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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主义可溯源至亚里士多德哲学。 作为一种确证的理论, 它面对的主要是“回溯论证”的问题。

当代基础主义者一般采取经验论的观点。 他们需要解决的, 包括基础信念的存在、能够对上位概念提供支持,
以及它们本身必须是自我确证的、独立于其他信念等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使基础主义区分为不同的
类型。 基础主义的理论有其合理性, 这表现在基础信念是存在的, 基础主义所论及的论证方式是不可或缺的,
是一种基本的信念或知识的确证方法。 不过, 基础主义有关“基础信念”的界定需要进行某些修改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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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主义溯源
本文所论究的“基础主义”
, 专指知识论在“确证”
意义上的、而非后现代主义所抨击的一般哲学意义上的
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是西方知识论中的主流性观念, 一般以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为古典基础主义的代
表。 更远的源流则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并把欧几里得几何学作为这类知识模式的原型。
在《后分析篇》
中, 亚里士多德在讨论知识是如何可能时, 将知识看作都是通过证明而获得的。 这里的证
明, 指的是“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 1 ] (P247)。 这样, 作为知识证明出发点的前提就必须是真实的、首要的、直
接的, 是一种“本原性”
的命题, 即在它之先没有其他的前提。否则, 就决不可能有证明。他反驳在这一问题上
的两种观点: 一是断言知识是不可能的, 因为证明必须知道最初的前提, 而这会导致无穷的后退; 一是虽然承
认知识是不可能的, 但却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是可以证明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也是不
必要的。 这里对于基础主义观点来说重要的是,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并不是所有知识都是可以证明的。 直接
前提的知识就不是通过证明获得的。 这很显然并且是必然的。 因为如果必须知道证明由以出发的在先的前
提, 如果直接前提是系列后退的终点, 那么直接前提必然是不可证明的。……我们不仅主张知识是可能的, 而
[1]
且认为还存在着一种知识的本原。我们借助它去认识终极真理”
。在这段话中, 亚里士多德肯定作为直
接前提的、本原性的知识的存在, 认为这种前提是无需证明的, 并且还能够用来证明其他的命题, 这些思想无
疑是基础主义的。
(P251)

有的学者认为, 亚里士多德所赞成的这种基础主义的知识模式, 其原型乃是欧几里得几何学。 这表现在
基础主义像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一样, 把一些命题视为基本的或基础性的。这类命题能够为系统中的其他
命题提供确证 ( 理由) , 而它们本身却是无需确证、无需由其他命题来提供理由方面的支持的。相反, 其他非基
础性的命题则需要以一种线性的方式, 从基础命题那里通过推论来获得其确证。 在知识系统中, 这是一种顺
序推进的过程。首先从基础命题中直接获得支持来建立起一些确证的命题, 然后进一步从后者再推演出新建
立的命题。在这种欧氏几何型的知识模式中, 所建立起来的非基础命题是通过一种线性的链条而与基础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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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的。[ 2 ]

(P697- 698)

在近代经验主义那里, 洛克也被视为源泉之一。基础主义的这种主流地位一直延续到现当代。罗素与刘
易斯也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基础主义的观点。在当代知识论中, 基础主义的代表人物有齐硕姆、阿尔斯顿、普洛
克与奥迪等。

二、回溯论证与基础信念
作为一种确证的理论, 基础主义主要关涉的是“回溯论证”
的问题。 所谓回溯论证是指, 一有待确证的信
念 A 需要通过援引另一信念 B 来得到论证。这种论证构成一种推论的关系, 其中信念 A 以某种可接受的方
式从信念 B 中推论出来, 信念B 也由此能够作为接受信念A 的理由。但假如信念 B 本身也是有待确证的, 这
样一来, 信念 B 也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确证, 从而求证于 C , C 又求证于 D , 如此反复进行, 就使确证陷入一
个无限的回溯系列而无法终结。
在确证的意义上, 基础主义要解决的就是这一“回溯论证”
的问题。 它认定在确证的结构中, 有着两类不
) 。基
同层次的信念。一类是所称的“基础的”
的信念 ( 命题) , 另一类则是非基础的信念 ( 亦可称为“上位信念”
础信念是确定的、直接确证的、自我确证的, 它们无需从其他信念那里获得确证性, 却能够为其他非基础信念
的确证提供理由上的支持。 这些非基础信念的确证是由基础信念所推论出的, 因此是最终诉诸基础信念的。
这样, 本身是“非推论”
的基础信念被看作是提供了知识确证的基础, 它使论证在形式上最终得以结束。
基础主义的这类基础信念包括如下几种类型。 一是经验主义的, 如休谟和洛克, 断言基础信念展示了内
在地通过感觉或内省而获得的知识。 在休谟看来, 任何确证必须要么中止于关于我们心灵的当前内容 ( 感觉
印象) 的信念上, 要么中止于来自记忆或观念间的联系的信念。二是理性主义的, 如笛卡尔、莱布尼兹, 主张至
少某些基础信念来自于理性的直观。在近代哲学中, 笛卡尔表现的是一种强的基础论。他把基础信念看作是
逻辑上自明的、无可怀疑的、确定无误的, 从而是不可错的; 此外, 由于非基础信念是可以从基础信念演绎出
来的, 因此, 具有这种推论关系的非基础信念也是不可错的。他的哲学依此追求的是找到一个不可怀疑的、从
( 我思”
) , 由之来演绎出作为“上位信念”
( 我在”
而也就是自我确证的基础观念 “
的其他信念 “
等) 。三是先验论
的。由于并非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经验或理性的直观, 因此有的哲学家, 如柏拉图、康德, 主张存在着内在的、
先天的知识, 如作为共相的“理念”
与纯粹理智的范畴。四是语境主义的, 他们断言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命题, 它
们是被处于相同语境中的同一认识共同体视为理所当然的, 如处于同一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家所认可的某
些科学范式。
在这几种类型中, 当代基础主义者一般采取经验论的观点, 把感觉经验看作是认识主体与外部世界联系
的唯一途径, 把我们有关世界的信念看作是对感性输入 ( 知觉) 的直接回应, 它们构成更复杂的信念的基础。
刘易斯的“给予”( the g iven ) 论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所谓“给予”者, 指的是一种可感受到的事物的性质
( qua lia ) 、可被认识的事物的特征, 如“红”
、
“硬”这样的直接的东西 ( im m ed iacy ) 。 这些性质和特征是可以在
不同的经验里重复出现的, 因此是一种普遍的东西。 他写道:“经验的真理最终只有通过感性知觉才能被认
识。……我们的经验知识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而产生, 虽然这一结构的大部分是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支
[ 31
持而得以稳定, 但它的所有部分从根本上全都建立在直接的感觉发现上。”

(P171)

也就是说, 刘易斯把基本信

念的确证看作是建立在“给予”
的经验之上的, 犹如“我看到在我面前有个红苹果”
。这类给予的经验按照齐硕
[4]
姆的说法, 包括“感觉”
、
“感觉印象”
、
“现象”
、
“感觉材料”等所谓的“现象的存在”

(P169)

。 这种“给予”的东西

是直接呈现的, 无需进一步确证的。 它是被感觉到的东西, 存在于意识的范围之中。 虽然对于这些给予的感
觉经验我们还要作出解释, 但由于在给予者中发现的联系是完全独立于我们的观念之外的实在联系, 不管我
们是否实际上遇到它们, 它们都继续存在, 因此, 这种给予的经验最终构成了经验知识的基础, 即构成经验性
的基本信念。 我们在认识中能够实现从这些实际给予的东西到将来以及在不同环境下可能给予的经验的推
论。 刘易斯的这种“给予论”
被恰当地归之于一种“现象论”
, 因为它所说的“给予”
物乃是所感觉到的、需要解
释的现象, 而这涉及的是基本信念的性质与可能性问题, 它们构成基础主义理论能否成立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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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础主义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
由于基础主义的基本要义, 一是在于对基础信念与非基础信念作出划分, 认定基础信念的存在以及它能
够对上位概念提供支持, 二是断言基础信念本身必须是确定的、可靠的, 其确证性无需诉诸其他的信念, 也就
是说, 它们本身必须是自我确证的、独立于其他信念的。 因此, 基础主义的理论要能够成立, 它首先需要解决
的问题是如何满足这两个条件。由于笛卡尔的古典基础主义对基础信念的要求——确定性、不可错性等——
太强, 实际上是难以满足的, 因此, 当代的基础主义退回到一些比较弱化的条件, 认可基础信念的可错性, 可
修正性, 同时继续捍卫基础信念的存在。 在有关基础信念存在的问题上, 它们围绕着“给予”
论所引发的问题
展开争论。
早在 1956 年, 塞拉斯 (W ilfrid Sella rs) 就曾对“给予”论提出尖锐的批评。 他认为, 给予论混淆了两类不
同性质的东西, 一是感觉所提供的特殊物, 另一是意识用以把握这些感觉经验的普遍性的语词或概念。 由于
) 的普遍性知识, 即概念的获得要经
语词或概念的运用预先假定了认识者具有关于该语词或概念 ( 如“绿色”
过公共语言的中介, 而这一普遍性知识反过来又是依赖于先前对各个特殊的“绿色”
事物认识的归纳, 因此说
“给予者”
是直接确证的, 能够作为基础的信念, 为经验提供可靠的基础, 这是值得怀疑的。就此, 塞拉斯写道:
“这里的关键之处特别在于, 任何有关特殊事实的观察的知识, 如“这是绿色的”
, 预先假定某人知道以形式 X
出现的普遍知识是 Y 的可信赖的表征, 并且承认这一点则要求放弃传统的经验主义观点, 即观察的知识是
(P299)
‘以自己为基础的’
。”[ 5 ]
由于感觉经验不可能以自己为基础, 因此, 经验中不存在任何独立的给予者。
后来, 在 1985 年出版的《经验知识的结构》
一书中, 邦久 (L au rence Bon jou r) 把围绕着给予论所争论的问
题 概括为:“给予的东西是认识的或是非认识的, 判断的或是非判断的? 是否它包含着认识的命题或断
定? ”[ 6 ]
或换言之, 给予的东西仅仅是某种自在的知觉, 还是已经包含着我们心灵活动状态的信念? 对于基
础主义来说,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涉及什么是“基础信念”
的问题: 究竟是我们有关视觉经验的显现的心灵
(P75)

状态性质的信念, 还是有关知觉即有关外部环境的信念是更根本的、基础性的信念?
对此, 基础主义内部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称为“信念论的基础主义”
, 它提出有关“显现的信
念”
与有关“知觉的信念”
的区分, 宣称有关“显现的信念”
乃是基础信念, 而知觉信念则不是。 其理由是, 对象
的显现在心理上是先于知觉信念的, 知觉的心理过程起于显现, 然后进展为信念, 并且, 有些知觉是并不具有
信念的, 人们可以作出知觉上的识别而不具有信念; 再者, 我们经常引用事物如何显现给我们的情况来确证
我们的知觉信念。 因此关于事物如何向我们“显现”
、即我们自己的心灵状态的性质的信念是基础的信念, 它
们归纳地支持后来的知觉信念。它们为我们有关对象以及它们的性质提供了可错意义上的确证。例如, 某人
关于“这里有一本红色的书”的信念, 可以通过引用这本书是如何向他显现而得到确证, 如“它看起来是红色
的”
。由于我们能够诉诸我们如何被显现的状态, 因此这一方面表明我们确实具有关于显现的内容的信念, 同
时也表明知觉信念是依赖于我们的显现信念的。信念论的基础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建立在视觉经验基础
上的知觉信念本身不能是确证的, 其确证性来自于引用在前发生的有关显现的信念。
非信念论的基础主义则把知觉信念与记忆信念视为基础信念。 非信念论的基础主义认为基础信念是建
立在知觉经验的内容之上的, 不过这些内容本身却不是信念, 或者如戈德曼所说, 显现并不包含概念, 它们是
非概念化的。 依此, 知觉经验属于一种非信念的精神状态。 人们是通过自己所具有的非信念的视觉经验, 才
产生诸如“我前面有一支铅笔”
之类信念的。非信念论的基础主义把某一信念事实上是确证的, 同能够表明该
信念是确证的这两者区别开来。这就好像一个学生即使一时不能证明他的身份 ( 如没有带学生证等) , 但却并
不妨碍他仍然是个学生一样。 这表明信念有其自在的确证性, 即使人们无法表明该信念是确证的。 因此, 表
明某一信念是确证的, 并不构成该信念的确证的必要条件。 由此, 它否定信念论的基础主义有关在知觉信念
的确证中必须引用显现信念的主张, 宣称人们很少具有现象是如何向我们显现的信念。它断言假如某人有着
“这本书是红色的”
信念, 并且假定这一信念是由他具有特殊的知觉——看到一本红色的书——的结果, 则他
的信念的确证的源泉乃是视觉经验。 此外, 由于“看到一本红色的书”
这一经验本身并非是信念, 因此他有关
这本书的信念的确证并不依赖于其他的信念。 要作出为什么我的信念可能是真、并从而是确证的解释,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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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我有相关的视觉经验这一事实; 我的相关信念正是该视觉经验的结果。 简言之, 是我的视觉经验引发了
我的信念, 并且使得我的信念可能是真的, 或者说, 使得我的信念是直接确证的。
由此, 非信念论的基础主义断言正常的知觉信念构成基础信念, 显现的信念是不必要的。因为, 假如显现
的信念是通过诉诸经验或现象的内容而得到确证的, 那么经验或现象本身就能构成知觉信念的确证的基础。
因此非信念论的基础主义认为, 只要这个联系成立的话, 有关显现的信念就显得是多余的了。
除了论证基础信念的存在之外, 基础主义理论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是论证人们借助于推论的原
则, 可以从基础命题中推出非基础的、上位的命题。 命题间的推论关系是借助于理由进行的。 由于推论的逻
辑形式基本上是演绎或归纳的, 因此一般而言, 以往对于这种推论中的理由 ( 基础命题) 对论题 ( 非基础命题)
的支持关系, 就要么把它们看作是演绎的、要么看作是归纳的关系。 笛卡尔的基础主义对此给出的解释是演
绎性的, 认为从基础命题中能够蕴含地推出非基础命题 ( 作为结论) 。由于演绎性推论的前提与结论间的关系
是必然的, 因此基础命题作为论证中推论的理由, 属于一种“决定性的”
理由, 它逻辑地蕴含着它的结论。与此
相反, 归纳性的理由由于对结论的支持不是必然的, 因此属于“非决定性的”
理由。对于经验主义来说, 由于其
认识论的主张是一切认识都是由经验出发, 因此自然地, 它的基础主义观点将基础信念对非基础信念的支持
看作是归纳性的, 从而是非决定性的。
一种看法认为, 当代知识论研究最重要的推进之一, 就是拒绝上述那种把理由看成要么是演绎性的、要
么是归纳性的看法, 并且发现了除此之外的其他类型的理由。这主要包括如下两种: 一是“现象主义的解释”
,
二是“最佳解释的推论”
。
“现象主义的解释”
属于非决定性的理由, 它针对的是知觉中的推论关系, 试图解决知觉如何提供有关对
象认识的问题。 这一问题表现为: 假如我们看到某种东西是红的, 如何能够确认这个东西本身是红的呢? 或
换言之, 有关对象是红的知觉如何蕴含对象是红的结论? 现象主义对此的解释是, 这种蕴含只能通过在现象
中对对象是红的进行逻辑分析来获得, 或者说, 通过对概念的定义的正确分析来进行, 因为概念既然是表达
了某一事物的充分必要条件的定义, 因此现象主义者假定, 一般而言概念的所有逻辑性质必定出自于它的定
义。特别地, 概念之间的蕴涵必定来自于这些概念本身的定义。这样, 如果有“某物在某种环境 C 下看上去是
红的”
, 与“它是红的”
这两者之间存在蕴含关系, 那么这必定要么产生于某物是红的概念的定义, 要么产生于
它看上去是红的概念的定义。后面这种概念一般被看作是逻辑上简单的概念, 同时也是定义最终借助它们得
以形成的概念。 因此可以假定, 所需的蕴含必定得自于对某物是红的这一概念的正确分析。
这一蕴含形式表现为, X 对于 S 在某种环境 C 里看上去是红的, 蕴含 X 是红的。所谓现象主义就是这么
一种通过找到如此这般的定义来解决知觉问题的观点。刘易斯对此曾作出有代表性的表达。他写道,“X 是红
的”能够被分析为可能无限多的形式如“假如在环境 C 中, 我要做出 [ 举动 ]A , 那么 [ 某物 ] 将以 R 的方式向
我显现”
的条件的合取。这里, R 描述了某种被显现的方式。例如, 这样的条件会告诉我们, 假如我们在正常的
灯光条件下看 X , 那么它将显现为红的。 这意味着知觉作为有关对象显现的知觉, 它作为概念 ( 表现为定义)
得以形成的基础, 自身蕴含着支持对象性质如何的理由, 从而能够提供有关对象的认识。
“最佳推论的解释”
关系到的是归纳性的理由, 即一些个别性的证据对某个假设、命题的支持。 它既是我
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归纳手段, 同时也是科学研究运用的一种方法。 假如人们进行了一组观察, 那么他们通
常会认可其中得到证实的一种假设, 因为这是对那些观察的最佳的解释, 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 假如你有着
一些作为基本信念的事实理由, 而对某一命题的解释能够适合这些理由, 那么你对该命题的信念就会认为是
确证的。 例如, 早晨起来, 你看到屋外许多树叶散落在地, 阳台上挂的衣服也被卷成一团, 那么你会推测说昨
晚刮了大风, 因为这是所能作出的最好的解释。

四、基础主义的类别
根据上述有关基础信念与非基础信念之间的推论关系, 以及这种推论关系的逻辑联系程度的不同认定,
可以把基础主义划分为古典的、非古典的以及温和的三种类型。 古典的基础主义以笛卡尔为代表, 主张基础
信念是不可错的, 它们与非基础信念之间的联系是演绎性的, 从而非基础信念由此得到的确证也是不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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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可以看出, 这种古典基础主义关于基础信念的“常真性”
与“不可纠正性”
的条件界定太强, 因此是难以得
到满足的, 这使得基础主义在受到批评的情况下开始弱化其条件要求。
非古典的基础主义以罗素为代表, 它对基础主义观念的演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基础信念
的范围, 主张我们能够直接获得的不仅是有关我们的感性经验内容的信念, 而且还包括我们自己的思想、情
感以及记忆的回放。由于这些信念都是我们所直接获得的, 因此它们同样都是不可错的。二是把基础信念与
非基础信念之间的联系由演绎关系进一步扩展到归纳的关系 ( 概率的关系) , 以及最佳解释的推论关系。这一
扩展的结果使得非基础信念被看作虽然是能够得到确证的, 但却并非是确定的。
温和的基础主义产生于对强的基础主义要求的弱化与修正。 这首先表现在它把基础信念看作并不需要
是不可错的, 并且也无须造就一个完全真的系统。得到确证的、然而是可错的信念虽然能够是真的, 但却不能
保证它是真的。在遇到新的否定证据的情况下, 原先认为是确证的东西是可以被推翻的。因此基础信念所需
要的只是作为一种有关真的表达, 这种表达以真为其假定。 其次, 温和的基础主义的弱化特征还表现在它认
定基础信念与非基础信念之间的推论联系可以是归纳的, 而不仅仅是演绎的, 并且认为这种推论的联系是可
错的, 而不是不可错的。 因为虽然我们对某个信念有着好的证据, 但如果新的证据表明原有的证据是不适宜
的, 我们就可以排除原有的证据。再次, 它认为所谓的基础信念是相对的, 是与认识者相关的。随着语境的不
同, 几乎所有的信念都可以作为基础信念来使用。最后, 它主张应当把具有关于某一信念的确证同能够展示、
说明这一确证区分开来, 因为我们并不需要通过做到这一点来获得对某一信念的确证, 就像人们可以合理地
相信哥伦布在 1492 年发现了美洲大陆, 而不需要能够展示这一发现一样。

五、结

语

总的说来, 本人认为基础主义的理论有其合理性, 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1 基础信念是存在的, 这可以由以下类别的基础信念的存在所证明
首先,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 能够用来支持其他信念、且本身一般不需要其他信念支持的命题, 都可以看作
是基础信念。 依此标准, 基础信念可以按推论类型的不同而有两类。 一类是演绎性的, 作为演绎论证中的推
论的前提。一些具有公理性质的命题, 如几何学中的“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
等, 就属于这类基础信念; 另一
类是归纳性的, 作为归纳论证中的推论的前提。 如“荷花是有颜色的”
、
“梅花是有颜色的”
、
“桃花是有颜色
的”
等作为前提的基础信念, 支持着“所有的花都是有颜色的”
这一普遍性的信念。
其次, 基础信念亦见于解释性的论证中, 特别是表现在因果性的论证关系中。如要证明某人的无罪, 可以
举出他不存在作案时间的证据等。这里的有关某人没有作案时间的事实根据, 就是作为一种基础信念在支持
某人无罪的另一信念, 它使有关的论证得以打住。
由此可得出两条结论: 第一, 基础信念并非如经验论的基础主义所说的只涉及我们自己的感觉状态; 第
二, 上面有关不同类别的基础信念的分析, 表明不存在基础信念的说法是无法成立的。
21“回溯的论证”
属于一种思辨性的理论假想

由于肯定了上述不同类别的基础信念的存在, 因此所谓“无限回溯的论证”
只是一种思辨性的理论假想,
在绝大多数的论证中是不会出现的。“无限回溯的论证”假定了论证中信念 A 依赖于信念 B , 信念 B 又依赖
于信念 C 等等所导致的无限回溯。 但只要我们上述有关基础信念存在的论证能够成立, 则回溯的论证只能
说是一种并不对实际论证构成威胁的假想。 在现实的科学与日常活动的论证中, 情况也确实如此, 并不会陷
入无限的回溯过程中。
31 作为信念基础的“给予”
问题是一个操作性确证的问题
如何相信给予的知觉, 给予者自身是否具有确证性? 这一问题不是理论的思辨所能解决的, 而是属于操
作性的问题。 显现给我们的知觉是否正确、能否作为相关信念的证据, 这并无法通过反思知觉的内容来获得
解决, 因为显现本身是可能出错的, 我们的感觉能力时常会因为自身的有限性以及环境状况的限制而产生错
觉, 因此这是要通过进一步的相关操作, 如经验的证实、否证等, 才能予以确证的。进一步说, 即使这样的操作
有时也还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 毕竟认识总是通过克服困难而前进的, 因此, 复杂信念的操作性确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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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表现为一个长久的、艰苦的科学认识过程, 就像我们有关“原子”
的结构与本质的信念一样。
41 肯定基础信念存在的意义
一旦我们不承认基础信念的存在及其论证方式, 那就真的会陷入基础主义所谓的“无限回溯论证”的困
境中。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 其道德伦理系统、法律政治系统, 都是建立在某些基本价值信念之上的。这些
基本价值构成了对所要论证的观念、规范的解释性支持关系。 如果社会的政治、法律等理论及其论证缺乏这
些基础信念, 那将是不可想象的。例如, 如果社会缺乏诸如自由、民主、正义之类价值的基本信念, 我们如何能
够建立起社会的道德与法律规范呢? 人所皆知, 社会需要各类规范, 而规范恰恰是建立在一些人们所接受的
共同价值信念的基础上的。即使在不同的年代, 这类价值信念会有所不同, 有时甚至会是根本不同, 也只能说
明不同的社会规范是建立在不同的基本价值信念之上的。 因此可以说, 基础信念的存在不是有无的问题, 而
是“哪些”
的问题。
51 基础主义有关“基础信念”
的界定需要进行某些修改与补充
当然, 在进行这种认定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基础主义有关“基础信念”
的界定进行某些修改与补充。 基础
信念的性质可以随着知识领域的不同而变化。在逻辑与数学的一些公理系统里, 可以允许有自明的、确定的、
先验的基础信念的存在。 在自然科学的范围里, 经验性的基础信念应当是可错的、可修正的。 而在社会科学
领域里, 基础信念还可以允许是设定性的、目的性的, 并且同样是可错的、可修正的。 虽然从进入近代社会以
来, 自由、平等、正义等理念逐步成为人类社会的思想基础, 但这些理念本身也处于不断修正的过程中。 人类
思想史与社会发展史的进程能够表明这一点。
61 最后的结论
问题不是要不要基础主义, 而是基础主义所论及的论证方式是不可或缺的, 是一种基本的信念或知识的
确证方法。 信念之间不可避免地构成一种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 作为支持者的信念实际上就是一种带有基
础性质的信念。 如果这一信念本身不再需要其他信念的支持, 那么它就可称为“基础信念”
, 因为它符合基础
主义、特别是温和的基础主义有关“基础信念”的主要条件, 如它不需要其他信念的支持, 却能从理由上支持
其他信念, 并使确证得以终结。如果否定存在着这样的基础信念, 那么一般意义上的确证就成为不可能, 因为
确证将确实会陷入无限回溯的状态中, 而在实际发生的知识的确证活动中, 这样的状态少有发生, 其原因也
是在于人们对作为支持者的信念的信赖, 把它们作为“基础信念”
来看待。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 我们应当抛弃
强的基础主义的一些观念, 如把基础信念看作是常真的、不可纠正的。 这样的看法不仅违背认识不断发展的
规律, 而且也将使基础主义本身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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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a sica l ism a s the Popular Concept of W estern Ep istem ology
CH EN J ia 2m ing
(D ep a rtm en t of P h ilosop hy , X iam en U n iv ersity , X iam en , 361005, C h ina )
Abstract: T he sou rce of ba sica lism can be traced to A risto tle’s p h ilo sop hy. A s a co rrobo ran t theo ry, w ha t it m a in ly encoun ters
. B a sica lists a t the con tem po ra ry era u sua lly take the em p iricism. T he p rob lem s they shou ld so lve
is“tracing a rgum en ta tion ”
a re abou t: the ex istence of ba sic p ersua sion s, suppo rt fo r ep igynou s concep tion s, self 2co rrobo ra tion, and indep endence from a ll
o ther p ersua sion s. D ifferen t an sw ers to these p rob lem s lead to d ifferen t gen res of ba sica lism. T he theo ry of ba sica lism ha s its
ra tiona lity, w h ich can be rep resen ted by the ex istence of ba sic p ersua sion s, the necessity of the a rgum en ta tion. T he defin ition
of“ba sic p ersua sion ”in ba sica lism , how ever, need s certa in m od ifica tion and supp lem en ta tion.
Key words: B a sica lism ; Co rrobo ran t; B a sic p ersua sion; Ep istem o 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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