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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章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非幼稚的经验论{ empiricism }。它

将结合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的见解，并超越后现代主义似乎

停止的死胡同。这将是一种经验论，它既不事先假定一种可以表象的

秩序，但也不会导致任意性{ arbitrariness }。我们既不假定客观

主义{ objectivism }也不假定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 }。实证

检验的结果既不是真实的表示，也不是任意性的。我们的经验论并不

是反对托马斯·库恩{ Thomas S. Kuhn }和保罗·费耶拉本德{ Paul 

Feyerabend }，而是超越他们。 

关键是我所谓的“回应的秩序{ responsive order }”，但这涉

及到“秩序”一词的新用法。为了开发这种新的用法，我们必须理解

它并运用词语的能力以产生新的意味。这是维特根 斯 坦

{ Wittgenstein }表现得如此出色的一种能力。我会提及维特根斯坦

和其他人、以及我的哲学著作。 

我们将生成一种可以在逻辑科学的秩序{ logical scientific 

order }与回应的秩序之间建立联系的用语。其明显特征的列表将显

示回应的秩序的经验论在特定的方式上很有用。 

尽管经验不是独立的，但我们可以指出经验的作用。经验如果需

要一个独立的、既存的假定就会引导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得出结论：

经验论本质上是不可能的。 

第1节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研究的事物在不同的方法{ approaches }

下是不相同的，但是经验的贡献却不是自上而下地源自“历史和语言”。

我们可以说明回应的秩序的详细特征，我们以及我们的程序和概念都

在其中。 

第2节我们讨论这么多年科学模式是如何变化的，这种变化不是

逻辑上的进展。我们认为这种主张和否认正在逐步解明{ explicate } 



 

 

“曾是暗隐{ was implicit }”的东西。我们新的种类的用语用在暗

隐和明在之间的关系上，而它们两者之间并不是一个等式。 

第3节我们考察了两种解明即逻辑秩序和更大的秩序之间的关系。 

第4节我们叩问思考过程如何利用这些特征。我们回想起两条有

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的哲学：辩证法和解释学。我们可以同时采用多

样化的方法而无需相对主义。 

第5节显示如何通过在逻辑秩序和回应的秩序之间来回活动来理

解人类。 

第6节概述了回应的秩序的一些广泛含义。 

 

1.回应的秩序 

一位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在灌木丛中进行了两年的原始社会实地

考察后回来了。现在他正在我的跨学科研讨会上报告他的考察结果。

听众们热情地听了他的故事，然后带着很多提问活跃起来。他在回答

一个提问时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后现代主义告诉我，永远不能

说我对这个部落的看法确实是如此的。所以我可以说我想说的。”然

后大家都沉默了，讨论停下来了。 

拒绝表象性真理{ representational truth }必须要把我们引到

更加复杂的理解{ intricate understanding }，而不是把我们引向

任意性。 

我遇到了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我急切地要向他展示我

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批评。[原注1]我们安排了一个见面，我带着一

张我的观点的清单去了，希望他会为我证实。也许他能比我更详细地、

没有遗漏地思考这些问题。他点着头并同意我的每一个观点：“是的。”

“确实是的。”“正是如此！”我觉得非常开心，但是我想在其中的

一个观点上把他带得更远一些，所以我问道：“但是，这些真的能站

得住脚吗？”他回答道：“在今天的物理学上，你可以说你想说的任

何东西。” 

今天的许多物理学家都这么说，科学是被发明出来的，从这个意

义上讲，它具有任意性。但是他们真正想说的却稍有不同。他们没有

用语来清晰表达科学的这种变化。 

我通过提示两种必须同时放在一起思考的冲突的观点来开始： 

提示1A：不同的方法导致不同的发现。 



 

 

所有科学的发现{ findings }，看来都是因在许许多多不同的方

法{ approaches，价值、提问、方法、理论、假说）中采用什么而异。

即使是普通的知觉对象也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文化假定、区别、组织原

则和政治影响。另一方面，我们感知到的东西与在科学中发现的东西

会有不同。目前很多哲学家说“自然”是一个文化观念。根据这样的

观点，科学的世界似乎不过是一个“结构{ construction }”。如果

你不喜欢你的发现，那么只要改变你的假定就行了。科学被人们说成

只是一个游戏。 

提示1B：特定现象{ Events }只有通过测量并精确组合{ precise 

combination }各要素才发生。 

因为我们是乘飞机参加这次会议的，所以我们不要说科学仅仅只

是一个结构。当我们在飞机上，我们希望重量、速度、燃料量等诸要

素以与机翼曲率相关的方式被正确地计算。当我们在飞机上，科学不

仅仅是游戏。 

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思考会导致某种非幼稚的经验论观点。在

飞机上我们知道经验起着某种作用。让我们尝试把经验的作用看得更

具体些。 

(1)很多现象（例如飞机的飞行）只能通过某种仔细的测量程序

才能实现。这证明对于测量的回应是坚固的经验性的。经验性发现并

不只来源于假定。 

我们可以看到经验性结果也比假定要多，因为：     

(2)我们研究的任何东西（自然、现实、世界、现象、体验、实

践......）经常反馈给我们的不仅是我们已知的精确性，而且是令人

惊讶的更精确的结果。这些结果永远无法从我们开始时就有的理论和

假定中得出。 

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不存在单纯的结构，不存在一个根据历史、

理论或者假定的基础的自上而下的、单向的决定。经验的东西与属于

方法的东西是分不开的，决定性的活动是双向的。 

（3）另一方面，我们研究的任何东西也在回应其他理论和

{ procedures }，但是是带有一种不同的新的精确性{ precision }。 

因为研究的对象回应着很多系统，所以不能说某一个系统如何影

响它。 

（4）我们研究的任何东西都非常有秩序，但这绝不是概念系统

具有的那种秩序，因为它可以精确地回应各自独立的系统。 



 

 

（5）因为发现超越了假定，所以它们具有客观性。而且因为它

们是对各种程序的回应，所以它们有回应的客观性{ objectivity }。 

尽管我所说的都很明白，但是科学中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定形化

{ formulate }经验和客观性的方法，因为在我们对于经验的新的意

感{ sense }中，它是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的回应。让我们看看我们

的定形化能不能让我们进一步思考。 

暗隐的假定，比如我们的兴趣和我们的方法论，部分地决定了我

们做什么。它们限制了这种客观回应的有效性{ validity }。但是它

们是怎么限制的呢？我们不能满足于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的答案。经

验要求的准确性{ accuracy }不是程度的问题。如果我们稍微有点不

准确，我们就完全失败了。我们必须更正确地探索我们的活动与回应

的客观性之间的界面。 

究竟在什么样的意感上我们与一个持续的事物、与一个稳定的被

指对象{ referent }互动？还有，在什么意感上，被指对象的特性取

决于我们如何研究“它”？ 

这个问题不能按照五个盲人从不同方面抚摸大象的著名故事的

方法来解决。他们根据接触大象的哪一部分报告不同的发现。这不会

是什么大问题，因为这个故事假定的是一头大象。如果世界{ 现象、

体验，让我们用“......”来表示这里可能使用的许多完全不同的词

语）是像大象那样事先被明确识别的事物组成，那么问题就不难解决

了。一个人可能对“相同事物”有许多态度、理论和发现。当事情更

完整地被认识到时，最终使它们调和一致。但是，正如奥斯汀{ Austin }

所说，事物不会以“能够简单指示的一团东西”的方式呈现。相反，

它们不会保持相同。 

例如，斯金纳流派{ Skinnerians }对盒子里的一只鸽子进行动

物心理学研究。如果这只鸽子以某种方式做出行为，它会获得食物颗

粒的奖励，但是如果这只鸽子以另一种方式做出行为，则将受到电击

的惩罚。根据斯金纳流派的发现，惩罚很快将某种行为减少到几乎为

零。但是当它不再受到惩罚时，该行为则增加到通常的三到四倍。这

一发现表明，惩罚是一种完全适得其反的教育方法。 这只是斯金纳

流派研究中各项重要发现中的一例。 

相对于此，动物行为学家在野外研究动物，他们发现所有动物的

行为都是在它们从未学习过的非常复杂的方式中进行的。例如，一只

被隔离饲养到一定年龄的鸽子，以后可以在没有观察或学习的情况下



 

 

筑巢。许多这样的遗传行为现在可以说明鲜活的身体具有复杂的{ 动

物行为学家所称的）“内置{ built in }”的行为序列。 

到目前为止，大象的故事仍然适用。难道不是对同一只鸽子从不

同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吗？不，以下表明它不是相同的鸽子。 

动物行为学家研究每个物种。他们发现进化中在进一步阶段位置

上的物种的遗传行为比原来的物种更复杂。相比之下，斯金纳流派并

没有真正研究鸽子。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任何动物的条件反射。斯金纳

流派研究的是一种稳定的被指对象，这种被指对象在大多数动物王国

里很普遍。 

但是，尽管他们研究的对象不同，但我们还是可以问：羽毛包裹

着的空间中的物理性对象不是一样的吗？不，也不一样。斯金纳流派

从饲养鸽子的工厂购买鸽子只是为了科学，这些鸽子很多代都只呆在

笼子里。动物行为学家发现的大多数行为已经在人工繁殖中消失。科

学改变了它所研究的东西。每个研究小组都与一个稳定的被指对象互

动着，但它不是相同的鸽子。 

被叫做LSD的化学物质作为研究的对象多年来在狭窄白墙的病室

里被管理着。实验者透过门上的窥视孔观察。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

以避免混淆该化学品与其他要素的影响。但是，如果一边听着音乐一

边和伙伴一起吸入它，“它”就不“一样”了。这种化学物质不是一

种具有自身一套特性的东西。人类的身体也不是。在一个关于人类婴

儿的研究项目中，助手们被指示不要作出可能影响婴儿情绪的回应。

一个学生告诉我，他的导师站在他身后，紧紧地抓住他的头发，这样

每当他下意识地向哭泣的婴儿点头时，他的头就会痛。但是有些人正

在研究婴儿以某种方式做出回应的能力。根据这些研究人员的说法，

母亲和婴儿组成了一个单一的系统，而该系统就是他们正在研究的

“事物”。 对他们来说，婴儿不是一个具有独特特征的事物。 

（6）回应的秩序以“稳定的”被指对象回应，但对不同的方法

以不同的被指对象回应。 

如果我们能够承受这些困难，我们就可以特定{ specify }回应

的秩序的更多特征。所选的方法发展出精确发现的独立的诸网络

{ webs }。精确性在每一个网络内部发展，但它们彼此之间并不是整

合的。事实上，在科学的最前沿，相互对立的诸网络结构发展起来。

当然，任何点上都可能展开其他的网络结构。所以我们希望它们也能

在其他点上发展，这样我们就不必默许一个“商定的{ agreed-upon }”

科学基石。也许它们在其他的点上已经实际地存在，但我们没有听说



 

 

过它们，因为它们被科学界忽视了。也许我们可以同样地促进更多网

络结构的发展。 

奎因{ Quine }恰当地发现了自然界的秩序不可能仅仅只是这些

“网络结构”中的一种。[原注2] 作为自然秩序的诸结构，即便他们

能内部整合一致，但也不可能完全调和。即使它们能调和，我们也事

先就知道更多的秩序将生成进一步的调和。因为我们事先就知道，所

以我们事先就可以主张：自然......可以用令人惊讶和精确的细节作

出回应，但对不同的方法其回应有所不同。 

回应的秩序提供了一个可以检查的“现实 { reality }”

（......）。我们可以根据同样精确的“现实”反馈来检查每种方法

(程序、性能、实验组、测量)。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为了在这些“现

实”之间作出决定而“检查”。 

当哲学家们否定检查，他们的意思是指二阶秩序的检查

{ second-order checking }。但是我们需要改变这个提问。为什么

我们要继续假定只存在一个整合系统？我们不如去问问如何利用两

个以上的系统。    

我们需要提高现在进行的争论的品质。一方坚守二阶秩序的检查

是不可能的的洞察。另一方则拥护一阶秩序的检查{ first-order 

checking }，认为受到检查的主张比没有受到检查的主张优越。双方

都理解这种差异，但他们都错误地假定经验论需要一个可检查的现实

来裁定多样性之间的分歧。他们都假定拒绝二阶秩序的检查就会破坏

一阶秩序的检查的客观性。双方都相信，如果不进行二阶秩序的检查

结果就会是我一开始在故事中所报道的那种事情。 

因为回应的秩序包含了各种各样系统和图像的产生，所以回应的

秩序不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像它们那样的系统。它既不能由相互排斥的

系统构成，也不能由不整合的图像拼成的图像构成。我们需要考虑到

它不仅包括诸系统，还包括诸程序以及制定它们的我们。这样我们就

不会有那些由诸图像拼成的不可能的图像等的困扰了。 

谁都容易认可不同的方法会产生不同图像。但他们仍然想要一幅

图像。他们寻找标准来决定使用哪种方法，因为这似乎决定了哪张图

像将被视为是真实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结果似乎就都是相对主

义的了。而且结果就是图像的相对主义了。行动和变化具有的可能性

大于单一图像或系统的可能性。但是客观性并没有因此丧失。客观性

存在于图像和系统生成过程的有序和规则性的特征中。从这种“回应



 

 

式”的客观性的观点来看，所有的互动现象都应该由一个测量系统、

一个比较网格、一张图像来决定是毫无道理的。 

从回应的秩序的内部来看，不同的活动会导致不同的变化，实现

不同的测量结果和不同的精确性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

构成了婴儿，并不意味着婴儿没有本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真正与

婴儿接触，虽然婴儿（......) 可以是一个稳定的被指对象，以各种

方式（作为不被回应的婴儿、作为婴儿+母亲、或作为一些其他正常

的被指对象）对我们的各种方法做出回应。 

（7）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会影响我们研究的对象，所以它的变化

是它自身客观性的回应，与此同时，也是在我们活动中的回应，也是

对我们活动的回应。 

让我们检查一下我们所做的各种事情以及对此的回应。我们带着

实际的发现参与到能动的程序中。并且我们也形成了理论概念。程序

和发现不能与定义它们的概念分开。但是让我来展示程序和发现在概

念上还具有某种特定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关

注。 

（8）理论会互相矛盾，但是发现不会。 

例如，斯金纳流派也许看不起动物行为学。他们会说，自然观察

根本不是科学。动物行为学者能预测什么？控制什么？另一方面，动

物学家为斯金纳流派悲哀。如果把动物放在箱子里，能了解什么呢？

可怜的斯金纳流派几乎看不到动物的行为。但即使双方对于对方的最

强烈的拒绝，也无法抹去对方的发现。他们的理论是相互排斥的，但

他们的发现并非如此。当惩罚停止时，惩罚行为将上升到原来频率的

几倍。动物行为学家没有找到可说明这个发现的结果。如果你把某些

东西呈现给一只自然的鸽子，它会立刻进入一系列复杂的行为中，而

这些行为是它从未观察或学习过的。斯金纳流派的发现也不能解释这

只鸟这样做的行为。   

即使是矛盾的理论导致的发现也不会互相矛盾。这也表明一个发

现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产物。发现具有经验性要素，因此使得我们不

可能抛弃它们。 

（9）即使我们拒绝这些概念，程序也会被建立起来。程序也不

会相互矛盾。 

程序会以另一方式独立于概念：它们不仅产生于逻辑推理。克里

斯{ Crease }指出了实验具有“表演”的性质。[原注3]表演不仅仅包

含剧本所定的东西。它包括直觉和实践的整个背景。在设计实验时，



 

 

各种试验和错误、各种预感以及基于大胆联想的思想都变得很重要。

另外，在实验室中，经常需要即兴创作。一个人可以使用多年以来缺

乏理论的程序，也可以使用缺乏程序的理论。  

（10）程序从理论概念中直接导出是在双方反复进行回溯性的修

正之后。即便如此，在实际实行任何程序时也会有根据暴露出来的复

杂性而舍弃这个概念并设计新概念的贤明做法。 

我们看到，虽然概念被暗含在我们的所有活动中，但概念也不因

此决定活动。尽管发现和程序与概念不可分离，但它们既不仅在概念

的“水平”内起作用，也不像概念那样起作用。发现和程序具有经验

性的特征，因此它们独立于似乎是定义它们的概念。 

因此，让我们对传统的哲学程序进行一种颠覆{ reversal }。在

传统程序中，进行（互动、体验、程序、发现、实践、日常的言语、

实验......等）被认为是从事先存在的决定要素（理论、历史、语言、

文化、认知系统、比较、条件的领域......）中派生出来的。我们的

颠覆是第二个洞察。在此之前，有一个来之不易的洞察，即观察和体

验与所有种类的社会的和理论的假定密不可分。在这个洞察之后，人

们可以认识到这些互动（......）总是再次超越并先于假定的决定要

素。在此，我必须提及有关此颠覆的较长著作（请参阅我的ECM）。 

在回应的秩序中，互动对于逻辑的整合性具有优先性。那么，如

何能分离和调查“纯粹的”逻辑推理呢？我将会在后面说明。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相反的提问：理论概念对于程序有多少程度

的独立性？当然，这些概念与过去的程序和发现是不可分割的。但是

假定我们在某个平静的时刻坐下来思考比如关于惩罚和奖励。这是适

合所有动物有机体的考察。然后如果我们转而思考筑巢行为，这是关

于少数物种的考察。虽然两者各自都存在某种客观性，但是这些客观

性是对于我们指向的回应的客观性。我们只是单纯思考和联系——即

比较——就排列（创造、区分、综合、提升、指向......）了各种各

样的被指对象。但这些对象的客观回应并不能仅从单纯的对象身份决

定中推导出来。如果除此身份外，我们还假定自然界中存在独立的单

个群组，那我们就是假定有人（理想的观察者？）在将它们进行比较。

被指对象可以通过单纯的比较来构成和重构。但当给定身份时，它们

的回应是客观的和经验性的，而完全不是任意的。认为没有一套单独

的、定位的被指对象被认为是最糟糕的相对主义，好像它肯定破坏回

应的客观性。我们可以扭转这种情况。比较和身份没有经验性现象那

么根本。 



 

 

我们的其他活动也可以同样考虑。当我们“仅仅”测量时，因为

我们已经通过测量器获得了事物的客观测量值，所以我们不会在意我

们进行了测量器的构成。树木不会互相比较，而是由我们来比较。尽

管如此，这棵树都是客观地和精确地比那棵树高很多。这是一个长度

问题，这取决于测量，但这棵树的长度取决于这棵树。在任何尺度上

我们都能找到客观的精确性。但是不同的测量是仅在各自不同的集合

内比较事物。长度的测量器可以测量具有处长度的任何东西。但是如

果我们要测量这个东西伴随原子核衰变的原子放射性，我们指向的是

不同的物体集合。指向的集合不仅在外延（细胞的一部分、树、生态

系统）上有所不同，而且在许多比较维度上也有所不同。但是这种多

样性并没有破坏经验性回应的客观性。 

（11）度量虽然是被构成的，但它的精确性却具有回应的客观性。 

即使我们只是思考现在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知道早先的互动是关

于什么的，进行比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测量不能假定不会改变任何

东西。相反，测量包含着可能具有互动影响的程序。 

（12）一些互动使得一些“纯粹”的测量变得不可能。 

这迫使我们注意到有两种不同的回应客观性：单纯的比较带来了

我们所比较的客观（和精确）的经验性回应。另一方面，实际的现象

和互动是更能动的变化。它们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客观性回应。我们

理解这两种客观性，但是当我们同时需要这两种客观性时，就里就有

了一个陷阱。然后我们可能会错误地假定比较和被指对象的身份必须

在实际的现象之前。但是比较和定位是受互动干扰的，它们并不是互

动。我们需要它们来定义互动，但这并不能将互动减低{ reduce }

为比较和指向。 

在牛顿以前，运动被认为是“相对的”，它仅仅是在我们的定位

系统中一个物体与其他诸物体之间关系的变化。然后牛顿用一根扭曲

的绳子末端的水桶显示，关于一个物体运动，有一些完全不同的、在

经验上独立的要素。但是牛顿没有放弃把运动看作是时空关系变化的

假定。于是他不得不认为时空关系（实际上不过是被动比较）也必须

被视为是客观的。位置被当做“绝对”的东西，比较已经不再是与经

验的结果那么截然不同的东西了。但这是一条捷径，它既没有处理时

空关系是如何客观的，也没有处理运动和互动是如何客观的。 

牛顿的时空关系直接导致了康德的“任何现象的条件”。比较被

赋予比经验现象更基础的优先地位。比较过程甚至作为后来黑格尔差

异的“运动”而独立。这种比较不再是静态的，但似乎仍然被认为决



 

 

定着其他一切。爱因斯坦部分修正了、但没有修正比较决定一切现象

的说法。变换方程在量子相互作用中仍然维持着一定的局部化。相对

论限制了人们可以为量子力学写出更多的解。当然，物理学可能正在

超越这些限制。逻辑性和分析性不会丧失，但局部化将不再具有等同

于互动的地位。 

如果假定局部化和指向必须是具有一致性的框架，那么互动破坏

局部化的事实似乎就意味着失去了客观性。但从回应的秩序的观点看，

这相反表明发生了一些比较以外的事情。或许，互动的结果以独立于

比较和局部化的方式，会更好地支持客观性。在回应的秩序中，没有

任何理由说比较关系的一致性应该包含所有互动的变化。 

变化的关系不是变化本身。各种各样的位置{ Positions }相互

是没有关系的。它们是比较、指向的结果。位置是被动的、只是对被

指向的实体从外部强加的关系。观察者给予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只

要我们不把位置减低为关系，它们的异同便不是它们自己的。比较对

它们没有影响，除非我们认为“它们”只不过是比较。模式不是现象，

只是我们摆在自己面前的排列。局部化假定被个体化的对象只存在于

“那里”，只被指向，只与由位置赋予的关系相关。实际发生的现象

和互动被认为是后来才出现的，并使这样的系统保持一致和不受干扰。

但是，即使一幅保持着这样一致的画面，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认为变化、

互动和事件仅仅是画面的变化呢？ 

许多人都接受比较和互动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但随后他们进一步

得出结论，互动只是比较。但是如果考虑我所阐述的经验的作用，如

果我们相对比较更优先考虑互动，我们就能理解两者各有特征的客观

性。另一方面，如果优先考虑比较，那么经验就消失了，我们也就失

去了两者的客观性。我们已经建立了许多方面，在这些方面发生的事

情（互动、经验......）比通过比较得出的要多。我们已经充分看到

了必须避免把互动减低为比较的理由。我们能够特定一些稳定的被指

对象和精确性（比较）作用的同时、能够特定一些具有发现和程序（互

动）的独立的经验性作用。在一个回应的秩序中两者都具有客观性。 

 

2.解明{ Explication }与推进{ Carrying Forward } 

如果逻辑的一致性不能决定回应的秩序，那么是什么保持着不变

呢？另外，主张自然的秩序......不是我们论述的关于自然的主张是

不是没有意义呢？ 

例2A：普特南{ Putnam } 问道：“水必须是H
2
O吗？” [原注4]



 

 

在H
2
O被发现之前水存在吗？ 

既然科学一直在变化，真理也不可能一直不变，但是： 

例2B：某个法则的发现并不能改变自然。 

我们的程序确实改变自然，而新的法则仅仅是由新的概念构成。

它们来自于程序又指导我们的程序。新的法则能定形化我们现在以取

消一些以前发现的自然法则的方式改造自然。 

我们改变自然的力量一直在增加。新的程序会带来更多样的“事

物”、从自然来的新的回应......人类是发展中的自然，因此我们也

在制造{ make }一个极好的改变自然的过程。“H
2
O”允许我们用以

前从未发生过的方式分离H和O，我们还用以前从未用的方式从H和O

合成水。现在我们可以这样想，把世界上所有的水看作某个人用氢和

氧结合在一起制造出来的。稍后我将要回到这个科技模式带来实物的

“制造”上来。我们必须重新讨论例2B了。自然在什么意感中才保持

不变呢？ 

普特南假定我们的世界遵守着他叫做“自然的法则”的规律。不

管我们是否了解这些法则，他认为正是独立存在的“物理法则”才是

“自然的法则”。我们可以从精神上和他同行。但是他认真的、满是

区分的讨论却无法将“法则”和自然中不变的任何东西区分......

我将讨论为什么普特南和现代思想家们拒绝进行这样的区分。我认为

如果他认可这样的区分他将会更接近于自己想要的实在论

{ realism }。如果他有一个用语来描述“......”（回应的秩序），

他将不需要用“法则”来同时指代两者。不变的秩序和一组法则不是

同一种类的东西。 

科学是一个反复回溯修正的过程。从最新得出的诸概念出发（或

者从施行了由新发现所要求的各种修正的诸概念出发），然后更新的

发现紧随着从它们中被导出。定了某个时间点的话，从前提开始，大

多数科学（或网络结构）都以逻辑方式排列。但是在一年又一年的变

化的假定中并没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似乎由科学的法则决定，它的行为

似乎由最新的要素与模式构成。但是既然它们在几年后就会变得不同，

它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由现在的科学模式或者那些我们将要假定的

东西决定的。所以这些事情并不是由概念性模式决定的！我们能不能

正视这个结论，并且有什么方式能更进一步思考吗？ 

传统的推进方式是先回避这个问题，否认我们可以说出的任何经

验，好象我们仅仅只有这个变化模式的序列。“建构主义



 

 

{ Constructivism }”把一切事物减低成比较。有时，他们说比较就

好像自己在做比较一样。这里发生了 “差异”。现象被认为是发生

着的“差异”。 我认为这是一种观念论。 黑格尔说：“差异在前进。” 

互动被减低为比较了。[原注5] 

 “建构主义”否定但实际上维持了关于对应{ correspondence }

和表现{ representation }的假定的主张，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的话，

那么他们除了主张的序列将一无所有。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开发出一

些回应的秩序的用语，我们就可以将这个主张的序列与一些经验上的

东西联系起来，并且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来检验这个序列。黑格尔说

科学在前行中真的东西全部被保有下来。库恩{ Kuhn }说服很多人相

信科学是不会前行的，它只是在变化。当科学样式发生变化时，将来

有希望的工作被扔在一边了。某种提问不再被问到了。假想

{ hypotheses }在变化，发现也在变化。但是库恩并不认为在变化的

诸言明{ statements }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认为任何被建议的变

化都是同等合理（或不合理）的。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假定所有真的

东西都被维持，否则就都被抛弃呢？我们可以注意到有时在言明之间

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保留下来了，而不是这些通常的减低的方法。或许

我们能更贴切地描述它们的特征。 

例如，最近几年总是有比早前多得多的专用用语。有时候人们甚

至找不到“同样”领域的用语。从前只有3个用语的地方，现在有了

23个，而这23个中都和最初的3 个不同。这些用语之间可认知的关系

既不是逻辑的推论也并非只是差异。[原注6]  

天真的经验论者说，新的说明是“明在化了”以前“曾经”（现

在应该说一直）“暗隐的”东西。“构建主义者”否认与这个说法相

关的一切。但是我们可以更加丰富地使用这些用语： 

（13）在思考未来时，我们总是可以谈论一些当下暗含的东西。 

但是，解明并不是给予等式。它不是拿什么东西去取代暗隐：解明会

带着暗隐的东西前行。解明会推进暗隐的东西向前。 [原注7]  

解明包括了诸部分，诸要素，各种各样的思考模式。而“曾是”

暗含的东西没有这些。当我们说我们现在所主张的东西以前就成立

（例如H
2
O）的时候，我们必须回想起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 }

反对在实践之前先阅读被定形化的规则的斗争。追溯的“曾是”不是

直线性的“曾是”。但是，这不只是谎言，也不是根本没有关系。我

已经在其他著作中展开了对于“解明”用语可认知特征的考察。它是

可能成立的许多关系中的一个。请注意，这既是新旧两个说明之间的



 

 

关系，同时也是这两个说明与在其移行中它们推进的、不可分离的、

值得关注的要素（......）之间的关系。 

追溯的“曾是”不会后退；它不断向前推进。它可以生成一个新

的、更复杂的时间图式，其中包括线性时间和追溯时间（请参阅APM 

IV-B）。还开发了其他此类用语：接下来我们讨论：我们是否应该接

受超越逻辑的用语？ 

到目前为止，我试图展示我们的主张与一些经验性功能相关连。 

如果我们不假定表现关系是唯一与经验的东西相关的东西，那么我们

的论述就是可能的。因为这个时候一旦否定我们的论述，一切事物都

只剩下任意性了。 

 

3.在回应的秩序中使用逻辑秩序 

逻辑推理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必须维持。回应的秩序在各种各样不

同的姿态中呈现。当然，逻辑也有很多种类，它们一边暗隐地努力以

维持暗隐的东西，一边各自都包含多种假定以使“纯粹的”逻辑推理

成为可能。逻辑推理的实际过程及其做出的假定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

内进行探索。但是，必须承认，逻辑推理显然可以与其他过程区分开。

后现代主义混淆了两种秩序，并且失去了两种秩序。这两种秩序我们

都需要。如果一切都被减低为可以从前提中得到的东西，我们将会迷

失方向。但是，在逻辑在改变世界的时候，如果否认逻辑推理的可能

性，它也会使哲学束手无策。 

另一方面，回应的秩序比逻辑模式系统“更有秩序”。但是“秩

序”这个词能这样用吗？一些哲学家可能会说，我们所说的“推进”

——好像它们、例如既不相同、也不相异那样——不过是一个悖论，

只是后现代主义者喜欢的那种东西。另一些哲学家则认为，一些超出

逻辑的东西只是“无法言表”。他们都假定语言被概念性地结构化了。

但皮尔斯{ Peirce }、杜威{ Dewey }、米德{ Mead }、狄尔泰{ Dilthey }、

海德格尔{ Heidegger }，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

一步。 

维特根斯坦令人信服地表明，逻辑模型必须受到质疑。在普通情

况下发生的事情比人工模型更复杂（韦威克尔，verwickelter }。[原

注8] 维特根斯坦表明，一个人可以在全新的各种各样的情境下使用

同一个词，这立即给了这个词新的意味。词语的使用不是任意的，但

它不受逻辑模式的支配或限制。日常的语言和情境是复杂的。 



 

 

（14）我们可以说回应的秩序是复杂的。言语和程序在互动中会

立即产生影响。 

逻辑模式暗隐在人类所有的生活中，但它们是向前推进的，它们

不像前提那样受到限制。“推进......”的概念包括“向前”的线性

时间模式，但其使用意义超越了该模式。所以这个词说明了它的使用

与回应的秩序有关系。“......”是另一个此类用语。我们可以在任

何主张之后加上“......”。（我们不必总是这样写）。通过这个符

号，我们不把任何主张当作一个等式，而是当作一种推进。因此，我

们所研究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以其他方式向推进打开。因此“它”可能

获得不同的部分，也许是更多的部分。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暗隐的，作

为一个未分离的多样性......，比可以减低为个体化的单元还多。它

比模式更复杂；它可以在多重图式关系中起作用。表达回应的秩序的

特征的“......”示例了逻辑结构如何被超越。当使用词语来描述回

应的秩序时，它们会说并举例说明如何超出其逻辑结构。[原注9] 

让我举出逻辑与超逻辑秩序之间的一些关系。例如，计算机无法

理解隐喻。但是隐喻并不缺乏秩序！我们也许能准确地理解一个隐喻，

但却发现自己无法用逻辑用语来表达它。隐喻产生的意味反而更加精

确。当隐喻用另一个东西来表达一个东西时，它以某种方式交叉着

{ crosses }两者，产生比以前两个东西曾有的更多的意味。很容易

言明两个东西的许多类似之处。我们也可以找到许多不同之处来说隐

喻中没有的意味。但是我们不能容易地言明这个隐喻的交叉。我们必

须让这个实际体验到的交叉继续这样运作。逻辑和隐喻不能相互替代。

日常的语言是隐喻式的，是词语和情境的直接交叉。[原注10]  

（15）当诸要素（诸形式、诸区别）暗隐地发挥作用时，它们会

在这种情境（......）中交叉。结果并不是这些诸要素的最小公分母。

交叉所含的多样性比任何逻辑定形化都更精确。 

现在我们可以说一个不可分离的多样性是如何可能有更多的秩

序的了：这个多样性产生比互相交叉的要素各自单独具有的意味更多

的意味。在交叉中，每个要素都会改变其他要素。如果我们以这种方

式考虑科学中的变化，我们可以说科学的诸要素实际上不会各自单独

地发挥作用。要素和要素交叉，它们被我们（现在）尚未发现的其他

交叉要素所改变。而那些要素反过来又被别的要素改变。这样的过程

的结果比由明在的诸要素导出的结果更有秩序。 

暗隐中交叉的多样性总是先行的；它是一种“原始的交叉”。用

驴和马交叉会产生出骡。马和驴首先必须自己存在。只有在这样的前



 

 

提下它们才能交叉。但在回应的秩序中，骡先出现。为它创造父母是

推进它的一种方式。 

骡子不能生育后代。而交叉则暗隐地丰富了每个要素，交叉带来

的比各个要素能带来的更多。因此，这种类比如果只能在逻辑上起作

用的话，那么它将是一头没有生育能力的骡子。但在这里，这个类比

性在精确化（而且通过论述被精确化）诸要素“已经交叉了”的论述

中出色地发挥了作用。其结果是我们可以说一些类比性中没有包含的

事情：“骡子先出现。” 

“已经交叉了......”这个概念在上述这样一种用法中，说明了

交叉的逻辑模式是如何被它自己说的交叉超越的。“交叉”这个词也

许会给人一种误导的印象，即不管怎么交叉，事情总是由诸要素构成

的。但诸要素总是在一个情境（体验、程序、互动、现象......）中

工作。这个“......”带来了这个在......中工作，并使得我们能够

从中思考。交叉是一种方式，我们在这种方式下可以说回应的秩序比

逻辑秩序更有秩序。 

准确地理解任何事情就是一种交叉。例如，一个新的言明必须暗

隐地与我们知道的许多其他东西交叉。我们已经知道的所有的事情都

暗隐地支配着我们接下去的思考和实践，但是在我们必须思考明在的

言明时会阻碍这种顺滑的方式。[原注11] 现在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这种

思考过程，看看它是否能帮助我们进入这样一种假定，即这种思考过

程通过“纯粹”逻辑推理暗隐地被保持。 

 

4. 辩证法和解释学 

在哲学史上，有没有人开发出一种超越诸概念的逻辑形式的概念

性思考方式，在逻辑和更宽广的暗隐秩序之间来来回回呢？麦基恩

{ McKeon }表明，一个最近的哲学流派把打破逻辑模式作为其方法。

[原注12] 脑子里立刻浮现了两个例子，辩证法和解释学。让我们尝试

用我们自己的用语来理解他们。 

我们不能接受黑格尔当概念变化时真的东西也可以被保留下来

的假定。但是，我们可以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学习的东西很多。当然

我们不能保证黑格尔所有正确的观点都能保留下来。在这个意味上，

这正是真的东西未必会被保留的非常好的例证。但是，不管怎么说，

黑格尔告诉我们一种不依赖于静态言明的真理，即一个真理当用语变

化时也可能被保留下来。但是即便如此，黑格尔给了辩证法一个永远



 

 

不变的定形化。至于在解明中这个定形化如何变化他却没有给予任何

的定形化。 

在当前经常在辩证法名下中使用的，可能就只是矛盾和悖论的常

在可能性了。由于黑格尔的排除，其他形式的有力的辩证法并不怎么

广为人知。比如，柏拉图的辩证法就应该被复活。柏拉图的辩证法因

时期不同其样貌也不一样。大部分的人仅仅知道柏拉图是主张永恒形

式的。然而柏拉图在帕尔米尼底斯{ Parmenides }中把这种观点作为

取笑的对象。据柏拉图所说，唯一永恒的“形式”是一种“善的想法

{ idea of the good }”，它实际上不是形式。无论它是什么都不能

维持某种主张。也许有人强烈地不认可。但是，当苏格拉底援引一个

他们的争论暗含着一些他们不想要的意味的例子时，那些人也不得不

承认了。斯坦利·卡维尔{ Stanley Cavell }用“我们所说的必是我

们的意思吗？”来指向——苏格拉底也已探究了的——言明的暗隐层

面。这说明了我们必须要表达的意思，以及当我们追求它的某些暗隐

意味时，我们可能想要如何改变它。 

梅诺{ Meno }告诉苏格拉底关于戈尔吉亚斯{ Gorgias }的一个

著名难题：探究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也许已经知道你要探

究的东西，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不是探究了。如果你还不知道你要探

究的东西，那你怎么能知道某个东西是你要探究的东西呢？苏格拉底

马上证明了，既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被了解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完

全不了解的。即便是任何一个最小的知识点，如果不断探究它，暗隐

中就包含了更多的东西(Meno 86b)。知识既不会以独立不变的诸要素

甚至被指向的诸对象的形态出现，也不会因此就变成完全不同的诸要

素所构成的东西呈现。但是在辩证法上这个暗隐的角色是非常微妙的。

怎样去发现它并能让它发展得更多呢？ 

我们发现它是正当我们的争论变得站不住脚不能维持的时候。因

为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什么都没剩下。我们可以问自己，“是什么导致

我曾那么说的呢？”我们要尝试创造的意味的依然在那里，只是现在

它是“......”。 因此我们现在拒绝我们的定形化。但是这个

“......” 会导出一个新的言明。这并不容易，因为这个“......” 

是当下更进一步的交叉，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以前言明的归结。所有

的归结现在已经不是暗隐的了。不存在拉普拉斯{ Laplacian }系统。

现在，可能会有许多不尽人意的言明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言明没有

新的......推进。我们可以拒绝这些也可以保留它们，我们看到了一

种暗隐真理是如何在诸言明的移行{ transitions }中起作用的。 

(16) 形成暗隐意味的......可以推进到语言。 



 

 

然后新的模式可以从中形成。但是这是更困难的步骤。我们往往

会陷入一些老的模式中。柏拉图虽然承认任何争论都可能会导致自相

矛盾，但证明了言说不是任意的。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诸概念来论述。 

(17) 逻辑自身不会产生矛盾，但如果有一些暗隐情境的细节被

加进任何一个单元的话，就总会导致自相矛盾。 

这是一个在逻辑推理与更多超越逻辑的秩序之间的精确关系。在

辩证法里，暗隐的作用并不总是被认知到，而在解释学的过程里，暗

隐的东西是不可或缺。狄尔泰{ Dilthey }在解释文本、书籍、绘画、

建筑等——他称之为“表达”的时候，通过暗隐的东西所起的作用发

展了一种一般解释学。狄尔泰说解释的过程从对诸部分和对整体都没

有充分理解的状态开始。只有整体才能赋予诸部分作用和意味。但是

当然我们只有积累对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理解才到达对整体的理解。

通过对部分更好的理解可以改变整体的意味。所以应该问解释学原本

是怎么开始的。著名的“解释学循环”常常是我们理解事物的唯一方

式。但是我们是怎么做呢？ 

诸部分的意味不是固定的。它们必须在意味上成长。我们能够用

我们自己的语言来明确表达这一点。只要我们仅仅只是用区别、部分、

单元、要素、模式化了的事实、成形了的事物的概念不断思考，那么

解释学循环肯定会成为邪恶而且不可能的东西。在那里我们不过是去

把我们已经理解了的各个单元连接起来。依然还有许多理论家在假定

我们能够理解另外一个人，只限于两者有相同的经验。但是，那将是

一个多么无趣的世界。用我们的新用语我们能够说，当诸体验暗隐地

起作用时，它们能够和每一个新的现象交叉。言明会带来一个暗隐网

络，即便这个言明自身保持不变，这个暗隐网络也会不断成长。 

我们在多次的阅读一篇很难的文章时，会理解得更好一些。一个

之前无序无味的句子，现在成了明确在说些什么的了。我们也可能很

多遍的重新解释它，但是这个句子再也不会回到无序了。这显示了之

前的理解是怎样在暗隐中持续的。它们既持续，但同时又交叉，这些

理解没有限制我们向前的步骤。 

解释学是不需要固定不变的部分或独立单元的一种思考方式。诸

部分既不保持原样也不变成不同的东西。但是它不是一个矛盾。它是

一种我们已经称为“推进”的关系。它看上去奇怪只是一瞬间的事—

—它是我们在思考时发现的最普遍的一种移行。我们只是缺少谈论它

并深思熟虑{ deliberately }它的用语。 



 

 

狄尔泰主张我们不可能真正具有一个作者具有的同样理解。如果

我们完全理解了某本著作，那我们比它的作者理解得要更好。这么说

是因为我们必须自己来创造出作者的过程，结果会使得双方的过程更

丰富。用我们的用语，我们会说两者在交叉：每一方在另一方中变成

了暗隐的。作者的言明不会变化，但是它们此刻也暗隐地包含了我们

自己的体验，所以它们就会构成一个比作者的“更好”的理解。在交

叉中我们自己的体验会暗隐地被精确化。结果就能够形成作者正确

{ exact }的意味。我们也许可以用其他的话和例子来正确言明作者

的论点。相反地，有人可能会重复作者的话而走到一个完全的误解。

这个“正确”一词的用法就像真理为我们曾起到的作用一样。它就像

是把握一个比喻。 

(18) 正确的理解不会减低到单元的结合或排列。 

狄尔泰的观点今天几乎已被流失。人们跟随伽达默尔{ Gadamer }，

他说我们总是不同地理解另外一个人，就好像理解非得是相似或者不

同似的。伽达默尔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的误解不可避免，而是说，要表

达他真正想要说的，需要我们现在正在发展的诸用语。 

意味不是由被个体化的对象构成的。它是一种为了继续而存在的

秩序{ order-for continuation }，它是一种为了推进而存在的秩序。

通过我们自己正确的理解，我们能够进一步展开作者在某个论点上未

做成的事情。反过来，当我们翻过这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作者的意

思在继续而我们却跟不上了。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对上一步的理解来

跟随作者的下一步。理解不是由我们事先拥有的、不变的诸部分构成

的。相反，理解是具有“诸部分”总是可以被进一步精确化的可能性

的暗隐交叉{ implicit crossing }。因此一种新的正确的理解在不

同的人之中，也就是说，在各种各样交叉的多样性中都是可能的。于

是意味既保持正确，但诸部分各自的进一步的发展又是可能的。同样，

当我们主张某个观点，其他的人则可以更进一步推进这个观点。 

(19)当我们把一个暗隐的意感推进到语言时， 越独特奇妙就越

可能变成普遍的含义。 

现在通过我们的用语和解释学，我们能够推进到超越相对主义的

地方。 

(20) 任何我们曾经发现的事物，即使我们放弃了发现它们时用

的方法，它们还会保留在暗隐中，并参与我们更深入的思考步骤。 

在交叉中相互排他的方法也能够一起发挥作用。事实上在任何有

人的场合，方法形式都与时变化。而且，通过这些形式中的一个所发



 

 

现的东西在放弃了那个方法之后还保留着。而且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

推进这种暗隐的意感......。它已经不是同样的东西了。“它”会失

去什么，也会获得什么。从这种新的......我们能够定形化曾经的两

个不同方法的差异，尽管我们很少有时间这样做。不存在包括曾经的

两个定形化的定形化，但是我们的下一步却是通过这两个定形化形成

特征的（尽管不是通过黑格尔的所有真理，也许）。我们能够暗隐地

保留帮助我们发现（促使，区别，综合，制造，提升.....)的这两种

理论的很多东西。 

如果除了方法的形式和由此形成的事物之外什么也没有，就会归

结为相对主义。 

不同的东西会相互抵消，我们也总是只选其中的一个。但是当它

们暗隐起作用时，它们并不能作为决定性的基础起作用。在交叉中，

每个暗含的含义都比其明在形式的含义多得多。我们要颠覆把定形化

作为体验过程基础的传统方法。相反，这些定形化仅仅是相对的，但

是它是对更精确的体验（实践、情境......) 的、回应的秩序的反馈

的相对性。解释学尤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解释学有两个流派。在老的流派中提倡在认可科学中逻辑方法的

基础上来研究更大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及其应用。相对于此，新的流派

认为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我们分享了许多这两个流派的内容。我们

也已经大量论述了科学本身中的解释学要素。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

逻辑推理具有的特殊作用。在下一节开始的两节中，让我们进入科学

的背景来探讨因其本质特征而被忽视的几个假定。 

解释学把逻辑秩序放在一个更宽广的暗隐交叉的秩序中。解释学

包含了某种真理和进展的连续性，而不依赖一致的形式。解释学展示

了为什么同样的言明会具有更多或更少的意味，“相同的”意味怎么

会导致一系列不同的言明，一个曾经被理解了的论点即便在放弃了它

的定形化后如何还会在暗隐继续保留。解释学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思考

的过程，即在明在和暗隐之间来来回回移动，而不相互减低。我们既

可以使用具有固定逻辑结构的言明，同时我们也可以用暗隐的意味思

考。 

 

5. 在更宽广的秩序中的科学 

科学不会包含其背景。这导致了一个结果，当科学有了一个满意

的分析时，它就没有理由再继续探索其他还没有发现的东西的存在。

然后科学就宣称了解了所有的要素。来考虑一下以下的例子。毛毛虫



 

 

们正在以植物和树木为食。在实验室里知道了一种强有力的杀虫剂可

以把毛毛虫杀死。在实地应用中杀死了庞大数量的毛毛虫。但是下一

年毛毛虫会比以前的数量更多。不是“同样”的杀虫剂和“同样”的

毛毛虫吗？花了一段时间找到了毛毛虫的寄生虫。然后就发现杀虫剂

对寄生虫比对毛毛虫更有效果。当这个预期不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开始研究预期和现实的差异了。然后在更改了这些诸要素之后，科

学再一次宣称知道了所有的要素。棘手的是“所有的”要素的集合并

非有限。 

但是如果我们只分离已知的模式，而且把它们与通常不具有那个

模式的交叉着的其他东西物理性地割开会怎么样呢？有一种方法。假

定我们把某个东西的已知模式建构在通常没有这个模式的别的东西

上，那没有这个模式的别的东西会怎么样呢？现在我们的模式，还没

有和这个新的东西的交叉多样性联系起来，那么还是两种模式都存在，

不存在在第一个东西中交叉的未知要素。诸未知要素再也不会被发现

是因为当我们把这些模式放到第二个东西上的时候它们被放在一边

了。我们把汽油和其余的石油物质分离，再把它单独放入经过冶炼、

分离，纯化的金属中，使它只能在空气和火花中起作用。这个熟悉吗？

我们已经做出了——这台机器！   

用“交叉”这个用语我们可以定义机器。机器是和可能与其他要

素交叉的东西分离的已知模式的集合。根据这个定义，我们能够明白

科学把一切都看做机器。 

这一点和我在更早的时候指出的一样，H
2
O使得好像有人可以把

所有的水组装出来一样。机器体现了一组外在强加的关系。科学把交

叉着的内在诸关系变形为可以分离的诸单元之间的外在诸关系。 

计算机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它们是纯逻辑推理和科学模式的体现。

但是在一种物理媒介中，它们不再与其他要素相交叉，就像在我们正

在研究的实际情境中一样。一旦变形为计算机模式，内在关连的任何

东西都无法交叉了。  

现实的现象是诸互动而绝不是诸模式和诸要素的集合。在使用计

算机的实践中，人们第一次运行程序的时候遭遇了所有种类的意想不

到的结果，只有通过运行程序才能够看到什么会发生。甚至假定单纯

的逻辑模式也是一种交叉。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学者否定逻辑是对

的，因为没有逻辑就无法创建计算机程序。但是实际的诸过程是在交

叉了的回应的秩序中发生的。如第10个特征中所暗含着的，只有通过

经验性的尝试、回溯性的修正才使得机器成为可能。 



 

 

和通过逻辑模式思考一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更宽广的回应的秩序

来思考。当然，我们谁都不可以诋毁逻辑模式！它们可以带来使几十

亿人生存、其中许多人可以活得比以前更好的技术。我们只是想要把

逻辑与它更宽广的背景系统性地连接起来而已。 

 “交叉”的概念还会带来一种现在错失了的研究类型。例如，

人体内的细胞分泌的某种化学物质可以被分离出来并放置在盘中。现

在，它们可以廉价且容易分泌“相同”的化学物质。当这一过程在整

个人体中发生时，磁盘是不会带来有时可能与之相交叉的东西的。在

现代，为人能想到的所有差异做测试已经成了习惯。如果什么都没发

现就被宣布“没有差异”。但是这就违背了著名的人不能“证明无效

假定”的原则。人如果不能够使用正确的器具，就不能在两个不同的

事物之间发现差异。并且我们知道新的器具会很快被开发出来。 

但是如何测试没能想到的差异呢？为此我们需要长期在各种各

样环境下去研究这个化学物质的产出和影响。然后我们也许会发现那

些偶尔在这个过程中交叉的东西。这种研究不怎么花费费用。但是，

这种研究将在产品上市后很长时间继续进行，这与原则上反对任何技

术创新或者立即进入市场相反。因此，这可能不会受到当前冲突中的

任何一个团体的支持。 

科学家们大多非常关注人的问题，但是在他们的关注与他们的科

学之间不容易建立桥梁。我们需要建立的是在人与机器之间互动的整

个新领域，而不仅是一些研究。 

例如基本上没有关于计算机与用户统一体的研究。根据研究开发

出了word，但却很少有计算机与秘书的关系的研究。IBM已经三次改

变了键盘，但是奇怪又少用的键仍然占据所有便捷的位置，手指在为

每个句子找到句号以后，都要回避这些几乎不用的斜杠键。连30个打

字员用各种键盘两个星期的这种不怎么花费用的研究到现在都没有。

当我在一个公司提出要求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是设计者的助手（甚至

不是秘书）在试用键盘。 

飞机飞得越来越快了。但是请考虑一下座位。例如，好像还没有

（听说）有这样的研究，为了设计尽最大可能睡觉的座位的角度，让

30个不同身材的人试着在各种不同的位置固定的座位睡觉休息。 

到现在为止，关于机器和人的统一体的研究还没有当作技术进步

的重要部分来考虑。相反，诸技术被贬低到商业方面。被叫做“操作

研究”的研究不过是为了想出使用既存机器的更有效率的人员配置的、

关于商业上成本益处的研究。这些的研究是不会为下一代的机器设计



 

 

作反馈的。 

模仿图灵{ Turing }提一个有名的提问：“如果你对一台计算机

完全满意，这台机器屏幕里会制造出和人一样的相同的会话性回应，

那计算机和人还会存在差异吗？”这个讨论就是如果行为相同（当然，

实际上是不同的），那人与机器的区别仅仅是“形而上学的”。 

现在必须指出，通常这个议题讨论的谬误在于假定的这个如果。

你被邀请来假定它，然后又为这个差异挣扎，但是他已经被假定为没

有差异。如果没有差异，那会有差异吗？很明显，这种场合无论什么

差异的假定都有问题。 

另一个谬误：人工智能的专家进行了激辩，欲望是“唯一形而上

的”，因为他们可以制造出一台似乎想要什么并追求它的机器。这样

的话，有目的的行为似乎即便没有任何有目的的欲望也是可能的。但

是即便是机器，有目的的欲望的确也是可能的。这是热心守望着机器

是否真的如希望般动起来的设计者们的欲望。这个谬误是一个疏忽？

还是在逻辑秩序上不可能定形化欲望、目的和人呢？  

在一个科幻故事中，一个计算机驱动的机器人能认知他自己的状

态并为它设计方案。（当它能够认知——无论“认知”是什么——机

器人已经变成了一个“他”），故事中它逃跑也会被抓。至始至终它

都能获得读者的同情。这个科幻故事似乎可以证实图灵的理论。因为

假定这个机器人能做人能做的事情。但是事实上这个科幻故事还展示

了相反的一面。它展示了与其说人是机器，还不如说机器如果能做到

这样......的话，这个机器可以说就是人了。“这样......”是指（在

其他的许多东西中的）欲望、感受、认知、欣赏...... 它是不是形

而上学的人并不重要。如果它能够感觉到它的环境条件，并且想要一

些其他的东西，它就不再是一台机器了。 

为什么动物只是被当做原料来对待？这是因为把它们的欲望、感

受、认知、评价......的要素都抽掉了。如果我们明确动物在科学中

是如何展现为如机器般的姿态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人的姿态了。

在科学中人也是同样被作为机器来看待的。 

在医院里，你的腿被带子吊得高高的悬在那里。医生使用一些令

人吃惊的技术在治疗你的腿。当然你非常爱你的腿，但这不是我们研

究的对象。很多天你躺着望着天花板，病房里什么也没有。连电视也

没有。但是据最近一个非常具有革命性的研究结果说，如果给予患者

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泡杯咖啡的权利，那么他们将恢复

得比较快。 



 

 

人类不能在我们社会实践底层的科学中呈现。科学甚至连生命过

程与无生命过程的差异都不能定形化。当然在我们社会的许多部分存

在关于人类本性的其他见解。而且那些见解也许看上去还保有文化优

势。但是，这些见解即便能够阻碍和延缓技术上的革新，但它们决没

有用理性的言说去和科学互动并修正科学的力量。这些连桥没有了。

[原注13]科学模式将人类排除在外。但是如果现在没有什么能够修正

科学的思考样式，那最终我们的社会政策还能因其他什么而定呢？ 

重要的是在社会现实的诸政策上知道人事先就被假定为机器。我

们除了还能识别自己的环境条件以外实际上和机器人的处境是一样

的！ 

维特根斯坦会说，“当电脑有麻烦的时候，我们不能安抚电脑，

我们只能安抚人类和动物。” 引用如下： 

“如果某人感到手上疼痛...... 我们不会去安抚这只手，而是

去安抚受伤的人：我们去看他的脸” (PI 286)。 

“人的身体是灵魂最好的画面” (PI II, iv). 

维特根斯坦可以不用理论性用语来谈论通常称为“自我”和“身

体”的相互关连的复杂方式。我们正在开发在自然和逻辑秩序之间来

来回回的方式。[原注14]  

在当前分裂的争论中，一群人注重逻辑的力量，其余的人则强调

逻辑力量的有限。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既需要社会广泛理解逻辑的独

特性，也需要社会广泛理解不可减低人类形成的意感的作用。 

在这两个秩序之间活动的学科领域可以实现我所描画的事情，当

然甚至可以实现我们现在还展望不到的。[原注15] 

现在让我们问一问，究竟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被逻辑的秩序排除在

外？我们如何在回应的秩序内处理这个事实？ 

 

6. 互动vs.逻辑和知觉 

在现代，贬低逻辑是一个巨大的误解。即便是如此，为什么人会

有贬低逻辑的想法呢？或者为什么人会轻视定位{ positional }模式

呢？例如，先横走三格，然后再竖着往下走三格到达的地方，与开始

先先竖着往下走三格、然后再横走三格到达的地方是相同的。对于这

样的美和明晰为什么要贬低呢？在相同的地方，至少在这里我们可以

定义某个东西与其他东西相同的所有要素。（正是这里才是“相同”



 

 

所在的地方。）某个问题或许在许多页和许多程序中被表达。但是所

有这些与其他人可能以其他方式获得的最终都到达相同的答案。我们

可以清楚地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人都得出相同的答案——唯一的答

案。试想如果我刚才所说的内容不成立的话，也就是当纯粹的形式本

身导致许多看起来本来可以解答却仍然没有答案的许多困难逻辑问

题时会卷起什么样的骚动！ 

运用逻辑模式，我们描绘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而且，定位模

式是本来可以活动、可以在任何其他事物上被再生产出来的。由于这

些模式，我们就能够生成出一个能够自由移动这些模式的空间，而无

论在这里有没有其他东西。我们熟悉的空的{ empty }几何空间是模

式可移动性{ mobility }空间。现在，其他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存在于

它们的空的空间中。在这个空间中，我们可以分离各种要素并重新排

列它们。然后，我们可以为在我们生活更复杂的秩序中发生的事物创

造模式化的扩展版本{ stretched-out version }。(APM Ⅶ)。 

所以，一个错误是忽视逻辑秩序的独特性格，另一个错误是假定

逻辑秩序一定是跟随其他秩序后面发生的。还有一个错误是认为逻辑

关系是与现象、行动、互动等价的东西。 

模式是单纯的比较、是可重复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这就是为什么

它们需要观察者——比较者。当事物转向一面的时候，他（就像康德

{ Kant }所做的）必须保留另一面。不这样做的话，就既没有相似性，

也没有差异性了。它们是比较的结果。相似性和差异性是被动的产物，

它们自身不做任何事情。它们也不能单独存在，也不能成为任何东西

的决定要素。 

为什么只说自然 “遵从”法则？为什么自然（我们研究的......)

不可以是能动的呢？难道它不是由包括我们的活动的能动的互动构

成的吗？实际上，之所以自然看上去是被动的，是因为我们用逻辑来

研究它，而逻辑是由定位关系即外部关系构成的。投射这些模式并企

图把一切都变形到诸模式之中的行为在它们内部是不可能呈现

{ appear }的。我们不可能在由科学提示{ presented }的世界中呈

现，因为对某人提示某个东西是某个东西对某人的呈现。我们应该是

被提示的什么的想法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我们应该是被提示

的什么的话，那是对什么人提示呢？结果是，我们不能成为观察者的

呈现，因为观察者不过是被我们提示的呈现。被提示的世界来自知觉。 

哲学不可能从知觉开始。把知觉当做开始，当做一切体验的模型

实例是长期以来的哲学传统。通过以上论述会引导我们去挑战这个古

老的假定。并且通过赋予身体性互动以知觉以上的优位性{ priority }



 

 

而导致取代知觉现在的地位。知觉会导致空间、时间、以及现象——

在现象中不可能呈现的现象条件的现象——的整体问题。 

知觉会产生两种二重性。作为“一个呈现”的知觉对象把自己与

它只表示的现实{ the reality which it only indicates }分割开。

第二，知觉对象也把自己与接受呈现的知觉者分割开。接受者

{ to-whom }在这里无法出现。因为知觉对象出现而接受者没出现，

所以知觉对象好像是先出现的，而接受者看起来不过是必须被附加的

什么东西。知觉对象是平坦的、被动的、可见的、被想象的、被提示

的，它们的接受者被抽掉了。定位系统必须统治{ overarch }经验现

象的假定可以被追溯到体验就是知觉的假定。 

伴随知觉出现的是整个熟悉的解释的问题领域（和尼采的迷思：

只有解释。没有任何必须解释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把知觉当做体验

（诸现象、诸情境......)的基础模型，这个解释的问题必定会出现。 

通过科学呈现的世界是沿着知觉对象的思路制造出来的。 

知觉的秩序是“已经在那里了”东西。那里必须要人带来解释。

这个世界只有外在的关系，而且这些关系还必须被收容到观察者内在。

这些关系是点、定位、位置之间的关系。例如，数字14在数数的秩序

中被定位为在13和15之间。但是定义位置需要的连续性只有在什么人

在数数的时候才会发生。位置自己不会互相发生关系。科学提示了通

过外在观察者才有的组织化了的对象。观察者维持着它们关系的连续

性。 

在哲学上这个问题领域多年来已经成为了传统，而且作为没有解

决方法的东西被接受下来。但是，无法解决只是因为知觉被假定为基

本种类的体验。我们不应该从知觉开始。如果我们不从知觉开始，互

动的秩序比定位逻辑更宽广似乎就不会是很奇怪的事了。知觉和逻辑

原本就具有指示超越它们自身的东西的功能。知觉和逻辑是互动的证

据。这里我们根据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著作可以说：我们首先不

解释事物，我们只是存在和行动。我们吸气、哭泣和吃东西。我们总

是已经在互动（诸情境、实践、行动、表现......）中。 

科学的程序是互动。科学的程序不是通过关于无意味对象的交流

的说话者们构成的流动共同体投射的单纯解释。的确，来自不同共同

体的人们即便看到了云室中的轨迹或许也不会把它解释为素粒子。但

是，他们在那里建立云室并以仅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他们的观察结果原

本就是很不靠谱的假定。 



 

 

我们应该从互动出发吗？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要把我们引向

这个方向。我们可以说每一个活着的物种都存在于它的世界中，它当

下的活动“打开”了回应的秩序的可能性，这种秩序在其他任何的情

况下都不可能出现[原注16]。但是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从人类世界

中的互动开始论述。或许我们可以使用他们把互动放在首位的方法。 

让我们首先理解人类版的“互动在先{ interaction first }”，

然后再来改写它。 

举个例子，维特根斯坦写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左手赠送钱给

右手呢？”(PI 268)。在这里我们可以区分知觉和互动。当然我们能

够知觉到一只手正在把钱放到另一只手上，但是这不是“赠送钱”的

意思。维特根斯坦不是作为一个外在对象的观察者在说话，但是他是

在什么立场上说话呢？赠送钱是在那里发生的呢？维特根斯坦(在PI
中)是从情境和互动的内在说话的。 

知觉只在互动中发生是对的吗？还是人可以主张互动是基于先

前的知觉和解释？“赠送钱”也许会被认为取决于文化共有的解释。

并且因为我们经常错误地解释现象和他人，于是有人可能会主张互动

取决于共有的解释。但是解释又是什么呢？在解释中，我们感知和各

种解释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呢？不，我们已经在生活的互动中产生了现

象和对象，然后我们再来解释。并不是印好的单据先单纯地在那里等

待着文化的解释。我经常误会我的妻子，但这仅仅是在我们的婚姻互

动中才可能发生，在我们结婚之前不会发生那么多次。知觉和解释必

须被当做在已经存在并在进行中的互动内部的二次性的东西来考察。 

当然，在维特根斯坦的情境中，科学的互动似乎不会直接发生。

我们相互之间的互动似乎与和自然的互动完全不同。钱的例子和云室

的例子相差太大。钱是在与我们相互回应的他人互动中出现的，而云

室则由无意味的对象构成。然后，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人与人之间的

互动就脱离了“自然”。 

但是，只有当我们接受逻辑秩序如何影响动物——即不解释的对

象，必须对其施加所有联系和解释——时，这种鸿沟才会出现。正如

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科学内部，人类仅此而已。但即便是在科学的

外部，人类解释者也仍然漂浮在空虚的空间中。我们为了理解自己的

身体，必须重新理解作为动物的身体。(APM VI). 

我们自己作为动物的身体依然在起作用，依然在带来复杂的行为。

动物行为学性地“内置的{ built-in }”行为已经很精巧，但不会被

历史和语言所取代。在语言中，内置行为的作用谨慎地被利用并被推



 

 

进。我们的身体在抽象的空的空间中定向。这虽然是我们原本就有的

能力，但是与身体如何感觉和暗含它们的诸情境相比还是有限。我们

活在即刻回应的人的诸情境中。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要由各个情境

的身体意感进行直接行动。我们的身体体验（感受、是......) 着我

们的情境，并暗含我们下一步行动和词句。这些词句会不经思考来到

我们嘴边说话并改变情境。如果这些词句没出现的话，我们就会暂停

下来等一等，等它们到来。[原注17] 

所以我们可以有以下的结论。正如哲学不能从思考模式开始一样，

哲学也不能从知觉开始。我们总是处在一种包含我们以及我们的比较

在内的更广的回应的秩序中。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回应的秩序是回

应作为行为者的我们的，或者是作为在原本交叉着的情境中说着比喻

性的句子的人类的我们的。一种尊重两方面秩序的新的经验论能够使

我们在它们之间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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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说明之间提供了另一个可追溯的关系。当我们考虑新的经验细节时，它还允许我们能够

在这些结点重新打开一切。可以从一组概念性模式中逻辑性地推断出细节。但是，当凭经验

发现“相同”的细节时，可能会暗隐地包含并导致进一步的细节，而这可能与该理论不符。

这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另一种方式，即尽管相同的主张似乎说明了两者，但经验的细节与从



 

 

理论推论的细节不同。通过将推论的细节联系起来，可以产生一种新的定形化——当经验性

地发现这些细节时——首先要“确证”该理论，然后发现包含的其他关连超越了跟随理论可

能到达的范围。关注经验细节的内在复杂性可能有助于形成一种新的概念。 

7. “推进{ carrying forward }”一词是我在其他著作中的用语。但是这样的用语常常是

在使用时派生出来的。因此，它们可以从其获得的任何新用途中派生。那些知道该用语的人

会发现，在逻辑推论以外的其他具有连续性的广范围的各种各样背景下，它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一个单一的概念模式可以确定它的各种各样的适用。语言（词语的使用）是一种回应的

秩序。参见我的“超越模式的思考：身体、语言和情境{ Thinking beyond Patterns: Body, 

Language and Situations }”，in The Presence of Feeling in Thought, ed. B. den Ouden 
and M. Moen (New York: Peter Lang, 1992), 25–151. 

8.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2001), 182; hereafter cited as PI. 请参阅“当维特根斯坦问‘当. . .

时，发生了什么？’时发生了什么？” “What Happens When Wittgenstein Asks: ‘What 

Happens When . . . ?’” (chapter 13 in this volume). 

9. 参见Eugene T. Gendlin，“How Philosophy Cannot Appeal to Experience, and How It 

Can,” in Language beyond Postmodernism: Saying, Thinking and Experiencing in 
Gendlin’s Philosophy, ed. D. M. Levin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 See also ECM and “Crossing and Dipping.” 

10. 参见我的 “Crossing and Dipping,” 以及我的“Reply to Mark Johnson,” in Levin, 

Language beyond Postmodernism, 168–75, 357–58. 

11. 参见“crossing” and “restored implicit governing” in my “How Philosophy 

Cannot Appeal to Experience” and “Crossing and Dipping.” 

12. Richard P. McKeon, Freedom and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and McKeon, Thought, Action and Pas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13. 帕特里克·海兰{ Patrick Heelan }的方法很有希望。他开发了一个单一的双面用语，

其中包括科学影响的一面，另一方面是科学在人类世界中的定位。参见Patrick Heelan has 

a promising approach. He develops a single two-sided term consisting of the 

scientific rendering one side, and its location in the human world on the other. 

See Patrick A. Heelan, Space-Perception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14. 维特根斯坦计划以《对抗逻辑哲学的哲学探究{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Set 
against the Tractatus }》的标题出版他的《論考{ Tractatus }》和《哲学探究

{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 》 。 Logico-Philosophicus(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der Logisch-philosophischen Abhandlung entgengengestellt). What an 
elegant way to contrast the two orders by juxtaposing one work on each! This title 

is discussed in Michael Nedo’s volume introducing the new publication of 

Wittgenstein’s works in parallel German and English. See Nedo’s introduction to 
Ludwig Wittgenstein: Wiener Ausgabe / Vienna Edition, vol. 1 (Vienna: Springer, 
1993), 42. 

15.例如，采用两种秩序的话语可以为生物工程提供背景。首先，它可以定义只能由两个秩

序定形化的种类的研究。其次，这也能使初期阶段对于各种各样问题的关心得到表达。例如，

在生物工程上只是有几项技术应用成为可能，而实际上这还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什么就被投

入数十亿美元。这些资金如今已成为使新技术几乎不可阻挡的力量。但是包括投资者在内的

每个人都可能希望提前把握这些问题。 



 

 

关于事先无法知道用途的问题，请参阅约瑟夫·罗斯{ Joseph Rouse }的《知识与力量：走

向科学的政治哲学》Joseph Rouse, Knowledge and Power: 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结构化了的话语也将使科学家有发言权来决定如何使用他们的发现。例如，一家制药公司的

一位生物化学家开发了一种化学药品，这种化学药品可以延长癌症扩散之前的时间。他还不

知道这种药品的效果有多长时间。当然，这个药品如何使用是由公司的产品部门决定的。事

实上，将其实际施用于癌症患者进行临床试验的成本太高。该药对皮肤也有加深作用，因此

该药已用于该公司的防晒霜中。 

这个例子没有表明政府对于临床试验要求太严，也没有表明制药公司是自私的。该部门在其

有权考虑的范围内做出合理的决定。我的观点是，这是因为没有其他部门可以做出适当的决

断。如果有这样一个部门，则必然是一个部门与另一个共同承担更多的研究风险。该部门必

须以不同的方式工作，从而克服科学和人类分裂的现状，并使科学/人类之间的界面成为必

不可少的研究领域。 

当前，有些人把市场视为进化选择的延伸。相对于此，另一些人认为现实是几个公司垄断了

利益。没有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般策略。因为每次都不一样。 

孟山都公司的大豆经过精心设计，只能耐抗孟山都的除草剂。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很容易确

定市场在为谁的利益运作。但是更多的有关参数的信息可能会改变我们的想法。 

与普通的母牛相比，被设计为生产更多牛奶的母牛乳房更大，更容易患病。在美国，生产牛

奶的农户将继续减少，而牛奶的产量保持不变。许多农民将倒闭。但也许在印度，拥有大乳

房的母牛可能是老天恩赐。我想说的是，这里有一个更广阔的秩序被打开的整个领域。 

另一个问题是，从长远来看，不考虑进化选择导致的物种利益而对新动物进行工程设计是否

明智？例如，几年前就创建了一种组合牛猪。据说生下来的牛猪一直在痛苦。也就是说，这

种“进化”不符合生物的利益，其目的只是为市场提供全瘦型猪。农户组织停止了这一发展，

以防止一家公司获得“优质”动物的专利并消灭现在其他养猪的农户。但是在这里，生物自

身的利益也没有被考虑。当然，生物自身的利益并不能在逻辑用语上被概念化。但是在处理

界面的领域是否可以通过加入一些对于市场的某些要素来进行进化选择呢？ 

同样地，由于我们科学用语的本来特性，对于人类而言许多重要的事情是无法检测到的。有

了回应的秩序，我们既不会使它们杂乱无章，也不会简化它们的一切。 

16. 关于我对海德格尔的“存在在 ......中 { being-in }”的使用，请参见我的

“Befindlichkeit,” Review of Existential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6, nos. 1–3 

(1978–79): 43–71. (This is now chapter 11 in this book.)  

17. See my “. For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applications of this philosophy, 

see my,  

17.参见我的“首要是身体而不是知觉{ The Primacy of the Body, Not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Man and World 25, nos. 3–4 (1992): 341–53, and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cept of Narcissism,” in Pathologies of the Modern Self, ed. D. M. 

Levi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7), 251–304。有关此哲学的心理和

社会应用，请参阅我的《聚焦{ Focusing }》2nd ed. (New York: Bantam, 1981), and 

www.focusing.org.。 

（完） 

http://www.focusin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