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创新·第 03 卷·第 01 期·2020 年 02 月

综述性文章

DOI: https://doi.org/10.26549/whyscx.v3i1.3399

DWLR DO HDWX HV RI FLH WLVP W XFWX H
L H

KH

1D ML J 1RUPDO 8 L HUVLW 1D ML J -LD JVX

&KL D

EVW DFW

V D WHUP WKDW D RPSD LHV UDWLR DOLW V LH H LV VRXJKW DIWHU E WKH SXEOL EXW LW D LV R HU WKH LUUDWLR DO SDUW RI V LH H LWVHOI 7KLV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nature of science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science, philosophy and values, and discusses the irrational fea
WXUHV RI V LH WLVP VWUX WXUH LWVHOI DIWHU V LH H LV L HSH H W RI WKH KXPD LWLHV D VR LDO V LH HV

H ZR GV

science; rational; defect

科学主义结构的非理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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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作为与理性相伴的名词受到大众的追捧，然究其根本却能发现科学本身不理性的部分。本文尝试从科学观、哲学观、价
值观三方面探讨科学的本质，讨论科学作为独立于人文社会科学之后，科学主义结构本身的非理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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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 科学的认识论和本质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与联系一直错综复杂，随着新时代科

科学理论并不是现实世界的唯一真理，而是人类在认识

学技术的发展，科学主义逐渐取代了中世纪以来哲学的地位，

世界的历史实践中由主客体相互作用而创造出来说明世界的

变成了一门“可以回答各种问题”的唯物的代表。受到马克

一套“范式”。同一现象是可以用不同的范式来说明的，所

思主义哲学的影响，“科学主义”在中国尤其受到欢迎，甚

以作为科学主义范式的理论并不是对人类目前所在现实的唯

至演变出了“唯科学主义”等颇受争议的观点。

一解释。科学理论也不是普遍有效的，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具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涉及的“科学”主要指代自然主

有效力，超出范围即代表理论失效或减少效用：如宏观低速

义指导下的自然科学，即通常将自然科学简称科学，并不包

下才具有意义的牛顿经典物理学，超出宏观低速即失效，必

括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等内容，把哲学、美学、艺术学

须要用相对论或是量子物理学才能解释更大或者更小的范围。

等暂时与科学分离，尝试从科学观、哲学观、价值观三方面

科学理论也不是永恒如一的，也具有变化、被替换的可能：

进行探讨科学的本质，尤其是探讨其某些看似理性的非理性

例如中世纪时期的“燃素说”被化学燃烧学说取代，地心说

特征。而科学主义恰好是以自然科学技术作为整个哲学的基

被日心说取代。科学理论的普遍规律追求表现为本质追求，

础，将自然科学当作哲学的标准，排斥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知

本质追求又具体为公理、定义、公式追求，一旦找到了事物

识的来源，在许多形式中拒斥美学知识、道德知识或宗教知

的公理、定义、公式，就找到了事物的本质。然而历史上科

识的存在。因为这些科学主义的独特特征，将科学独立于哲

学本身往往是理性的代名词，科学理论的范式性质又与理性

学等来进行讨论是合理可行的，也能更加清晰的了解当科学

有一定的冲突，这就形成了矛盾。

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时，科学所具有的“非理性”。

要解释这一矛盾，首先需要明确科学的认识论，回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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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本质是什么。

并不具备正当性。这也说明了演绎法下的科学的基点并不完

大致来说，科学的认识论主要由归纳法、演绎法、抽象
法三种，其中抽象法主要运用于多维时空理论的研究，涉及
面较窄且缺乏泛用性，因此不予讨论。

善，仍然逃不过经验主义的倾向。
由此，也许可以得出结论，科学的本质是由经验主义下
的认识论，或者说具备经验主义倾向的认识论，其本身具备

先说归纳法，归纳法的主要特征为归纳个体经验得到群

经验主义的优点和缺点。科学最大的优点，便是它的基础——

体经验，如“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在人类社会早期和中期，

即大量的事实和实验——是可以被所有人再现的。任何人都

科学的主要研究来源就是通过归纳得来的，归纳法的最大优

可以通过做实验的方法来检验由归纳得来的规律是否符合事

点在于可以迅速有效的解答早期人类面对的大部分自然现象，

实。这一个重要的特点，使得科学不像理性主义哲学那样需

且满足科学的定义——可证伪性。这一方法直到现在仍在使

要每个人从头开始思考，而是成为了全人类的共同科学。不

用，并演化出了经验主义等学说。然而，归纳法的正当性与

但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人可以共同参与同一个科学体系的

合理性仍然存疑，即归纳得出的结论可能只是经验之谈，未

建造，而且祖辈的科学可以被子辈继承，这也是现代科学主

必是正确的。哲学家大卫·休谟曾经就严苛的提出过这个问题，

义兴盛的最大原因之一。

他认为归纳仅仅是一种与理性无关的动物习惯，人类无法通
过归纳建立起可靠的知识体系。同样的，归纳法的正当性也

3 科学的非理性缺陷

不可能得到确切证明。例如，通过观察人类历史可以归纳得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可以解释所有的问题，凡是科学无

出“所有人都会死”这一结论，初看结论符合普世价值观下

法解释、无法证明的，便是不存在的。科学主义有失偏颇，

的常识，且可通过“找到一个不会死的人”来进行证伪满足

这一点卢梭、尼采的反理性主义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尼采在《悲

其可证伪性。然而这一“证伪性”本身是不正当的，因为即

剧的诞生》中就对科学充满了悲观：“但现在，科学受其强

使存在这样的不死个体，也无人能证明其“不会死”的特性——

烈妄想的鼓舞，无可抑制地向其界限奔去，而到了这个界限，

包括他自己，因为“不死”的特性是无限的，无人能在无限

它那隐藏在逻辑本质中的乐观主义便破碎了。因为科学之圆

的时空后得出其“不死”的结论——因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

的圆周线具有无限多个点，至今还根本看不到究竟怎样才能

所有人都已经死了。因此，归纳科学的本质是不正当且不合

把这个圆周完全测量一遍；所以高贵而有天赋的人，还在他

理的。然而，现代科学中许多公理的存在便是经由归纳得出的、

尚未达到生命中途之际，便无可避免地碰到这个圆周线的界

不经证明的，即使可以证明，也是需要其他公理辅助，这就

限点，在那里凝视那弄不清楚的东西。如果他在这里惊恐地

陷入了死循环。然而现今体系下的科学体系的源头，往往其

看到，逻辑如何在这种界限上盘绕着自己，终于咬住了自己

根本原理是通过归纳法得出的“经验科学”，这让科学陷入

的尾巴——于是一种新的认识形式破茧而出，那就是悲剧的

了“衔尾蛇”般的自我吞噬，并且让科学的本质有了经验主

认识，只为了能够为人所忍受，它就需要艺术来保护和救助。”[[]]

义的倾向。

历史上科学往往与理性相伴，然而科学的基点存在于经验主

再说演绎法，演绎法的主要形式是三段论式演绎推理。

义的认识论上，这样的科学是否真正理性，科学本身的正当

现代科学尤其是理论数学和理论物理学等，便将演绎法发挥

性与合理性也受到了怀疑。

到了极致。大体来说，演绎法的前提如果是正确的，那么结

3.1 经验归纳的缺陷

论一定是正确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便是运用了演绎法，

通过前文的论证，科学作为一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有

基于五个几何公理，通过不断的三段论式推理，五个公理被

着经验主义的巨大缺陷：它永远不能产生绝对正确的真理。

排列组合，建立起了一整套几何学体系。 、

这是归纳法的本质决定的。

世纪的理性

世纪法国曾经出台过一项匪夷

主义也是通过先找到一个真理，再完全依赖演绎推理，形成

所思的法律：不允许市民使用圆形鱼缸，原因居然是法律制

一套套哲学体系。然而演绎推理的最大问题，也即上文中已

定者认为圆形鱼缸内的金鱼看外面的世界是折射的、扭曲的，

经得出的结论，作为演绎基点的公理往往是通过归纳得出的，

丧失了“鱼”权。抛开这项法律的荒谬性不谈，这种假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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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非常有意思。假定这个圆型鱼缸足够大，且其中生活的金

学和受到科学的支配，最终成为科学精神统治下纯粹的生产

鱼确实有媲美人类的智慧，并且种群数量足够大，逐渐演化

者。尼采曾说过：“十七年来，我不疲倦地揭露我们当代的

出了人类那样的社会，并且诞生了一群金鱼物理学家。那么

科学追求的非精神化影响。科学的巨大范围如今强加于每个

这群金鱼物理学家观测外界的世界，也是折射后的、扭曲的，

人的严酷的奴隶状态，是较完满、较丰富、较深刻的天性找

并由此推演出一系列的宇宙物理法则，它们的物理法则的基

不到相应的教育和教育者的首要原因。”[[]] 要恰如其分地看

点就是：“缸外的世界是扭曲的。”类比到人类社会，现代

待科学的价值，它只具有工具价值。如果把科学当作目的本身，

科学的基点也是如此，如果观察归纳的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漫无止境地追求对物的支配，结果只能丧失人生本真的意义，

那么科学就无法产生绝对正确的真理。《三体》开篇所提到

使人成为物的奴隶。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国家之间的科学

的“射手假说”和“农场主假说”[[]] 也具备类似的内涵。

竞赛，更像是一种囚徒困境。就像冷战时期美苏的军备竞赛

同时，经验归纳法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唯一。观察同一种

到现在的中美贸易战、5G 之争，大国都一定程度上以牺牲人

自然现象往往可以得出两项以上的结论，这就导致了一个严

民生活水平为代价，为国家实力投入了过多的精力。科学便

重的问题，科学理论中保留了许多互相矛盾的理论。有些矛

在这种实用主义盛行下的社会意识中，变得越发受到欢迎却

盾被更多的观察和实验解决了，而更多的矛盾没有被解决。

失去了本身的内在价值。人类过去百年内孜孜不倦的人文主

科学家们只能在不同的时候选用不同的假设和不同的理论来

义是否已经在超乎人所预料的科技进步前土崩瓦解了呢？

解释问题。量子物理学中的杨氏双缝干涉实验就是如此，经

3.3 科学家的群体心理

验归纳无法作用于这一现象，得出了多项可能的结论，科学

科学可以是纯粹的，但是科学家不是。几乎每件事物归

家无法解释单独电子的干涉和延迟观察现象，就只能不断提

根结底都有意识形态性，对待性、工作、权力、家庭和宗教

出新的假设来填补这一现象，甚至用哲学、神学的理论来论

的态度——这一切都包含着意识形态性设想，无论人们是否

证其意义，这与科学的“初衷”形成了矛盾。

意识到。科学家是科技研究的主体，作为人的科学家群体是

3.2 实用主义和价值

有强烈的个人立场和意识形态特征的。科学发展至今的多次

科学理论需要根据可重复检验的现象和数据，构建出的

科学革命是以批判者的身份去抨击旧的科学体系，科学家一

一套逻辑完整的模型，一般而言，这个模型需要具备以下两

方面看上去重视这些前辈，另一方面又在普世的教育和宣传

个条件：尽可能的简洁，遵循奥卡姆剃刀法则；在给定条件

之中抹煞掉他们的贡献。几个人抨击一个人，这叫欺负人；

下能在满足我们需要的精确度内预测未来。从这两条件可以

一万个人抨击一个人，这叫正义，科学也是如此。某一个较

看出科学本身具有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特点。科学使用较

为基础的理论被抛弃，使得科学家们集体转向了另一种理论

为简单的归纳法，放弃了本身的价值。根据上面的讨论可以

体系，并将旧学说完全摒弃。“日心说”打击“地心说”为

看出，科学是属于认识论范畴的，它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

愚昧，“化学燃烧说”打击“燃素说”为迷信，科学并不是

世界的工具。而工具本身，必然是价值中立的。它不能为我

一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的学科，而是一场推翻和打倒

们的生活提供指导意义。科学最多只能回答“是不是”的问题，

巨人的革命史。科学的革命更像是一场科学家们的斗争，是

而不能回答“该不该”的问题，也就是无法回答“休谟问题”，

一种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他人工作的行为，新理论比起旧

科学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放弃一贯性换取了实用性，放弃自洽

理论能更好的解释世界，从此新理论写进了教科书，新理论

性换取了他洽性。另一方面，科技确实一定程度上为人类社

所协同的价值观念也输入进了新一批学生和青年脑中。托马

会带来了发展和便利，当然这种便利的终点是进化还是灭亡

斯·库恩曾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将这种现象称为“范

未可知，也许明天就是“大过滤器”的到来，即使不谈这个，

式”的转变。看上去最自由、最清高的科学，其实仍旧逃不

科技带来的便利所以科技指导世界这一观点仍然颠倒了人类

开一个范式，甚至他们的目标也是自我构建出来的。科学的

和世界的关系。当人类以对科学的支配或者使用作为最终目

本质其实并不理性，其源头是一种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所导

的来构建人类社会的活动，人类就不可避免的陷入服从于科

致的非理性的群体心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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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的转变造成了群体心理的转变，也就是世界观的转

期望。本文所探讨的科学的非理性局限，主要出现在科学诞

变。在哥白尼之前，人们都将月球看作一颗行星；而在哥白

生的前中期，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一些纯理论科学家也逐

尼之后，人们却只能看到卫星了。这就是在哥白尼前后，人

渐发现了科学的缺陷和不严谨，也正在慢慢的向真正的理性

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的发

主义转变。如物理理论化的进程早已开始，在一些分支理论

展源于某一位或者某一群体科学家的世界观的转变，这些小

已经超前于实验，科学仍然在向真理靠拢，当然只是靠拢，

群体科学家以不同于前人的方式看待科学，然后他才会依照

未可知的是方向的正确性与最终目标的一致性，这些就要交

自己的世界观去做新的实验；而不是反过来，他去做实验，

给哲学、美学、文艺学去做了，因此在现代社会，人文科学

然后怀疑旧的科学。这一新的理论和价值观世界观影响到了

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往往更加复杂，更倾向于一种分工的联系。

一批不能以旧理论解释新问题的带有疑问的科学家们，于是

自然科学本身，
和哲学、美学、艺术等一样，依旧是美好的，

这些科学家组建了一个新的团体，创建了新的范式，吸引更

但是深入哲学后不可避免的会对自然科学本身和世界本身产

多的人加入，最后与旧理论展开斗争，形成一场科学变革。

生怀疑。但是科学本身的优势也是不可掩盖的，哲学家思想

范式的转换并不代表进步，因为新旧范式之间没有一个

的表达实际上永远被语言束缚，这是不利于哲学发展的，而

共同的标准，所以根本无法判断孰优孰劣。但是从整体上看，

科学理论能更少陷入自然语言的复杂游戏，能够得出满足当

科学却似乎又是有明确方向的。对于此，库恩以生物进化为

下社会的形式化工具——维特根斯坦早年看不起图灵格局太

例解释，生物的进化并没有方向，它只是简单遵循物竞天择

小，晚年却不满意自己早年的文字游戏，后人应该引以为戒。

的原则，但是最终它却表现出由简单向复杂的进化趋势。

本文探讨的科学暂时分离了人文学科，实际上是用人文要素

科学范式的转变其本质是科学家们群体心理学的选择。
科学家们选择理论的方法不是基于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群
体心理活动。在这种群体心理的带动下，科学走上了进化的
道路，可惜这是一种无目的的进化，而非理性的进步。

4 结语
对于对经验和理性的探究，本文论述的观点带有一些武
断的、不成熟的色彩，本质还是对科学本身的进步抱有一些

去透视科学的发生和发展，在各种人文科学研究已成为独立
学科建设的今天，厘清科学发展过程应该能对各类人文学科，
尤其是文艺学起到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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