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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国一直有着深厚的认识论或科学哲学的传统，如今这一

传统却遭到了某些学者 （其中不乏法国学者）的质疑。本文是一篇辩

护之作，针对这些质疑，在下述三个层面展开论证：１“科学哲学”

和 “认识论”这两个概念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这两个概念包含多种

含义？２法国的认识论传统为什么符合这两个概念，即使其研究方向

与英美科学哲学不同？３法国科学哲学如何能够与当代科学哲学接轨

并纠正当今科学哲学中的某些谬误？本文的结论为：我们应当承认法

国科学哲学在世界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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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丹尼尔·帕罗夏教授于２０１０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所做讲座的译文。以巴什拉为代表

的法国科学哲学是法国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多种原因，世界学术界没有给予

法国科学哲学应有的关注。这篇文章通过介绍法国科学哲学的历史，分析并澄清了人们对法国

科学哲学的误解。说明虽然法国科学哲学在研究方向和方法上不同于英美科学哲学，但它对于

科学的认识对今天的科学哲学研究有很大的价值。帕罗夏教授不仅支持这篇中译文的发表而且

还为文中提到的众多法国科学哲学家做了注释。—译注

ＤａｎｉｅｌＰａｒｒｏｃｈｉａ，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ＪｅａｎＭｏｕ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ｙｏｎＩＩＩ，Ｌｙｏｎ（丹尼

尔·帕罗夏，让·穆兰—里昂第三大学哲学系教授，当代法国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著有三十

多部关 于 科 学 哲 学 的 专 著。重 要 专 著 有：Ｍａｔｈéｍａ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ｒｄｒｅｓ，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ｅｍｐｉéｔｅｍｅｎｔｓ（《数学与存在：等级，片段与交汇》，１９９１）；Ｌｅｓｇｒａｎｄｅｓ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ｓｄｕ

ｘｘｅｓｉèｃｌｅ（《二十世纪重大科学革命》，１９９７）；Ｌ′Ｈｏｍｍｅｖｏｌａ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éｒｏｎａｕｔｉｑｕｅｅｔｄｅ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ｄ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会飞的人———航天科学与航天技术的哲学》，２００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ｔｍｕ

ｓｉｑｕ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Ｌｅｎｏｕｖｅｌｅｓｐｒｉｔｍｕｓｉｃａｌ（《哲学与当代音乐———新音乐精神》，２００６）；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普遍分类理论初探》，２０１３）。译者郭真珍 （法国里昂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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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ｅｓＦｒｅｎｃｈ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ｏ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ｘｉｓ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ｒａｎｃｅｅｎｊｏｙｓａｔｉｍｅ－ｈｏｎｏｒ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ｏ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ｏｗ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ｄｂｙｓｏｍｅｓｃｈｏｌ
ａ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ｏｍｅＦｒｅｎｃｈ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ａｄｅｆｅｎｃｅ，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ｄｏｕｂｔｓｉｎｔｈｒｅ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１Ｈｏｗｄｉｄ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
ｇｙ”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ｍｅｉｎｔｏｂｅｉｎｇ？Ｗｈｙｄｏ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２Ｗｈｙｄｏｅｓ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ａｃｃｏｒ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ｅｖｅｎｔｈｏｕｇｈｉｔｄｉｆｆｅｒｓｆｒｏｍＡｎｇｌ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Ｈｏｗｃａｎ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ｂｅｉｎａ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ｒｅｃｔｉｆｙｃｅｒｔａｉｎｆａｌｌａｃｉｅｓｉｎｉｔ？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ｓｔｈａｔｗｅ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Ｆｒｅｎｃ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ｒｅｎｃ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作 为 讲 座 标 题 的 这 个 问 题 看 似 荒 谬 ， 因 为 下 列 名 单 足

以 证 明 法 国 科 学 哲 学 传 统①的存在：塔纳里②，布特鲁③，米约④，

①

②

③

④

近年 Ｂｉｔｂｏｌ＆Ｇａｙｏｎ编辑出版的 Ｌ’éｐｉｓｔéｍｏｌｏｇｉｅ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１８３０—１９７０（《法国认识论 １８３０—

１９７０》，２００６），是第一部介绍法国认识论主要代表人物思想的文集。

塔纳里 （ＰａｕｌＴａｎｎｅｒｙ，１８４３—１９０４）：法国科学史学家，曾就读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其研

究领域为古希腊科学史。重要专著：ＬａＧéｏｍéｔｒｉｅｇｒｅｃｑｕｅ（《古希腊几何学》，１８８７）。

布特鲁 （ｍｉｌｅＢｏｕｔｒｏｕｘ，１８４５—１９２１）：法国科学哲学家和哲学史学者，曾就读于巴黎高师，

是亨利·柏格森的老师。重要专著：Ｄｅｌａ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ｅｄｅｓｌｏｉｓｄｅｌａｎａｔｕｒｅ（《论自然法则的偶然

性》，１８７４）；Ｄｅｌ′ｉｄéｅｄｅｌｏｉ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ｄａｎｓ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ｔ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ｓ（《论当代科

学与哲学中的自然法观》，１８９５）。

米约 （ＧａｓｔｏｎＭｉｌｈａｕｄ，１８５８—１９１８）：法国科学史学家，索邦大学首任科学史教授。重要专

著：Ｌｅｏｎｓｓｕｒｌｅｓｏｒｉｇｉｎｅｓｄｅ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ｒｅｃｑｕｅ（《古希腊科学起源之讲座》，１８９３）；Ｌｅｓｐｈｉｌｏｓ

ｏｐｈｅｓｇéｏｍèｔｒｅｓｄｅｌａＧｒèｃｅＰｌａｔｏｎｅｔｓｅｓｐｒéｄéｃｅｓｓｅｕｒｓ（《古希腊几何哲学家：柏拉图及其前人》，

１９００；ｒééｄ１９３４）。



３０４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布兰什维克①，雷伊②，梅耶松③，巴什拉④，康吉莱姆⑤，福柯，达戈涅⑥。

虽然这些学者中只有达格涅尚在人世，但这些学者的学生继承了前人的事

业继续活跃在今天的法国哲学界。然而，在近年发表的一些论文或专著

中，一些学者 （其中不乏法国学者）却对法国科学哲学传统产生了种种疑

问。例如，ＡｎｏｕｋＢａｒｂｅｒｏｕｓｓｅ，ＭａｘＫｉｓｔｌｅｒ和ＰａｓｃａｌＬｕｄｗｉｇ合著的 《二十世

纪科学哲学》⑦ 对 “法国认识论”的介绍仅为最后注解部分中的一个词

条。该词条只有短短的一页半，而且中间还包括了一段对科瓦雷⑧的介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布兰什维克 （ＬéｏｎＢｒｕｎｓｃｈｖｉｃｇ，１８６９—１９４４）：法国科学哲学家，曾就读于巴黎高师。重要专

著：Ｌｅｓ?ｔａｐｅｓｄｅ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ｍａｔｈéｍａｔｉｑｕｅ（《数学哲学的发展阶段》，１９１２）；Ｌ′Ｅｘｐéｒｉｅｎｃｅｈｕ

ｍａｉｎｅｅｔｌａｃａｕｓａｌｉｔéｐｈｙｓｉｑｕｅ（《人类经验与物理学中的因果关系》，１９２２）。

雷伊 （ＡｂｅｌＲｅｙ，１８７３—１９４０）：法国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曾师从塔纳里。重要专著：

Ｌａ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ｌａ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ｃｈｅｚｌｅｓｐｈｙｓｉｃｉｅｎ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ｓ（《当代物理学家的物理理论》，１９０７）；

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ａｎｓｌ′ａｎｔｉｑｕｉｔé（《古代科学》，１９３０—１９４６）；ＬｅｓｍａｔｈéｍａｔｉｑｕｅｓｅｎＧｒèｃｅ，ａｕｍｉｌｉｅｕｄｕ

Ｖｅｓｉèｃｌｅ（《公元前五世纪中期的古希腊数学》，１９３５）。

梅耶松 （ｍｉｌｅＭｅｙｅｒｓｏｎ，１８５９—１９３３）：法国波兰裔哲学家，其思想偏向实在主义。重要专

著：Ｉｄｅｎｔｉｔéｅｔｒéａｌｉｔé（《同一与实在》，１９０８）；Ｌａｄé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ｔｅ（《相对主义的演绎法》，

１９２５）。

巴什拉 （Ｇａｓｔｏｎ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１８８４—１９６２）：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在认识论和文学批判

方面都很有成就，其科学哲学思想对法国认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要专著：Ｌｅ

ＮｏｕｖｅｌＥｓｐｒｉｔ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新科学精神》，１９３４）；Ｌａ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ｅｓｐｒｉｔ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àｕｎｅｐｓｙｃｈａｎａｌｙｓｅｄｅｌａ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科学精神的形成》，１９３８；中译本，２００６）；

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ｅａｐｐｌｉｑｕé（《应用理性主义》，１９４９）。

康吉莱姆 （ＧｅｏｒｇｅｓＣａｎｇｕｉｌｈｅｍ，１９０４—１９９５）：法国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曾就读于巴黎

高师，是巴什拉科学哲学的继承者，也是福柯的老师，学术专长为生命科学史。重要专著：

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ｑｕｅｌｑｕｅｓｐｒｏｂｌèｍ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ｎｔｌｅｎｏｒｍａｌｅｔｌ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ｑｕｅ（《论关于正常和病态的几个问

题》，１９４３）；Ｌａ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ｄｅｌａｖｉｅ（《生命知识》，１９５２）；
"

ｔｕｄｅｓ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ｅｔｄ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ｎｔｌｅｓｖｉｖａｎｔｓｅｔｌａｖｉｅ（《生命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研究》，１９６８）。

达戈涅 （ＦｒａｎｏｉｓＤａｇｏｇｎｅｔ，１９２４—）：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师从巴什拉和康吉莱姆。

重要专著：Ｌａｒａｉｓｏｎｅｔｌｅｓｒｅｍèｄｅｓ（《理性和药》，１９６４）；ＴａｂｌｅａｕｘｅｔｌａｎｇａｇｅｓｄｅｌａＣｈｉｍｉｅ

（《化学图表和化学语言》，１９６９）；Ｌｅ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ｄｅｌａＶｉｅ（《生命的目录》，１９７０）；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ｌ’ｉｍａｇｅ（《图像的哲学》，１９８６）；Ｃｏｒｐｓｒéｆｌéｃｈｉｓ（《被反思的身体》，１９８９）；Ｐｏｕｒｌ’ａｒｔ

ｄ’ａｕｊｏｕｒｄ’ｈｕｉ（《为当代艺术的辩护》，１９９２）；Ｒｅｍａｔéｒｉａｌｉｓｅｒ（《重新物化》，２０００）。

Ｂａｒｂｅｒｏｕｓｓ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３０２—３０３）。

科瓦雷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Ｋｏｙｒé，１８９２—１９６４）：法国俄裔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重要专著：

ｔｕｄｅｓｇａｌｉｌéｅｎｎｅｓ（《伽利略研究》，１９３９）；Ｄｕｍｏｎｄｅｃｌｏｓà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ｎｆｉｎｉ（《从封闭的世界到

无限的宇宙》，１９５７）；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ｑｕｅ（《天文学的革命》，１９６１）；ｔｕｄｅｓｎｅｗｔｏｎｉ

ｅｎｎｅｓ（《牛顿研究》，１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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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ｅｒｒｅＷａｇｎｅｒ在所著的 《哲学家与科学》① 一书中认为，英文所说的科学

哲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主要是指从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至今对维也纳学

派 （尤其是卡尔纳普）的逻辑经验主义的探讨和研究。而 ＣａｒｌｅｓＵｌｉｓｅ

Ｍｏｕｌｉｎｅｓ在 《科学哲学的发明》② 中对法国认识论的评价则更加偏激。依

据书中的观点，在法国仅出现过 “带有某些哲学特征的科学史研究”，但

却从未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 “科学哲学”。

针对这些对法国认识论或法国科学哲学的质疑，我将在下面的发言中

谈三个问题：１“科学哲学”和 “认识论”这两个概念是如何产生的，为

什么这两个概念包含多种含义？２法国认识论同样符合这两个概念，但是

法国认识论的研究方向与英美科学哲学的研究方向有所不同。３法国科学

哲学不仅可以同当代科学哲学接轨，而且还能纠正当今科学哲学中的某些

谬误。本次发言的结论为：我们应当承认法国科学哲学在世界科学哲学研

究中的地位。

一　“科学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概念和

“认识论”（éｐｉｓｔéｍｏｌｏｇｉｅ）概念的历史起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科学哲学”这个概念是如何产生的。法国物理学

家安培在１８３４年出版的 《论科学哲学或论人类认识的自然分类》③ 一书中

第一次使用了 “科学哲学”这个词汇。受康德的影响，安培将科学视为多

个 “真理组”，④ 而 “科学哲学”的研究目的就是将这些 “真理组”正确

分类，然后再将 “真理组”的分类同对人类认识能力的分类进行对比。几

乎在同一时期 （１８３０），孔德在 《实证哲学讲义》第二讲中提出建立一门

以 “认识等级的实证概念系统”为研究对象的 “基础科学哲学”。⑤ 孔德

认为这门哲学类似于培根提出的作为人类思维永恒基础的 “第一哲学”。

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２：４２）。

Ｍｏｕｌｉｎｅｓ（２００６）。

Ａｍｐèｒｅ（１９３４）。

Ｌｅｃｏｕｒｔ（２００１：１２）。

Ｃｏｍｔｅ（１９７５：ｔｏｍｅ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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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法语中 “科学哲学”的概念最初是和分类及等级联系在一起的 （虽

然孔德所说的等级有进步的意思）。而英文中的 “科学哲学”最初则指的

是科学的历史。在英文中 “科学哲学”一词最早出现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ｈｅｗｅｌｌ

所著的 《归纳科学的哲学———以归纳科学的历史为参照》① 一书中。我们

不禁会产生这样的感叹：人们总是指责法国科学哲学传统中有过多的历史

因素，而事实上，却是英国人第一次在科学哲学专著的书名中使用了 “历

史”一词。只不过英国科学哲学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放弃了历史。

接下来再来看一看 “认识论”一词是如何产生的。这个词汇第一次出

现是在英文中。按照 Ｍｕｒｒａｙ大词典 （１８９７）第三册的解释，是 Ｊａｍｅｓ

ＦＦｅｒｒｉｅｒ在 《形而上学学院：认识与存在的理论》 （１８５４）一书中第一次

使用了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一词。Ｆｅｒｒｉｅｒ写道： “科学的这一部分被称为认识

论……它回答 ‘何为认识行为和认识内容？’即 ‘认识是什么？’这个普

遍问题。”② 牛津英文大辞典也依据上述观点将 “认识论”定义为 “关于

认识方法或认识基础的理论或科学”。 “认识论”一词由希腊文 éｐｉｓｔéｍè

（认识）和 ｌｏｇｏｓ（理性的论述）组合而成。在 Ｆｅｒｒｉｅｒ的理论体系中，“认

识论”为第一部分， “无知论”，即 “关于无知的理论”是该体系的第二

部分。但正如 Ｌｅｃｏｕｒｔ③ 所说，无知论 “没有找到知音”，而认识论却引起

了共鸣。“认识论”一词在法文中第一次出现是在罗素所著 《论几何学的

基础》的法译本④中：“几何问题之所以有现在的形式，这要归功于现代认

识论的创始人康德。”库蒂拉 （Ｃｏｕｔｕｒａｔ）在此书最后的哲学词汇参考中将

“认识论”定义为 “认识的理论”。在此之后，梅耶松在其 １９０８年出版的

《同一与实在》⑤ 的前言部分也使用了这一词汇：“从方法上讲，这部作品

属于科学哲学或认识论，后者虽是一个外来词汇但已经逐渐被接纳。”

由此看来， “认识论”这一概念，至少在它被使用的初期，并不比

“科学哲学”的概念更低调或更明确。相反地， “认识论”展示了哲学家

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ｈｅｗｅｌｌ（１８４０）。

转引自 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２：３８）。参看 Ｌｅｃｏｕｒｔ（２００１：２５ｆｆ）。

Ｌｅｃｏｕｒ（２００１：１６）。

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９０１）。

Ｍｅｙｅｒｓｏｎ（１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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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个更大的雄心：建立一个关于认识的理论。时至今日，无论是法国学

者 ＪｅａｎＰｉａｇｅｔ提出的基因认识论还是英美学者试图在神经系统科学和认知

科学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的基础上建立的 “普遍的认知理论”，都是这一

雄心的延续。

二　法国科学哲学传统及其特点

通常情况下，一种语言自身的特点会影响人们对概念的理解。由于拉

丁文的属格有多种含义，这就使我们可以对法语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科学哲学）中的 “ｄｅ”或 “ｄｅｓ”做不同的解释。首先，如果 “ｄｅ”表

示 “从属关系”，那么科学哲学就是指 “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哲学”。其

次，如果 “的”表示 “来源”，那么科学哲学就可以被解释为 “来源于科

学的哲学”，其研究者既可以是哲学家，如笛卡尔，莱布尼茨，也可以是

科学家，如彭加勒，① 博雷尔 （Ｂｏｒｅｌ），埃尔布朗②。最后，科学哲学还可

以被理解为 “科学中的哲学”，也就是说某些科学理论，比如量子物理，

本身就含有哲学解释或判断③。

除了 “科学哲学”概念的模糊性，我们还要注意到法国科学哲学传统

的一个特点：法国学者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不只局限于我们通常所说

的认识论或科学哲学领域中。而通过非认识论视角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研

究同样涉及丰富的内容，如科学的哲学效应，科学的社会效应，科学所引

发的伦理，司法和政治问题以及对科学虚幻性的批判。尽管对上述问题的

研究并不是哲学家的专利，而且其中涉及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部分也超

①

②

③

彭加勒 （ＨｅｎｒｉＰｏｉｎｃａｒé，１８５４—１９１２）：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约定主义认识

论代表人物。重要专著：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ｔｌ’Ｈｙｐｏｔｈèｓｅ（《科学与假设》，１９０２；中译 ２００６）；Ｌａ

Ｖａｌｅｕｒｄｅ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学的价值》，１９０５；中译２００７）。

埃尔布朗 （ＪａｃｑｕｅｓＨｅｒｂｒａｎｄ，１９０８—１９３１）：法国逻辑学家和数学家，曾就读于巴黎高师，２３

岁时在一次登山中遇难。重要专著：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ａ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ｌａｄé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èｓｅｓｐｒéｓｅｎｔéｅｓ

àｌａｆａｃｕｌｔé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ｄｅＰａｒｉｓ（《关于证明理论的研究》，１９３０）。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Ｃｈｅｖａｌｌｅｙ曾在法国哲学协会的一次讲座中对这一点进行过非常精彩的论述。 “Ｌｅ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ｄａｎｓｌ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ｓｔｈéｏｒｉｅｓ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ｓ”（《物理理论构建中的哲学概

念》，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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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哲学的范围，但法国哲学家 （福柯，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Ｊａｎｉｃａｕｄ，Ｆａｇｏｔ－

Ｌａｒｇｅａｕｌｔ，Ｄｅｂｒｕ等）的跨领域研究为法国科学哲学在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

之间开辟了一条道路。那么，我们能否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总结出法国科

学哲学的思想内核，明确其研究方向并最终肯定其价值呢？

我们一般可以通过外延 （事物所包含的对象）或内涵 （事物自身的性

质）两个方面对一个整体进行定义。如果从外延出发来定义法国科学哲

学，我们可以试着列举一下法国科学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我们很快就

会发现这条路行不通。虽然法兰西科学历史学院①最初几届负责人的名单

（阿贝尔·雷伊，加斯东·巴什拉，乔治·康吉莱姆，弗朗索瓦·达戈涅，

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Ｓéｒｉｓ以及 ＡｎｎｅＦａｇｏｔ－Ｌａｒｇｅａｕｌｔ）貌似一份法国科学哲学的

“家谱”，令人产生法国科学哲学一脉相承的印象，但学院中也出现过如

ＪａｃｑｕｅｓＢｏｕｖｅｒｅｓｓ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ｄｅＲｏｕｉｌｈａｎ及 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ｕｂｕｃｓ这样虽不否认法

国科学哲学传统但更提倡分析哲学的学术风格的负责人。除此之外，许多

法国学者尽管没有在法兰西科学历史学院任过职但同样为法国的科学哲学研

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梅耶松，科瓦雷，卡瓦耶斯②，洛特曼③，布朗谢④，

①

②

③

④

由阿贝尔·雷伊提议，法兰西科学历史学院于 １９３２年成立，最初隶属于索邦大学。学院在

１９８０年改名为 “科学技术历史及哲学学院”并于 ２００２年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ＣＮＲＳ）合

并。

卡瓦耶斯 （ＪｅａｎＣａｖａｉｌｌèｓ，１９０３—１９４４）：法国数学哲学家，曾就读于巴黎高师，在二战期间

法国抵抗运动中牺牲。重要专著：Ｍéｔｈｏｄｅａｘｉｏｍａｔｉｑｕｅｅｔ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ｅ－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ｅｐｒｏｂｌèｍｅｄｕ

ｆｏｎｄｅｍｅｎｔｄｅｓｍａｔｈéｍａｔｉｑｕｅｓ（《公理学方法与形式主义———论数学基础问题》，１９３８）；Ｒｅ

ｍａｒｑｕｅｓｓｕｒｌａ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ｔｈéｏｒｉｅａｂｓｔｒａｉｔｅｄｅｓ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ｓ（《论集合的抽象理论的形成》，

１９３８）；Ｓｕｒｌａｌｏｇｉｑｕｅｅｔｌａ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论逻辑学和科学理论》，１９４７）；
#

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ｄ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科学哲学全集》，１９９４）。

洛特曼 （ＡｌｂｅｒｔＬａｕｔｍａｎ，１９０８—１９４４）：法国数学哲学家，曾就读于巴黎高师，在二战期间

法国抵抗运动中牺牲。重要专著：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ｕｎｉｔéｄｅｓｍａｔｈéｍａ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ｄｉｖｅｒｓéｃｒｉｔｓ（《论数学的

统一性及其他论文》，１９７７）；Ｌｅｓｍａｔｈéｍａｔｉｑｕｅｓ，ｌｅｓｉｄéｅｓ，ｅｔｌｅｒéｅｌｐｈｙｓｉｑｕｅ（《数学，理念及物

理现实》，２００６）。

布朗谢 （ＲｏｂｅｒｔＢｌａｎｃｈé，１８９８—１９７５）：法国逻辑学家和认识论学者，逻辑 “六角方阵”的

创立者，该理论扩充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阵。重要专著：Ｌ’ａｘｉｏｍａｔｉｑｕｅ（《公理学》，

１９５５），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àｌａｌｏｇｉｑｕ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当代逻辑学导论》，１９５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

ｅｌｌｅｓ（《知识的结构》，１９６６）；Ｌａｌｏｇｉｑｕｅｅｔｓｏｎｈｉｓｔｏｉｒｅ（《逻辑学及其历史》，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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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耶①，德尚蒂②，格朗热③等诸多学者。最后，新一代法国认识论学者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英美学派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方向和方法都和法国科学

哲学传统相距甚远。④

如果无法通过外延对法国科学哲学定义，那么我们只能从法国科学哲

学的自身特点出发对它进行解读。面对一个在短时间内形成的且内容多样

的思想领域，我们能做的就是重温它的历史。一些学者正是在对这段历史

的解读中发现了法国科学哲学的某些 “缺陷”，而这些 “缺陷”似乎验证

了诸如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不存在法国科学哲学”这样的极端观点。我

们可以将对法国认识论的批判总结为以下三点：

１对历史过分依赖。即便是对法国科学哲学传统持肯定观点的 Ｌｅ

ｃｏｕｒｔ也不得不承认，最初出现在孔多塞 （Ｃｏｎｄｏｒｃｅｔ），孔德和库尔诺

（Ｃｏｕｒｎｏｔ）思想中的科学哲学其实就是 “哲学化的科学史”。在迪昂，布

兰什维克，梅耶松，雷伊，科瓦雷，布朗谢和于尔莫 （Ｕｌｌｍｏ）等人的专

著中也有大量关于科学史的论述。我们从一些专著的标题中就可以体会到

这一点：迪昂的 《力学的演变》 （１９０３），布兰什维克的 《数学思想的阶

段》（１９１２），雷伊的 《科学思想和起源于十九世纪的科学方法》（１９３１），

梅耶松的 《论思想的道路》（１９３１），科瓦雷的 《伽利略之研究》（１９４０），

布朗谢的 《逻辑学及其历史》 （１９７０），于尔莫的 《现代科学思想》

（１９６９）。上述专著对科学史的思考多于对科学哲学的思考，这也导致以布

①

②

③

④

罗耶 （ＲａｙｍｏｎｄＲｕｙｅｒ，１９０２—１９８７）：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曾就读于巴黎高师。主要

专著：Ｌａｃｙｂｅｒｎéｔｉｑｕｅｅｔ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ｄｅ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控制论和信息的根源》，１９５４）；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

ｉｅｄｅｌａｖａｌｅｕｒ（《价值的哲学》，１９５９）。

德尚蒂 （Ｊｅａｎ－ＴｏｕｓｓａｉｎｔＤｅｓａｎｔｉ，１９１４—２００２）：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主要专著：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ｉｌｅｎｃｉｅｕｓｅｏｕ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ｄｅ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沉默的哲学：科学哲学之批判》，

１９７５）。

格朗热 （Ｇｉｌｌｅｓ－ＧａｓｔｏｎＧｒａｎｇｅｒ，１９２０—）：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曾就读于巴黎高师，

法兰西学院成员。重要专著：Ｐｅｎｓéｅｆｏｒｍｅｌｌｅｅ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ｄｅｌ′ｈｏｍｍｅ（《形式思想和人的科学》，

１９６０／１９６７／２０１０）；Ｅｓｓａｉｄ′ｕｎ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ｕｓｔｙｌｅ（《关于风格的哲学研究》，１９６９）；Ｐｏｕｒｌａ

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为哲学知识的辩护》，１９８７）；ＬａＶé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验证》，１９９２）；Ｌ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ｔｌ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一个科学和多个科学》，１９９３）；Ｌ′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ｌ（《非理性》，１９９８）。

这一趋势在认知科学哲学领域中最为明显，其中的代表人物有：ＤａｎｉｅｌＡｎｄｌｅｒ，ＪｏｌｌｅＰｒｏｕｓｔ，

ＰｉｅｒｒｅＪａｃｏ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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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什维克和梅耶松思想为代表的连续主义历史观忽视了对科学逻辑和科学

方法的研究 （而对科学逻辑和科学方法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分析哲学的研

究重点）。

２对经验主义彻底否定。Ｌｅｃｏｕｒｔ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法国启蒙哲

学不仅拥有多位经验主义大师而且也对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持肯定态度，然

而为什么法国科学哲学从未肯定过分析哲学中的经验主义思想？”① Ｌｅｃｏｕｒｔ

认为是孔德的思想造成了这一现象。孔德的历史实证主义是通过对原因的

形而上学反思，而不是通过感知，来对认识的根源进行解释。维也纳学派

能通过对休谟和马赫思想的比较将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结合起来，而法国

科学哲学却无法将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结合在一起。

３法国科学哲学在发展初期放弃了数学逻辑学。我们继续引用 Ｌｅ

ｃｏｕｒｔ的分析②。首先，我们不得不重温一段残酷的历史：法国２０世纪初重

要的逻辑学家和数学哲学家大多死于青壮年。库蒂拉 ４６岁逝世，埃尔布

朗２３岁早逝，尼科③３８岁辞世，卡瓦耶斯４１岁牺牲，洛特曼也仅活到 ３６

岁。重大的人才损失对法国科学哲学的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次，法

国文化传统对数学的理解和应用也不利于形式逻辑的发展。无需追溯到笛

卡尔或孔德，仅举彭加勒一例便可以说明问题：彭加勒认为数学的进步归

功于直觉而不是逻辑，而且逻辑的形式演算无法对数学思想的飞跃做出解

释，所以逻辑本身没有创造力。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彭加勒针对形式主义

同罗素、皮亚诺 （Ｐｅａｎｏ）和库蒂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④。而彭加勒对数学

与逻辑的关系的论断依然影响着今天的法国科学哲学。

上述对法国科学哲学传统的三点总结虽然符合一定的事实但并不全

面。法国科学哲学之所以被边缘化是由于人们认为法国科学哲学和英美科

学哲学之间没有任何交集。例如在 Ｍｏｕｌｉｎｅｓ为科学哲学的演变所划分的五

①

②

③

④

Ｌｅｃｏｕｒｔ（２００１：９３）。

Ｌｅｃｏｕｒ（２００１：９４）。

ＪｅａｎＮｉｃｏｄ（１８９３—１９２４）：法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师从罗素。他证明

了逻辑命题演算可简化为一个以谢费尔 （ｓｈｅｆｆｅｒ）竖线为唯一算符的公理。重要专著：Ｌａ

ｇéｏｍéｔｒｉｅｄａｎｓｌｅｍｏｎｄｅｓｅｎｓｉｂｌｅ（《感性世界中的几何学》，１９２３）。

彭加勒极力反对后三者的形式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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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中只有第一个阶段涉及法国学者。这五个阶段分别为：１雏形阶段

（１８９０—１９１８）：一些科学家，如马赫，迪昂，彭加勒，开始对认识论和科

学方法论进行思考；２诞生阶段 （１９１８—１９３５）：卡尔纳普和维也纳学派

提出了形式分析的方法；３经典阶段 （１９３５—１９７０）：卡尔纳普，波普，

奎因等学者继承了前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并提出各种批评和修改意见；４历

史主义阶段 （１９６０—１９８５）：以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为代表的学

者推翻了之前的形式分析理论并将科学史作为科学哲学研究的中心；５模

型化阶段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ＶａｎＦｒａａｓｓｅｎ等新生代学者重新采纳经典阶段的

研究方法并试图解决一些逻辑上的悖论问题。显而易见，Ｍｏｕｌｉｎｅｓ所说的

科学哲学的演变其实就是英美科学哲学的演变。但事实上，法国科学哲学

正是由于其历史观和对经验主义及逻辑主义的怀疑态度成功地避免了英美

科学哲学中某些偏激和错误的观点，而这些法国科学哲学中的合理性却常

常被忽视。

首先，法国科学哲学重视历史的参考作用，但它对历史的理解并没有

停留在安培和孔德的时代①。法国科学哲学深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这一

点在巴什拉的认识论中尤为突出：巴什拉提出了适用于科学领域的历史辩

证法并反对用非历史的方法研究理性的演变。通过对抽象和具体关系的重

新解读，巴什拉对米约和彭加勒的约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米约认为

非欧几里得几何只是一个游戏，彭加勒也认为所有的几何学都具有相同的

真理价值，而之所以选择欧氏几何是因为它的方便性。巴什拉极力反对这

些观点，他在 《当代物理的理性活动》中写道：“在亨利·彭加勒的时代，

人们认为用一本字典就可以将欧几里得几何定理转换成非欧几里得几何定

理。”② “那些将科学假设等同起来的观点都不能从认识论的角度对 （科学

知识的）价值做出解释。”③ 巴什拉以赫尔曼·外尔 （ＨｅｒｍａｎｎＷｅｙｌ）的

研究为依据得出以下结论：科学史告诉我们，在所有能被想象的理论中总

有一个理论较其他所有理论更优越。对巴什拉而言，这一优越性不是一个

①

②

③

正如前文所说，分级与分类列表的思想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思想。

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１９６５：２０３）。

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１９６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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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事实，它体现了理性的说服力，即理性的价值和认识的价值。

法国科学哲学在发展中之所以摒弃了约定主义并不是由于对约定主义

的论据缺乏了解，而是因为巴什拉在 《新科学精神》① 中提出的 “统一

性”观点推翻了约定主义的论据。几何力学和电磁相对论之间的复杂联系

证明了现代科学理论之间存在统一性：非欧几里得几何，尤其是黎曼几

何，既适用于相对论又适用于麦克斯韦物理学，而麦克斯韦方程也满足作

为狭义相对论基本方程的洛伦兹变换。波动力学，量子力学和概率学所体

现出的统一性最终淘汰了约定主义。因此，在法国科学哲学中理性主义完

全取代了约定主义。 “科学精神体现了精确的、理性的先验性，这一先验

性能够被客观化，被验证，被转化，被传授。”② 相反，将科学思想视为常

识知识的延伸的学说③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此类学说削弱了理性的说服力，

使理性变成了简单的信念，从而严重误导了对科学的理解。而法国科学哲

学就是少数几个没有被误导的哲学思想之一。或许，我们会问为什么今天

在世界范围内学习 “硬”科学的学生越来越少？我认为极端地强调科学中

的主观臆断因素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其次，法国科学哲学，尤其是巴什拉哲学传统，之所以会否定经验主

义并不是出于对历史或对孔德思想的偏爱，而是因为经验主义缺乏把握事

物整体的手段而无法解释内部结构复杂的科学思想 （如 ２０世纪初的科学

思想）。然而，放弃了经验主义并不意味着放弃实验。法国认识论虽然从

整体上否定了经验主义，但却对科学实验的细节，尤其对实验的测量工

具，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巴什拉不赞同梅耶松及分析哲学所推崇的 “普

遍”认识论，因为现代科学思想的复杂性，精确性和缜密性要求我们不能

只从普遍性的角度思考 “事实”、 “假设”、 “定律”、 “理论”此类概念。

为了避免模糊的普遍性，巴什拉指出科学的方法也体现在其最终的结果之

中。所以，巴什拉的理性主义也是应用理性主义。他以著名的李普曼干涉

①

②

③

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１９３４）。

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１９６５：２１０）。

梅耶松就发表过这样的学说，奎因，索卡 （Ｓｏｋａｌ）和 Ｂｒｉｃｍｏｎｔ也有过类似论述。见 Ｓｏｋａｌ＆

Ｂｒｉｃｍｏｎｔ（１９９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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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为例写道：“这个实验体现了应用理性主义。或许之前从未有任何一

个科学假设被如此合理地、精确地验证。在这个实验中，科学假设的理论

细节和技术细节都得以实现并被验证，假设成为一幅理性的理性化蓝图。

由此看来，那些将科学假设视为 “临时支架”或 “方便的设想”的观点

是多么地不恰当。那些只重目的不重过程的观念和那些只重科学结果而忽

视科学思想进步的过程的哲学家，都无法理解理性和技术实验的复杂

性。”① 在巴什拉看来，那些只重科学结果或对科学史只有肤浅认识的理论

是没有前途的。巴什拉同样否定了彭加勒针对科学价值的伦理思考。他在

《当代物理的理性活动》中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不能从细节上研究科学

思想的价值，不能理解与科学思想相对应的是最高级的心理价值这一事

实，那么一切针对科学价值泛泛的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② 由此可见，法

国科学哲学将科学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化领域并赋予它真正的价值，而绝非

将科学视为一个简单的为技术应用服务的工具。

最后，我想针对 “现实和文化的双重因素导致法国科学哲学传统缺少

逻辑数学”这一观点发表一些看法。有人认为正是因为这一缺失，法国认

识论不仅没能吸收形式主义的研究成果，而且也错过了 ２０世纪初最先进

的逻辑学理论，即同一科学理论可产生多种对应模型。也正因如此，法国

哲学没有意识到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不确定关系这个重大问题。但在我看

来上述观点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巴什拉对形式主义做过深入的研究。

究竟什么原因让巴什拉摒弃了迪昂的 “温和怀疑主义”和彭加勒的 “方便

主义”③ 呢？巴什拉这样写道：“彭加勒在一个著名的论断中指出如果一个

力学理论能对现实进行解释，那么我们立即就能为这一理论找到另一种形

式。但问题是，即使人们选择了最方便的假设，而所谓的方便也不过是相

对于某个时期而言。彭加勒对重要的科学假设所持的是某种哲学怀疑论态

度。而当代物理科学的情况则完全不是这样。”④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彭加

①

②

③

④

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１９７０：１１８）。

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１９６５：４８）。

“方便主义”和 “约定主义”的意思确相近，是彭加勒使用的词汇，法文为 ｃｏｍｍｏｄｉｓｍｅ，体

现了彭加勒的科学价值相对论思想。

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１９７２：９７—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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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是出于更复杂的原因才选择了约定主义。ＡｌａｉｎＭｉｃｈｅｌ指出彭加勒是受

了早年数学研究 （尤其是对 Ｐｌüｃｋｅｒ几何的研究）的影响。① 数学家 Ｊａｃ

ｑｕｅｓＨａｒｔｈｏｎｇ则强调彭加勒的思想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例如，彭加勒

曾在时间计量、光学数学及概率 （对伯特兰悖论的研究②）多个领域中对

伽利略相对论进行过研究。然而，所有这些对彭加勒约定主义的解读都无

法改变一个基本事实：无论科学会附带着怎样的约定因素，但科学中的

（尤其是数学领域中的）不变量以及如黎曼几何、广义相对论这样能合理

地将不同学科组织在一起并能解释学科间联系的概括性理论，都证明了科

学不是主观臆断。

除此之外，巴什拉还指出约定形式主义和方便形式主义有向唯心主义

发展的趋势：“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些程式，约定和其他类似的主观

臆断来源于思想主体。这样一来，我们便和唯心主义越走越近。”③ 而巴什

拉提出的理性唯物主义和应用理性主义不仅能更充分地理解科学的认知使

命，而且还创造了一个既存在于主体之中又存在于主体之外的全新自然。

巴什拉认为认识的任务不只是保留曾经取得的成果，即 “有效的历史”，

而是要预见一个具体的、完整的 （只有完整才能具体）、能够照亮历史的

未来。在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之后，Ｌｅｃｏｕｒｔ也试图传播巴什拉的唯物主义思想，然

而他发现在美国极端反共产主义思想的背景下，许多英美学者都难以接受

巴什拉的理论。这或许解释了英美学派为什么长期以来很少提及以巴什拉

为代表的法国科学哲学。

以上事实告诉我们，法国认识论思想并不局限于科学史。Ａｎａｓｔａｓｉｏｓ

Ｂｒｅｎｎｅｒ认为迪昂、彭加勒和米约的理论与分析哲学有相似性。ＪｅａｎＧａｙｏｎ

在其著名的 《巴什拉和科学史》④ 一文中指出巴什拉思想中的 “科学史”

①

②

③

④

Ｍｉｃｈｅｌ（２００４：５５ｓｑ）。

此悖论由 ＪｏｓｅｐｈＢｅｒｔｒａｎｄ在 Ｃａｌｃｕｌｄｅｓ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éｓ（《概率计算》，１８８８）一书中提出。伯特兰

悖论的内容为：考虑一个内接于圆的等边三角形。若随机选方圆上的个弦，则此弦的长度比

三角形的边较长的几率为何？伯特兰给出了明显有效的三个论证但导致的结果却都不相同。

彭加勒对此的解释是：在解未知概率函数 ｆ（ｘ）时，如果函数的概念没有被明确说明，那么

就应该首先定义一个特定范围，否则问题就没有意义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１９１２：ｃｈａｐＶＩＩ，１１８）。

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１９７０：５）。

Ｇａｙｏｎ（２００３：５１—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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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非常模糊的。如果科瓦雷的理论是哲学化的科学史，康吉莱姆的理

论是认识论史，那么巴什拉的理论则是真正的科学哲学———历史化的认识

论 （历史是为哲学服务的工具）。

三　法国科学哲学与当代科学哲学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的法国科学哲学有以下几个特点：１认为科学是

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 （科瓦雷）；２坚信科学不只是手段而更是一个独立

的文化领域 （巴什拉，Ｌａｒｇｅａｕｌｔ）；３在认识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中理解科

学 （康吉莱姆，福柯，拉图尔①）；４坚持将科学哲学与哲学核心问题，

如理性，非理性，真理，进步，目的性等问题相联系 （罗耶，康吉莱姆，

格朗热）；５努力将科学哲学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哲学学科 （巴什拉部分地

实现了这一目标，达戈涅和 Ｃｈａｚａｌ又向目标迈进一步）。然而我们不能因

为法国科学哲学的这些特点就将其视为复古的论调或将其边缘化。我提出

四点原因：

１许多分析哲学关注的问题，法国科学哲学也同样关注。这不是在简

单地说：迪昂为奎因的整体论做了铺垫或科瓦雷和巴什拉对科学进步的分

析先于库恩。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在上述法国科学

哲学的五个特点中找到法国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的交汇点。

举一例说明。今天没有人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学院式的科学研究

环境下，社会不仅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与物质，而且也会提供课题，因此

社会因素会对科学的发展方向产生影响。在 “大科学”时代，科学界的导

向深受社会与经济的影响，科学界已不再是巴什拉所说的 “寻找证据的劳

动者的联盟”，所以科学社会学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然而，是

否由此就可以赞同大卫·布劳尔 （ＤａｖｉｄＢｌｏｏｒ）和哈利·科林斯 （Ｈａｒｒｙ

Ｃｏｌｌｉｎｓ）将内在主义的认识论视为科学的自我安慰，将对真理的追求视为

① 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１９４７—）：法国科学技术社会学家，重要专著：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Ｆａｃｔｓ（与 ＳＷｏｏｌｇａｒ合著 《实验室的生活：科学事实的构建过程》，１９７９／１９８６；中译本

２００４）；ＡｒａｍｉｓｏｕＬ′ａｍｏｕｒｄｅ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阿拉米或技术之爱》，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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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倒退的相对主义观点呢？如果我们承认科学争论的必要性，那么我

们就应该允许科学哲学学者持有与历史学家不同的观点。历史学家的任务

是尽可能地描述历史的细节，而哲学家却要做出判断，即找出最合理最准

确的解释。法国科学哲学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费格尔 （Ｆｅｉｇｌ）提出的存在

于发现与论证之间的对立问题，同时也避免了费耶阿本德将此对立发挥后

遇到的种种难题。① 虽然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在布劳尔和科林斯研究

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相对主义理论，但从本质上讲，所谓的 “实验室的

考古学”、“科学动力的地缘学”或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科学哲学本身

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此类科学社会学坚持认为现实的科学研究与实证

主义、科学主义以及一切将科学实践理想化的理论完全不同，那么它就只

能用政治因素来解释科学研究。这样的解释就如同黑箱操作一般：我们只

能看到在入口和出口发生的事情。相比之下，从米约到德尚蒂，法国科学

哲学一直试图打开 “黑箱”，试图在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之间寻求发展之

路，这便是法国科学哲学的宝贵之处。

２科学哲学如今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并被世界学术界公认的学科。诚

然，我们这些法国学者应该好好地思考一下为什么法国科学哲学在当代科

学哲学领域中的影响非常有限。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法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成

果是必要的，但只要看一下英语在国际上的统治地位便可知实现这一目标

的难度。然而我们应该给予法国科学哲学更多的关注，因为它不肤浅，不

做表面文章，将对科学方法的思考与科学实践相结合；它从未满足于思考

“乌鸦为什么是黑的”或 “河边的树为什么会倾斜”这类问题，而是通过

大量的研究工作对真正的科学问题做出详细的解读。即使当代认识论提倡

用非历史的方法来研究科学 （当代认识论关注的课题包括自然法则的真实

性，因果关系，理论检验和科学动力等问题），我们仍然不能仅从哲学家

的角度讨论这些问题。诸如 “通过反事实条件 （ｌａｃｏｎｔｒａｆａｃｔｕａｌｉｔé）探讨科

学定律的真实性”这样的研究或许会吸引哲学家，但却很难对科学的发展

产生影响。相比之下，门捷列夫的方法推动了化学的进步，孟德尔的方法

开启了遗传学的大门，若弗鲁瓦·圣提雷尔 （ＧｅｏｆｆｒｏｙＳａｉｎｔ－Ｈｉｌａｉｒｅ）的

① Ｆｅｙｅｒａｂｅｎｄ（１９７５：１８１），为 《反对方法》法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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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为畸形学打下基础并有力地证明了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科学哲学应

当辨别哪些方法能真正影响科学的发展而哪些方法仅仅是单纯的思辨工

具。

３法国科学哲学不仅关注 “主流科学”而且对应用科学也同样感兴

趣，如农学 （达戈涅），计算机科学 （Ｒａｍｕｎｎｉ），控制论和信息论 （Ｓｉｍｏ

ｎｄｏｎ）以及其他诸多被错误地当作非主流科学的学科，如气象学和航空

学。除此之外，在生物和医药科学领域法国认识论同样拥有多位著名学者

（康吉莱姆，福柯，Ｇａｙｏｎ，Ｄｅｂｒｕ等）。

４以巴什拉哲学为范本的法国科学哲学不断尝试将对科学的思考扩大

到其他人文领域，尤其是技术和美学领域。巴什拉本人就曾经试着在科学

和文学之间搭建桥梁，巴什拉之后的法国学者继续尝试将不同的认知领域

模式化，从数学角度理解音乐和艺术就是这一研究的代表。

总而言之，法国科学哲学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国际学术界对它的评价。

或许有人坚持认为法国科学哲学已经无法解释今天的科学行为，但我认为

法国科学哲学依然能够对当今科学哲学中某些偏激的思想起到矫正作用：

维耶曼①的严谨，格朗热对理性主义的执著，卡瓦耶斯的一丝不苟以及洛

特曼对数学的钻研精神都是医治极端约定主义、极端反实在主义和各种对

科学的纯外在主义解释的良药。在一个大量优秀学生对科学课程不再感兴

趣的时代，如果能用法国科学哲学重新启发学生对科学价值和意义的思

考，我想这不会有什么坏处吧。

参考文献

Ａｍｐèｒｅ，Ａ－Ｍ１９３４：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ｕ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ｑｕｅｄ′ｕｎ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ｄｅｔｏｕｔｅｓｌｅｓ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ｓｈｕｍａｉｎｅｓ，Ｐａｒｉｓ：Ｂａｃｈｅｌｉｅｒ．

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Ｇａｓｔｏｎ１９３４：ＬｅＮｏｕｖｅｌＥｓｐｒｉｔ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Ａｌｃａｎ．

① 维耶曼 （ＪｕｌｅｓＶｕｉｌｌｅｍｉｎ，１９２０—２００１）：法国科学哲学家，曾就读于巴黎高师，法兰西学院成

员，是将分析哲学引入法国的学者之一。重要专著：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ｌｇèｂｒｅ，ＶｏｌＩ：Ｒｅｃｈｅｒ

ｃｈｅｓｓｕｒｑｕｅｌｑｕ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ｅｔｍéｔｈｏｄｅｓｄｅｌ′ＡｌｇèｂｒｅＭｏｄｅｒｎｅ（《代数哲学》卷一：《关于现代代数学

方法和概念的研究》，１９６２）；Ｌａｌｏｇｉｑｕｅｅｔｌｅｍｏｎｄｅ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ｔｕｄｅｓｕｒｌｅｓｔｈéｏｒｉｅ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ｓｄｅ

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逻辑学和感性世界：论当代抽象理论》，１９７１）。



３１８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１９３８：Ｌａ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ｅｓｐｒｉｔ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àｕｎｅｐｓｙｃｈａｎａｌｙｓｅｄｅｌａｃｏｎ

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中译：（法）巴什拉：《科学精神的形成》 （钱培鑫译），南

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

———１９４９／１９７０：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ｅａｐｐｌｉｑｕé，Ｐａｒｉｓ：Ｐｒｅｓｓ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ＰＵＦ）．

———１９６５：Ｌ′Ａｃｔｉｖｉｔé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ｅｄｅｌａ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Ｐａｒｉｓ：ＰＵＦ２ｅｅｄ．

———１９７２：《Ｌｅｎｏｕｖｅｌｅｓｐｒｉｔ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ｅｔｌａｃｒé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ｖａｌｅｕｒｓ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ｓ》，ｉｎＬ′Ｅｎ

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Ｐａｒｉｓ，Ｐｒｅｓｓ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ｄｅＦｒａｎｃｅ．

Ｂａｒｂｅｒｏｕｓｓｅ，Ａ，ＭＫｉｓｔｌｅｒ，＆ＰＬｕｄｗｉｇ２０００：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ｕＸＸｅｓｉèｃｌｅ，

Ｐａｒｉｓ：Ｆｌａｍｍａｒｉｏｎ．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Ｊｏｓｅｐｈ１９１２：Ｃａｌｃｕｌｄｅｓ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Ｐａｒｉｓ：Ｇａｕｔｈｉｅｒ－Ｖｉｌｌａｒｓ．

Ｂｉｔｂｏｌ，Ｍ＆ＪＧａｙｏｎ２００６：Ｌ’éｐｉｓｔéｍｏｌｏｇｉｅ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１８３０—１９７０，ＰＵＦ．

Ｂｌａｎｃｈé，Ｒｏｂｅｒｔ１９５５：Ｌ’ａｘｉｏｍａ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ＰＵＦ．

———１９５７：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àｌａｌｏｇｉｑｕ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Ｐａｒｉｓ：ＡＣｏｌｉｎ．

———１９６６：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ｅｌｌｅｓ，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

———１９７０：Ｌａｌｏｇｉｑｕｅｅｔｓｏｎ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Ｐａｒｉｓ：ＡＣｏｌｉｎ．

Ｂｏｕｔｒｏｕｘ，?ｍｉｌｅ１８７４：Ｄｅｌａ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ｅｄｅｓｌｏｉｓｄｅ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Ｐａｒｉｓ：ＧＢａｉｌｌｉèｒｅ

———１８９５：Ｄｅｌ′ｉｄéｅｄｅｌｏｉ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ｄａｎｓ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ｔ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Ｐａｒｉｓ：

Ｌｅｃｅèｎｅ，Ｏｕｄｉｎｅｔｃｉｅ．

Ｂｒｕｎｓｃｈｖｉｃｇ，Ｌéｏｎ１９１２：Ｌｅｓ?ｔａｐｅｓｄｅ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ｍａｔｈéｍａ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Ａｌｃａｎ．

———１９２２：Ｌ′Ｅｘｐéｒｉｅｎｃｅｈｕｍａｉｎｅｅｔｌａｃａｕｓａｌｉｔé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Ａｌｃａｎ．

Ｃａｎｇｕｉｌｈｅｍ，Ｇｅｏｒｇｅｓ１９４３： 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ｑｕｅｌｑｕｅｓｐｒｏｂｌèｍ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ｎｔｌｅｎｏｒｍａｌｅｔｌ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Ｃｌｅｒｍｏｎｔ－Ｆｅｒｒａｎｄ，Ｉｍｐｒ“ＬａＭｏｎｔａｇｎｅ”（ｒééｄａｕｇｍｅｎｔéｅ１９６６ｅｔ２００３）．

———１９５２：Ｌａ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ｄｅｌａｖｉｅ，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ｒééｄ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１９６５ｅｔ１９９２）

———１９６８：?ｔｕｄｅｓ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ｅｔｄ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ｎｔｌｅｓｖｉｖａｎｔｓｅｔｌａｖｉｅ，

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７ｅｒééｄＶｒｉｎ，Ｐａｒｉｓ，１９９０）

Ｃａｖａｉｌｌèｓ，Ｊｅａｎ１９３８：Ｍéｔｈｏｄｅａｘｉｏｍａｔｉｑｕｅｅｔ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ｅ－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ｅｐｒｏｂｌèｍｅｄｕｆｏｎｄｅ

ｍｅｎｔｄｅｓｍａｔｈéｍａｔｉｑｕｅｓ，Ｐａｒ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９３８：Ｒｅｍａｒｑｕｅｓｓｕｒｌａ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ｔｈéｏｒｉｅａｂｓｔｒａｉｔｅｄｅｓ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ｓ，Ｐａｒｉｓ：Ｈｅｒ

ｍａｎｎ．

———１９４７：Ｓｕｒｌａｌｏｇｉｑｕｅｅｔｌａ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ａｒｉｓ：Ｐｒｅｓｓ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ｄｅＦｒａｎｃｅ

（ｒééｄ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１９９７）

———１９９４：ｕｖｒｅｓ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ｄ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ａｒ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ｎ．

Ｃｈｅｖａｌｌｅｙ，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１９９８：Ｌ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ｄａｎｓｌ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ｓｔｈéｏｒｉｅｓ



法国认识论或法国科学哲学是否存在？ ３１９　　

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ｌａＳｏｃｉéｔé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ｄ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ｌ－ｊｕｉｎ．

Ｃｏｍｔｅ，Ａ１９７５：Ｃｏｕｒｓｄ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２ｅＬｅｏｎ，Ｐａｒ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ｎ．

Ｄａｇｏｇｎｅｔ，Ｆｒａｎｏｉｓ１９６４：Ｌａｒａｉｓｏｎｅｔｌｅｓｒｅｍèｄｅｓ，Ｐａｒｉｓ：ＰＵＦ．

———１９６９：ＴａｂｌｅａｕｘｅｔｌａｎｇａｇｅｓｄｅｌａＣｈｉｍｉｅ，Ｐａｒｉｓ：?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ｕＳｅｕｉｌ．

———１９７０：Ｌｅ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ｄｅｌａＶｉｅ，Ｐａｒｉｓ：ＰＵＦ．

———１９８６：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ｉｍａｇｅ，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

———１９８９：Ｃｏｒｐｓｒéｆｌéｃｈｉｓ，Ｐａｒｉｓ：ＯＪａｃｏｂ．

———１９９２：Ｐｏｕｒｌ’ａｒｔｄ’ａｕｊｏｕｒｄ’ｈｕｉ，Ｐａｒｉｓ：ＤｉｓＶｏｉｒ．

———２０００：Ｒｅｍａｔéｒｉａｌｉｓｅｒ，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

Ｄａｎｉｅｌ，Ｐａｒｒｏｃｈｉａ１９９１：Ｍａｔｈéｍａ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ｒｄｒｅｓ，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ｅｍｐｉéｔｅｍｅｎｔｓ，Ｐａｒｉｓ：

ＣｈａｍｐＶａｌｌｏｎ．

———１９９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ｒéｓｅａｕｘ，Ｐａｒｉｓ：ＰＵＦ．

———１９９７：Ｌｅｓｇｒａｎｄｅｓ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ｓｄｕｘｘｅ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ｒｉｓ：ＰＵＦ．

———２００３：Ｌ′Ｈｏｍｍｅｖｏｌａ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éｒｏｎａｕｔｉｑｕｅｅｔｄｅ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ｄ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ｉｓ：ＣｈａｍｐＶａｌｌｏｎ．

———２００６：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ｔｍｕｓｉｑｕ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Ｌｅｎｏｕｖｅｌｅｓｐｒｉｔｍｕｓｉｃａｌ，Ｐａｒｉｓ：Ｃｈａｍｐ

Ｖａｌｌｏｎ．

———２０１３：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ｒｌｉｎ：Ｂｉｒｋｈｕｓｅｒ

Ｄｅｓａｎｔｉ，Ｊｅａｎ－Ｔｏｕｓｓａｉｎｔ１９７５：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ｉｌｅｎｃｉｅｕｓｅｏｕ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ｄｅｌ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ａｒｉｓ：Ｓｅｕｉｌ．

Ｆｅｙｅｒａｂｅｎｄ，Ｐ１９７５：Ｃｏｎｔｒｅｌａｍｅｔｈｏｄ，ｔｒｆｒＰａｒｉｓ：Ｓｅｕｉｌ．

Ｇａｙｏｎ，Ｊ２００３：《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ｅｔ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ｅｔｌ′

éｐｉｓｔéｍｏｌｏｇｉｅ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Ｊ－ＪＷｕｎｅｎｂｕｒｇｅｒ（ｅｄ），Ｐａｒｉｓ：ＰＵＦ，ｐｐ５１—１１３．

Ｇｒａｎｇｅｒ，Ｇｉｌｌｅｓ－Ｇａｓｔｏｎ１９６０／１９６７／２０１０：Ｐｅｎｓéｅｆｏｒｍｅｌｌｅｅ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ｄｅｌ′ｈｏｍｍｅ，Ｐａｒｉｓ：

Ａｕｂｉｅｒ－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

———１９６９：Ｅｓｓａｉｄ′ｕｎ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ｕｓｔｙｌｅ，Ｐａｒｉｓ：ＡｒｍａｎｄＣｏｌｉｎ．

———１９８７：Ｐｏｕｒｌａ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ＯｄｉｌｅＪａｃｏｂ．

———１９９２：ＬａＶé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ＯｄｉｌｅＪａｃｏｂ．

———１９９３：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ｔｌ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ａｒｉｓ：ＰＵＦ．

———１９９８：Ｌ′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ｌ，Ｐａｒｉｓ：ＯｄｉｌｅＪａｃｏｂ．

Ｈｅｒｂｒａｎｄ，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９３０：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ａ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ｌａｄé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èｓｅｓｐｒéｓｅｎｔéｅｓàｌａ

ｆａｃｕｌｔé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ｄｅＰａｒｉｓ，Ｐａｒｉｓ．

Ｋｏｙｒé，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１９３９：ｔｕｄｅｓｇａｌｉｌéｅｎｎｅｓＰａｒ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ｎ．



３２０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１９５７：Ｄｕｍｏｎｄｅｃｌｏｓà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ｎｆｉｎｉ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

———１９６１：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９６５：?ｔｕｄｅｓｎｅｗｔｏｎｉｅｎｎｅｓ，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

Ｌａｔｏｕｒ，Ｂｒｕｎｏ＆ＳＷｏｏｌｇａｒ１９７９／１９８６：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Ｆａｃｔｓ，Ｂｅｖｅｒｌｙ

Ｈｉｌｌｓ：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７９；ｒééｄ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中译本：

（法）布鲁诺·拉图尔，（英）史蒂夫·伍尔加 （ＳｔｅｖｅＷｏｏｌｇａｒ）：《实验室的生活：科学事

实的构建过程》，张伯霖、刁小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９９２：ＡｒａｍｉｓｏｕＬ′ａｍｏｕｒｄｅ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Ｐａｒｉｓ：ＬａＤéｃｏｕｖｅｒｔｅ．

Ｌａｕｔｍａｎ，Ａｌｂｅｒｔ１９７７：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ｕｎｉｔéｄｅｓｍａｔｈéｍａ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ｄｉｖｅｒｓéｃｒｉｔｓ，Ｐａｒｉｓ：Ｕｎｉｏｎ

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éｄｉｔｉｏｎ，１０／１８．

———２００６：Ｌｅｓｍａｔｈéｍａｔｉｑｕｅｓ，ｌｅｓｉｄéｅｓ，ｅｔｌｅｒéｅｌ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

Ｌｅｃｏｕｒｔ，Ｄ２００１：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ａｒｉｓ：ＰＵＦ．

Ｍｅｙｅｒｓｏｎ，?ｍｉｌｅ１９０８：Ｉｄｅｎｔｉｔéｅｔｒéａｌｉｔé，Ｐａｒｉｓ：ＦＡｌｃａｎ（ｒééｄ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２００１）

———１９２５：Ｌａｄé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ｔｅ，Ｐａｒｉｓ：Ｐａｙｏｔ．

Ｍｉｃｈｅｌ，Ａｌａｉｎ２００４：ＬａｒéｆｌｅｘｉｏｎｄｅＰｏｉｎｃａｒéｓｕｒｌ′ｅｓｐａｃｅｄａｎｓ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ｇéｏｍéｔｒｉｅ，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Ｖｏｌ３１，ｎ°１，Ｐｒｉｎｔｅｍｐｓ２００４．

Ｍｉｌｈａｕｄ，Ｇａｓｔｏｎ１８９３：Ｌｅｏｎｓｓｕｒｌｅｓｏｒｉｇｉｎｅｓｄｅ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ｒｅｃ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ＦＡｌｃａｎ，１８９３．

———１９００／１９３４：Ｌ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ｓｇéｏｍèｔｒｅｓｄｅｌａＧｒèｃｅＰｌａｔｏｎｅｔｓｅｓｐｒéｄéｃｅｓｓｅｕｒｓ，Ｐａｒｉｓ：

ＦＡｌｃａｎ（ｒééｄ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１９３４）．

Ｍｏｕｌｉｎｅｓ，ＣＵ２００６：Ｌ′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ａｒｉｓ：ＥＮＳＵｌｍ．

Ｎｉｃｏｄ，Ｊｅａｎ１９２３：Ｌａｇéｏｍéｔｒｉｅｄａｎｓｌｅｍｏｎｄｅ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Ｐａｒｉｓ：ＰＵＦ．

Ｐｏｉｎｃａｒé，Ｈｅｎｒｉ１９０２：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ｔｌ’Ｈｙｐｏｔｈèｓｅ，Ｐａｒｉｓ：ＥＦｌａｍｍａｒｉｏｎ中译：（法）彭

加勒：《科学与假设》，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６年版。

———１９０５：ＬａＶａｌｅｕｒｄｅ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ａｒｉｓ：ＥＦｌａｍｍａｒｉｏｎ中译：（法）彭加勒：《科学

的价值》，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７年版。

Ｒｅｙ，Ａｂｅｌ１９０７：Ｌａ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ｌａ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ｃｈｅｚｌｅｓｐｈｙｓｉｃｉｅｎ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ｓ，Ｐａｒｉｓ，ＦＡｌｃａｎ．

———１９３０—１９４６：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ａｎｓｌ′ａｎｔｉｑｕｉｔé，Ｐａｒｉｓ：Ｌａ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ｄｕｌｉｖｒｅ．

———１９３５：ＬｅｓｍａｔｈéｍａｔｉｑｕｅｓｅｎＧｒèｃｅ，ａｕｍｉｌｉｅｕｄｕＶｅ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ｒ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ｎ＆ｃｉｅ．

Ｒｕｓｓｅｌｌ，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１９０１：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ｅｓｆｏｎｄｅｍｅｎｔｓｄｅｌａｇéｏｍéｔｒｉｅ，ＡｌｂｅｒｔＣａｄｅｎａｔ（ｔｒａｎｓ），

ｒｅｖｕｅｅｔａｎｎｏｔéｅｐａｒｌ’ａｕｔｅｕｒｅｔＬｏｕｉｓＣｏｕｔｕｒａｔ，Ｐａｒｉｓ：Ｇａｕｔｈｉｅｒ－Ｖｉｌｌａｒｓ．

Ｒｕｙｅｒ，Ｒａｙｍｏｎｄ１９５４：Ｌａｃｙｂｅｒｎéｔｉｑｕｅｅｔ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ｄｅ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Ｆｌａｍｍａｒｉｏｎ．

———１９５９：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ｖａｌｅｕｒ，Ｐａｒｉｓ：ＡｒｍａｎｄＣｏｌｉｎ．

Ｓｏｋａｌ，Ａ＆ＪＢｒｉｃｍｏｎｔ１９９９：Ｉｍｐｏｓ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ｅｌｌｅｓＰａｒｉｓ：ＰａｒｉｓＬｉｖｒｅｄｅＰｏｃｈｅ．



法国认识论或法国科学哲学是否存在？ ３２１　　

Ｔａｎｎｅｒｙ，Ｐａｕｌ１８８７：ＬａＧéｏｍéｔｒｉｅｇｒｅｃ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ｕｔｈｉｅｒ－Ｖｉｌｌａｒｓ．

Ｖｕｉｌｌｅｍｉｎ，Ｊｕｌｅｓ１９６２：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ｌｇèｂｒｅ，ＶｏｌＩ：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ｑｕｅｌｑｕ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ｅｔｍéｔｈｏｄｅｓｄｅｌ′ＡｌｇèｂｒｅＭｏｄｅｒｎｅ，Ｐａｒｉｓ：ＰＵＦ（ｒééｄ１９９３）

———１９７１：Ｌａｌｏｇｉｑｕｅｅｔｌｅｍｏｎｄｅ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ｔｕｄｅｓｕｒｌｅｓｔｈéｏｒｉｅ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ｓｄｅｌ′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Ｆｌａｍｍａｒｉｏｎ．

Ｗａｇｎｅｒ，Ｐｉｅｒｒｅ２００２：Ｌ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ｓｅｔｌ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ｃｏｌＦｏｌｉｏ．

Ｗｈｅｗｅｌ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４０：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ｆｏｕｎｄｅｄｕｐｏｎｔｈｅｉ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２

ｖｏｌｓＬｏｎｄｒｅｓ：Ｐａｒｋｅ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