存 

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分类既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也是颇有争议的。在此对科学哲学的现代性和后现 

代性的论述主要关注对合法性的整体论述，一方面， 

科学知识及其技术应用的发展对于每一个现代的合 

法性叙述都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贯穿 20世纪科学 

哲学的一个核心和热门的主题是，对根据现代的进 

步或理性模式解释科学史的辩护。 

与以实证主义代表的科学哲学相比，后现代科 

学哲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策略上都进行了 

转变。也就是说 ，库恩之后的科学哲学沿着完全不 

同于逻辑经验主义的路径在发展，蒯因提出了“反对 

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自然主义认识论”和不确定 

性论题，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在 20世纪后半期进 

行了激烈的论战，科学社会学作为从科学哲学中分 

离出来的一个门类正在受到知识界越来越多的关 

注，科学哲学在一系列变形和转向中发展。20世纪 

末的“科学大战”更是让科学哲学家们开始反思：科 

学到底如何给予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我们如何赋 

予当前科学理论尤其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研究以意 

义?未来科学是否仍然具有其在 20世纪文化中的 

地位?因此，在过去的 50年，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 

不断地被扩展，理论的逻辑结构、证实和意义问题是 

传统的科学哲学问题，概念构成问题，科学发现的本 

质问题，形而上学的作用问题等也正在成为科学哲 

学关注的问题。科学哲学发展的新时代使得我们面 

临许多挑战，科学的社会结构和科学政策究竟在科 

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多大的作用，科学和技术 

互动的本质是什么，设计实验的过程中伦理的、实用 

的和认知的因素究竟如何相互影响，成熟科学的逻 

辑结构和认识者的认知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像 、 

模型、隐喻和计算机模拟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等等， 

这些主题是科学哲学家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尽管在 

这一系列问题中哪些是最重要的和最有前途的仍然 

存在争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由此透视 21世纪科学 

哲学发展的新模式。通过建立新范式我们要解决当 

前科学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思想实验是否超越了经 

验主义?概率论能否成为科学证实或证明的逻辑? 

理论的预期成功能否预设了理论所 假定的不可观察 

的实体的信念?社会科学是否存在规律?原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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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结果相联系吗?时间的起源和本质问题?心智 

是一个自然选择的程序系统吗⋯? 

2 何种意义上的后现代科学哲学? 

到 目前 为止 ，西方科学哲学界至少从 以下六个 

维度来研究后现代科学哲学 。第一 ，以 I．Hacking， 

Ernan McMullin，David Bloor等人为代表试图将科 

学置于社会语境之中，从科学社会学和社会建构论 

的角度来研究科学哲 学；第二，Niiniluoto，Stathis 

Psillos，A．Fine等人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角 

度提出了超越二者之争的新路径；第三，科学方法论 

层面 ，以Bas van Fraassen．R．Nola and H．Sankey。 

Lawrence Sklar等人为代表提出了科学理论中的解 

释问题和语用学的科学解释路径 ；第四，Rossiter and 

Zuckerman，Campbell，Elizabeth Anderson，Sandra 

Harding等人 为代 表提 出了女性 主义的科学批 判 ； 

第五 ，以 Babette Babich和 Robert S．Cohen等人 为 

代表和以尼采为代表的欧陆科学哲学思想的研究； 

第六 ，以 Gross and Levitt。，Sokal and Bricmond。 

Holton， Richard Lewontin， Langdon W inner， 

Katherine Hayles，等人为代表的关于后现代主义和 

“科学大战”的讨论【2j。概括地讲，后现代科学哲学 

的理论要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哲学中的历史转向及其后果。科学 

哲学中的历史转向有两种涵义 ，一是库恩于 20世纪 

60年代发起，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开篇谈到，“如 

果将历史看做一个贮备库而再不是奇闻逸事或年代 

表，那么它在改变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科学形象方面 

就发挥了决定性作用”(3 3，他引导我们关注科学史， 

库恩发起 了科 学哲学 中的历史转 向。二是 兴起于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科学哲学家开始关注哲学史 

上的人物如笛卡尔、康德等，当然，历史转向的实质 

并不是 回到过去 ，而是具有一种历史感 。哲学一般 

来说都是历史的，即使哲学本身体现出了反历史的 

风格，任何哲学都是某种哲学传统相关的，哲学不可 

能超越哲学史，即使极端的哲学革命也能找到和哲 

学传统的某种关联。无疑，科学哲学中的历史转向 

引导了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方向，美国圣母大学的 

E．McMulin教授认为“科学哲学也有一个历史”，当 

然，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是否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统一 

的学科，对此还存在着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但无疑这 

种争论加强和激励 了这两个学科间的进一步联合。 

第二，科学方法论的后现代转变。科学的方法 

就是科学家在收集证据 ，提 出假设过程 中使用 的在 

证据和假设之间建立某种关系的方法。科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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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某种运算法则，逻辑实证主义就在寻求这种 

法则，但是，从一开始纽拉特就认为这种运算法则并 

不存在，“没有惟一的科学方法，只有多种科学方 

法”【引。透过 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 

看到科学方法论的后现代转变轨迹。传统科学哲学 

要研究的是科学说明的充分必要条件，当这些条件 

被满足之后才能保障科学说明的充分性，即理论 T 

说明现象 E的充分必要条件。亨普尔提出了科学 

说明的两种类型：演绎 一推理和归纳 一统计原则，这 

反映了数理逻辑对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哲 

学的影响。科学说明方法的应用保障了科学命题的 

清晰性，这是 20世纪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家们认可的 

最重要的科学方法。但问题是，对于大多数概念来 

说进行这样的说明是不可能的。由此范·弗拉森提 

出了“说明语用学”，他认为说明不是亨普尔所假定 

的命题之间的一种逻辑关系，而是由研究者的兴趣 

和背景知识所规定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科学说明 

并非形成理论的命题与现象或事实之间的关系，说 

明本质上包含了语用的维度，涉及到了具体语境中 

的认知主体对理论陈述的使用问题【5 J。换个角度 

来说，科学说明力来 自于理论本身的效力还是来 自 

于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如简单性、预测力、真理、 

经验充分性等。说明力并不来 自经验的充足性，而 

取决于理论整体的特性。Michael Friedman认为， 

科学的理解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科学理解来自 

于体现在我们世界图景中的简单化和统一性【6 J。 

因此。从严 格意义上 的亨普 尔的科学 说 明 

D—N结构强调纯粹的逻辑关系，经过范 ·弗拉森、 

Wesley Salmon，Philip Kiteher等人的发展，强调研 

究者的兴趣和背景知识在科学说明中的重要性，从 

而导致了科学说明模式中的语用 一语境论模式的形 

成。因为无论如何，命题总是依赖于语境的，命题的 

意义与重要的语境要素密切相关。这样 ，整体论和 

语境论代替了传统的演绎 一规则和归纳 一概率论， 
一 切都在语境之内。 

第三，自然主义认识论和本体论。蒯因提出了 

自然化的科学哲学观，自然主义分为两种即形而上 

学(科学的)自然主义和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就第一 

种而言，自然主义者所关注的一切主题都是在时空 

系统之内或与时空系统有因果联系，包括经验科学 

中的对象、性质、关系、事态或事实、事件和过程，在 

采纳经验主义方法论和使用经验结果来回答哲学问 

题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主义反对科学知识中的任 

何先天要素。回避超自然的主题，如心身二元论，象 

数、柏拉图的世界、可能世界、虚拟性质等这些抽象 

主题。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者认为，我们各种的研究 

方法都只能是经验科学的方法，进一步说，没有非经 

验 的或先天的方法论原则。 

传统的认识论被看做是因果规范的、评价性的 

和批判性的研究，它能够告诉我们持有什么样的信 

念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什么信念是得到证明的，什 

么研究方法是适当的或不正确的等等。笛卡尔以来 

的哲学家都将认识论看做“第一哲学”。然而一些哲 

学家却认为没有这样的第一哲学，有的只是将认识 

论作为分支的各门科学，蒯因就用“自然化的认识 

论”来代表不是第一哲学的知识论，它排除了先天的 

维度而与科学密切相关 ，因此，蒯因认为“认识论只 

是心理学因而也是 自然科学的一个章节”。蒯因的 

说法极富隐喻性 ，缺乏精确性，但显然，观察和理论 

之间的任何规范的证据关系都被取而代之了，被什 

么取代了呢?不是被非规范的逻辑概念像“析取”或 

证据支持程度等所代替，因为这些都不是心理学这 
一 章节所研究的概念。显然，社会学家们的兴趣在 

于信念的社会政治原因，而不在于任何证明这些信 

念的证据关系。这样，不仅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 

代替了任何规范的认识论理论，而且政治学、经济学 

也在取代传统认识论，如 Shapin and Schaffer甚至 

极端地认为，解决知识问题就是解决社会秩序问 

题[ 。 

另一方面，以法因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家们反对 

任何整体的合法化论证，反对对科学进行实在论的 

解释，也反对任何反实在论者的路径，包括如建构经 

验主义、认识论的行为主义、新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和 

社会建构主义等。法因不仅反对实在论和反实在论 

的具体立场和论证，而且也反对任何使得这种争论 

有意义的论证。法因并没有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争 

论提供另一种出路或论证，而是提出了一种对待科 

学的态度即自然本体论态度(NOA)，即反对对科学 

进行任何统一的哲学解释。法因认为，我们最好根 

据科学的术语接受科学的论断，而无需任何进一步 

的解释。接受法因的自然本体论态度就要承认 ，哲 

学讨论的是科学概念的实际使用，尊重其使用的环 

境和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法因的自然本体论态度 

是具有后现代趋向的，因为他只关注具体的科学实 

践，而反对对科学的合法性进行任何整体解释或统 
一 解释。法因认为，我们既不应该是实在论者也不 

应该是反实在论者，一切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争都 

应该被取消。在这个问题上，法因与罗蒂、戴维森、 

布兰顿(Robert Brandom)的观点一致。 

可见，自然主义者试图为规范性和理性的结合 

寻求出路，既避免理性的超越性，也避免理性的泛 

化，融入了社会、历史、心理的维度。与 20世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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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其他思潮相 比，当代 自然主义可以说是形成 

了一个真正科学哲学的研究共同体。 

第 四，语境 论的重构 。语境论是一种超越 以逻 

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后现代科学哲学趋向选择。语 

境论认为一切科学知识都是负载于语言的(1anguage 
— borne)，知识的有效性来自于语形、语义和语用三 

者结合，同时，知识的本质要受制于社会的建构，一 

切知识都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人类知识是可错 

的，承认知识的社会决定作用。知识的产生本身是 
一 个社会过程，语言对于知识具有建制作用，但是， 

知识不能只被还原到社会维度，知识也有真与假之 

分。语境论认为人类理性和社会结构同时构成了人 

类知识两个最重要的来源。 

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说，传统的归纳 一演绎规则 

面临许多挑战，以范·弗拉森等人为代表的语用 一语 

境模式到底能否代替亨普尔的演绎一统计模式，科 

学理论到底是否需要理解，说明和理解之争是否有 

新的出路等，语境论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 

避免说明和理解之争，因为语境论本身是自然主义 

的，尊重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本身的差异，这使得 

“科学地”研究社会科学既是可能的又不引发争议。 

也就是说，语境论既不是纯粹实证主义的，也不是纯 

粹解释学的，而是对二者的中介化。另一方面，从认 

识论层面来说，蒯因提出了不确定性论题，使得经验 

证据对理论的检验面临危机，如何为理论证明寻求 

合理性辩护，如果观察证据不足以证明理论，那么什 

么能够保障成功的科学理论呢?什么是科学证据? 

它最终只能是观察和实验吗?证据是否超越了我们 

的观察范围?我们真的观察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了 

吗?观察是惟一认识世界 的方式吗?通过思想实验 

我们能够发现世界的本质吗?发现和证明之间的关 

系是什么?这一切都使得科学哲学家的视野从纯粹 

逻辑、经验的维度扩展到了社会、文化、心理等维度， 

形成了语境论和整体论的思路。另外，科学大战的 

起源是对科学理论中的人文主义、诠释学维度、社会 

历史渗透的反对，但索卡斯的嘲讽真的能够将这些 

人文维度排除于科学之外吗?斯诺所论述的两种文 

化真的是不可融合的吗?这些都促成了语境论做为 

当代科学哲学研究新视域的凸现。 

语境论既强调了社会维度说明科学变化和进步 

的合理性，也没有拒斥科学丰富的客观性和科学进 

步的合理性。科学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体，与其他 

方法相比，科学并不能达到更高级别的客观性标准。 

语境论要求我们回到认识论、语言哲学和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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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探讨科学知识 问题，避免库恩之后的极端化路径 。 

因为社会建构主义者或激进的后实证主义者都否认 

实证 主义者或实在论者能够对科学知识界限整体的 

合法化论证，那么他们面临一种极端的选择，或者实 

在论或理性的方法论 ，或者走 向相对主义和拒斥科 

学的文化霸权形象。语境论反对极端的建构主义观 

点，如相对主义的真理一致论 ，或者将科学实践完全 

还原到个人 旨趣或社会因素 。语境论解决了如下难 

题 ：知识和科学来 自于理性规则 和科学方法 的应用 

吗?或者一切科学知识都是由社会政治因素决定 

的?语境论根据在先的整体的意义理论对规范进行 

非经验 的证明，这种语境论相对于理论证明具有一 

种在先性，但又不诉诸于任何非 自然的事实，这种方 

法论的规范既避免了相对 主义又避免 了超验 主义。 

正如法因所言，科学实践都是受历史影响的，都是具 

体的，而不能“把科学附属于现成的哲学手段”，科学 

实践总是受语境制约的。如果我们接受了语境论， 

那么就既避免了严格的科学主义和形式主义同时也 

避免了相对主义，因此这是“后实在论时代的重要的 

哲学形态”[8]。 

因此，以语境论作为有机地融合科学主义与人 

文主义、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的方法论基点 ，从而超 

越了理性和非理性之争，超越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 

在论之争，实现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这无 

疑是探索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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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对一对象的想要⋯⋯这里，似有一个心智行为在 

对某个心智对象进行相信、希望和想要等意向性指 

向活动。不言而喻，语言哲学的意向性概念仍然是 

以设定心理行为存在的心理二元结构观为基础的 

(否则将无从有指向机制)，他们在借用意向性概念 

的同时也沿用了其理论根据。 

但我们认为，对于意向性词汇也仍可以用心理 
一 元结构的观点来分析。例如“想要”，看似表达心 

智对某个对象事物(如一个苹果)的指向和欲占有之 

的意图。但从实际心理活动机制上看，作为“想要” 

对象的苹果，乃是一个苹果状的形色感觉与关于苹 

果的结构、性质和功能之意象的结合体(它指称并显 

示一个苹果)，也即一复合观念(或映象)；此复合观 

念是自明性的精神现象，它 自己觉知(意识到)自身 

的存在，同时还对自身的存在有喜好的情绪评价并 

连带着实现其可吃性的态度(而引起后续的心理活 

动导致身体去拿到并吃下苹果)。因而，这里“想要 

(一个苹果)”的心理活动并不真是一个行为指向对 

象的意向性活动，而是一个(处于注意状态的复合) 

心理观念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的事件。但由于在 

心理空间中，人的身体形象与桌上的苹果形象是遥 

距相对的，故而造成了一种人面对并指向苹果的现 

象；但实际上，身体形象和苹果形象都乃是统一心理 

空间中的自明性观念，谁也不指向谁(只是反映着客 

观的人体与苹果的面对关系而已)。由是，按心理一 

元结构观分析，相信、希望、想要等词汇所表达的意 

向性活动，只有一种现象上的指向性，即一种假象的 

指向，而非实在机制上的指向性。那么，当我们采用 

意向性概念来分析心理和语言活动时，就正如工具 

论者丹尼特所说，它只是一种“有用性”和“方便性” 

的策略而已。所以，意向性并非心理现象的根本特 

征和本质。作为心理之本质的东西应该是“其是则 

有，其非则无”的心性，这种心性当是“知”(觉知)。 

“知”本是一个十分深奥的概念，乃奇妙之原、生命之 

本，只是人们对它长期熟视无睹，至今很少有认真的 

研究。有些哲人大谈各种感知活动，但对“知”究竟 

是何义却置于不顾，这不能不使其结论包藏着不明 

的内核。对“知”的意义的深究(研究何为知、如何 

知)，将会揭示心理精神现象的奥秘和真谛所在。 

心理结构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涉及一个重大的 

基本理论问题，会对心理学和哲学产生深刻的影响。 

本文试从心理一元结构观对各种心理二元结构观提 

出质疑，指出意向性的现象性，并认为觉知是比意向 

性更为重要的本质心性。希以此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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