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规定了形式上必然为真的途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黑格尔的认识论与传统理解的笛卡尔意义上的认
识论有了不同。 按照笛卡尔式的理解, 认识论是对思维活动过程的研究, 是关于人们的认识活动从概念到
判断再到推理的科学。这是根据心理学对认识发生发展过程的研究, 是个体性的思维内容的研究。但知识论
则是对知识的形式和条件的研究, 完全不依赖于具体的知识内容即思维活动。 应当说, 知识论与认识论的重
要区别就在于, 前者是关于思维活动的内容, 而后者是关于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 由于这样的条件是以询问
知识的形式规定开始的, 又是以探究知识的逻辑必然性为前提的, 因而, 知识论就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特征。
这里对知识论和认识论的区别并不是完全否认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深层意义上或在广义上说, 认识
论和知识论都是对人类认识过程的一般特征或抽象特征的研究。 而且, 只要是一种“一般的”
、
“普遍的”
、
“抽
象的”
研究, 就不可能是“个别的”
、
“特殊的”
、
“具体的”
, 就是说, 这样的研究一定是要超越经验的、物理的、个
人的成分, 进入纯粹思想的、具有共性的、必须用普遍概念表达的成分, 这样的成分当然就不会是自然科学的
内容, 也不是意识活动领域的内容, 而只能是关于纯粹形式的科学, 即逻辑学。这里的“逻辑”
不是指传统的形
式逻辑, 也不是指通常理解的对思维形式的研究, 而是指对事物存在必然性的研究, 是对事物之所以成为自
己的自我规定性的研究。 可以看出, 这里所理解的“逻辑”
其实就是形而上学。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把
认识论和知识论都看作是形而上学的表现形式, 当然, 更应当把逻辑学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基本形式。
对逻辑的这种全新理解, 势必直接导致我们重新解释传统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以及作
为所有这些分支之基础的形而上学。这当然不是在这里可以简单地说清楚的。仅从知识论的角度看, 作为一
种形而上学, 对知识性质和知识条件的追问就包含着深刻的本体论特征: 在这里, 知识已不再被看作人类认
识活动的概念化结果, 而是人类的存在方式, 也是人类用于表达自我的方式。应当说, 对知识性质和知识条件
的追问, 与其说是一种认识论的提问方式, 不如说是一种本体论的反思方式。

知识论研究的问题与实质
陈

嘉

明

(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福建 厦门 361005)

“知识论”
, 顾名思义, 以“知识”
为研究对象, 因此它以知识的存在为前提。 由于知识本身的种类、形态与
内容是处于变化之中的, 因而知识论对于知识的理解自然也会随之而发生变化。
在近代, 成熟的知识形态主要有数学 ( 主要是欧几里德几何学与算学) 、牛顿物理学, 因此它们构成了知
识论思考的基本对象。理性主义者 ( 如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等) 以数学为知识范本, 认可天赋的先验知
识的存在, 将演绎推理解释为理想的知识方法, 并以必然性和确定性作为知识的内在属性。经验主义者 ( 如培
根与洛克等) 则以物理学这一经验科学为知识范本, 因此, 他们否认天赋知识的存在, 突出归纳法的作用。 不
过在知识的属性上, 仍然是与理性主义者一样, 将必然性和确定性视为知识的根本属性。
近代知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休谟以 “因果性”概念为依据, 怀疑经验科学及其方法的确定性,
从而否认经验知识的必然性。 力图对这一挑战做出回应, 以求重新奠定知识大厦之基础的是康德。 康德哲
学的宏伟蓝图, 在理论哲学领域里进行着至少两项重要的革命, 一是将亚里斯多德以来的以“存在”( 在亚
) 为对象的形而上学, 改造为为知识提供逻辑根据、即
里斯多德那里是“实体”
, 在莱布尼兹那里是“单子”
认识之原理的形而上学。 因此在康德哲学那里, 形而上学与知识论是合一的; 二是试图将理性主义与经验
主义两派之中的合理要素整合起来, 思考各种类型的知识, 包括数学、 物理学与哲学在知识类型上的共同
性, 并在有关知识的解释上进行一场 “哥白尼式的”革命, 将知识论从符合论改变为先验论。
康德这一知识论构想是建立在对知识的三重层次划分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 最低层面的知识是经验性
的 知识, 即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知识, 它们的依据是“经验的法则”
, 所以亦可称为“应用的理性知
[ 1 ] (P3)
识”
。
第二层面的知识是自然科学中的“纯粹的部分”
, 即包含着“一切对自然的解释的先验原则的部
分”
, 这一部分属于“纯粹理性的知识”
, 它们构成自然科学的“先验的法则”
, 亦即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或前提
条件, 从而也可称为“自然的形而上学”
。第三层面的知识是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知识, 它们来自于对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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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中的这些“纯粹部分”
、以及形而上学本身的反思。 康德在类型学上将它们归属于同一类型的知识
——先天综合判断, 并从中剥离出它们构成的诸先天要素: 广义的纯粹理性 ( 包括纯粹直观、先验想象力、先
天统觉等) , 及其先天具有的范畴和由范畴引出的综合判断原理的体系。 这些要素构成一切知识的根据。 这
种为知识寻求根据的努力, 在黑格尔那里则表现为一种概念的逻辑。 一些根本性的范畴 ( 本质、现象等) 成为
知识的根据。 按照黑格尔的哲学, 不论是人们的思维、或是自然界本身的运行, 都是依据这些范畴而进行的,
都服从于范畴所展现的本质与规律。
在当代, 西方知识论发展的一个明显变化是随着分析哲学作为主流哲学的登场,“形而上学”
遭到无情的
批判与摒弃。 为知识寻求形而上学根据的努力, 被斥为无意义的东西。 哲学回到经验论, 知识论也如此。 虽
然如此, 知识论寻求知识根据的努力依然在进行着, 只不过这样的根据不再是“形而上学”
的, 而是经验的, 它
们表现为知识的诸种条件, 包括真、确证 ( 理由) 与信念等, 尤其是其中的“确证”
这一条件, 它构成当代知识论
的核心部分。之所以如此, 是由于在 1963 年, 一位名叫葛梯尔 (Edm und Get t ier ) 的教授发表了一篇仅有两页
篇幅的论文:《确证的真信念是不是知识》
, 针对西方传统的知识的三元定义 ( 即知识必须满足真、确证与相信
这三个条件) , 提出了后来称为“葛梯尔反例”
的两个反例。这两个反例对西方知识论提出的严重挑战在于, 即
使满足了知识的三元定义, 其结果也可能仅仅是偶然为真的, 因此也算不上是知识。[ 2 ] —56)
对葛梯尔反例的回应可区分为“确证主义的”
与“非确证主义的”
。前者用加强确证的条件的途径来解决,
要求根本性的论证和推论都不能建立在错误的前提或假定之上。“不可败性”
理论是这种解决方式的一个代
表。它认为葛梯尔反例的实质在于认识者是从虚假的信念中推出它的合理的真信念, 因此它对知识的定义所
强化的条件是: 主体 S 相信 P 的理由不应当包括任何错误的信念。 后者则要么寻求用增加知识条件的做法
(P54

来解决, 要么用完全替换知识条件的做法来解决。 诺齐克的“真理追踪论”
寻求的是第一种做法, 他为知识的
三元定义所增加的条件是:“如果 p 不是真的, S 就不相信 p; 如果 p 真, S 就相信 p。”诺齐克希望用这两个增
加的条件来保证知识只能是确证的真知识, 而不允许存在侥幸的认识。戈德曼的“因果性”
理论等寻求的则是
后一种方法, 即用完全替换知识条件的做法来解决葛梯尔问题。他认为葛梯尔问题的实质在于信念与使信念
为真的东西 ( 事实) 是不同的, 因此认识者所相信的东西并不是事实, 并且它所推论出的东西纯粹是一种巧
合。为此, 戈德曼强调的是作为原因的事实与作为结果的信念之间的联系, 也就是说, 对于知识 P 来说, 事实
P 应当引起信念 P; 反之, 假如某一信念并没有因果地与相关的事实相联系, 它就不是知识。
除了对知识条件的研究之外, 当代知识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确证理论的研究。在这方面主要形成两
大流派, 一是“内在主义”
, 另一是“外在主义”
。内在主义断言信念的确证完全是我们心灵“内在状态”
的功能,
是一个心灵内部的活动过程。这表现在信念的确证是由它与其他信念或理由的关系决定的, 因此确证是由心
灵活动按照一定的认识规范 ( 包括强调认识者的责任) 所产生的, 并且这种心灵活动的各个要素 ( 感觉、直观、
信念等) 都是可以通过内省或反思加以把握的。 外在主义则主张与信念的确证相关的不止是内在状态, 而是
主要在于与外部事实的联系, 以及产生信念的过程与方法的可信赖性, 如正确的知觉、推理等过程。如果某一
认识过程是可信赖的, 这意味着它具有较高的真的比率, 那么它就可能使形成的信念成为确证的。
就两者的比较而言, 内在主义属于比较传统的思路, 将知识的获得与确证归结为意识的内在行为, 属于
“意识哲学”
的范畴。 而外在主义另辟蹊径, 寻求从信念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或信念产生的可信赖过程中获
得知识的确证性的根据。 但不管是何种主张, 它们的目的都是要为知识及其确证寻找有效的根据, 这与近代
知识论的目的是一致的。 这表明知识论研究不论其问题的提法或论证形式作何变化, 其实质依然有其同一
性, 都是寻求把握知识的根据, 即知识需要满足的各种条件。
反观中国现代的知识论研究, 在可谓风毛麟角的原创性著作中, 造诣最高的当属金岳霖。他的
《知识论》
一书
以“理解知识”
为宗旨, 详细地论究了知识论的各个问题域, 如知识的质料、认识的诸种方式、认识的关系与性质、
因果范畴等熟悉的知识论内容, 直至自然、真理和语言等本属形而上学或语言哲学的东西。金岳霖总是尽量地挖
掘、使用中国哲学的语词, 如“能”
、
“所”
、
“理”
、
“式”
等等, 来使知识论的概念与语言中国化。不过我觉得该书的一个
最大的缺憾, 是它并没有一种明确的问题意识, 因此未能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明确要解决的是“先天综合判
断如何可能”
的问题, 狄尔泰的解释学提出要解决的是“人文科学如何可能”
的问题, 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
要
解决的是“理解如何可能”
的问题那样, 从某个根本性的问题入手来进行思考, 并围绕着这一问题产生一整套系统
的知识论。我想, 金岳霖著
《知识论》
的这些得失, 对于我们反思知识论的问题与实质, 亦会是有所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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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知识观与社会批判方法的知识学意义
傅

永

军

(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山东 济南 250100)

人们所熟知的关于知识的观点是现代性的产物。康德最完整地表达了关于知识的现代观点, 他要求一切
能够称得上知识的判断都必须具有客观有效性或者普遍必然性, 明确地将个人的主张、意见、偏见、经验、情
感、常识等主观性东西排除在知识之外, 以便从逻辑上把普通性赋予知识, 从而简洁地把知识的普遍性要求
表述为一种知识陈述, 即一切能够称之为客观知识的逻辑判断, 必然同时超越各种社会和个体条件的限制,
能够得到普遍的证实并被普遍接纳。知识的这种属性决不会随着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性别、种
族等的改变而改变, 因而是先天的、绝对的。 康德的这个规定在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和普遍的科学陈述之间
划定了严格界限。科学陈述具有中立属性, 与“文化无涉”
、是纯粹经验和理智的产物。要获得科学陈述, 就必
须像胡塞尔所说的那样, 搁置或“悬置”
认识主体所有的观念, 直接面向“事物本身”
。
这种关于知识的观点不仅影响着人们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判断, 也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科学知识的判断。就
像斯蒂文·塞德曼指出的那样, 人们从“科学视角”
和“道德视角”
来区分可能拥有的有关社会的知识。那些从
“道德视角”
述说的社会知识更像讲述一些故事。讲述者更多地扮演着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
从自身的情感、生活世界和价值认同出发阐释或批判一些社会事象, 其职责不是揭示社会行为的基本意义和
存在法则, 而是将社会现实的起源、意义以及可能出现的未来结果整理成社会叙事。因此, 从“道德视角”
述说
的社会知识主要是把自己理解成为一项批判性和解释性的事业, 与其说接近科学, 不如说更接近人文, 是一
种更看重价值判断、表达一种社会关怀、专注一种社会责任的实践。严格说来, 它们就不能被称作知识。作为
获取这类知识的主要方法, 社会批判和批判诠释就没有知识建构功能, 相反, 由于意识形态介入社会批判和
批判诠释之中, 使得社会批判对社会所进行的反思缺乏公共权威, 失去了公共信任。
如果说有可以称得上是“知识”
的社会科学, 那也只能是从“科学视角”
介入的社会研究。从“科学视角”
研
究社会, 目的是将研究者积累的大量经验研究成果汇集成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 提供一种关于社会行为的整
体图景, 用普遍性法则、统一性原理和创造理论性整合在整个学科内建立概念和经验的一致性。 任何一门想
成为“知识”
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有这样两个任务: 统一社会知识和论证社会知识。如何完成这两个任务? 大多
数社会科学研究者相信只有坚持实证的社会研究方式才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 只有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
研究社会现象, 才能建立起客观的社会规律和知识。实证模式的社会研究以一套所谓严格的验证程序和研究
准则奠定了其作为社会真理惟一权威语言的地位。它所倡导的原则, 如相信任何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还原
为不用演绎的社会基本现象, 相信可以用“价值中立”的语言和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以及反对在社会研究中置
入价值因素, 等等, 几乎成了决定一门社会研究的结论能否被称作“知识”
的简单而又惟一的标准。这样, 社会
研究者就必须要抛弃生活世界, 而沉迷在概念分析和文本分析的灌木丛中。 结果, 实证的社会科学创造了一
个与真正的社会相隔绝的文本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社会研究彻底离开了公共生活, 文本分析取代了社会分
析, 建构综合性抽象理论优先于社会批判。 实证社会科学研究要求把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划分开, 防止在研
究中置入价值。 一种追求对社会进行纯粹事实描述的知识活动必然排除社会批判方法。
所幸的是, 这种用科学语言表达自己思想以提高自己思想权威性的时代, 随着后现代征候的出现, 发生
了重大变化。最大变化首先发生在知识观上。为现代主义者所熟悉的、描述知识特征的术语如“普遍性”
、
“必
然性”
、
“价值中立”
等在后现代知识定义中不见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报告的后现代知识状态是这样的:
所有新近科研分支都同语言学有关, 诸如电脑语言、信息传播、电子控制论、翻译与数据库技术, 这意味着大
规模将知识移入可操作的输出入渠道, 并按效益原则废弃那些不可变为数字信码的知识成为可能; 由人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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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的知识外在化, 除了便于它作为商品同生产交换系统并网, 还促使知识者道德淡漠并奉行操作伦理, 结
果将导致知识与权力的恐怖整合; 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狂欢现象并列, 前沿科研领域纷纷呈现中心消散、
规律不齐、验证有限等非稳定随意态势, 而科学共同体不再关注已知的增加, 却专心生产未知。
由此可以推断, 在后现代境域, 知识失去客观性属性, 只拥有主观性和相对性品质。 一般所说的认识, 特
别是对社会的认识绝对不是呆板的主体对客观世界直观的、理性的反映过程, 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理解与
合作, 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就像哈贝马斯期望的那样, 真理概念是由共识构成的, 而共识是由参
与讨论的人在没有内在、外在制约下参加讨论所达成的。 在这个形成共识的对话交往过程中, 人的情感、态
度、价值观, 已有的生活经历会发挥重大作用, 影响共识的形成, 于是, 知识被情境化, 所有的知识只具有局部
的、不确定的或境域的特性; 这些局部存在的和境域的条件不会对知识形成造成干扰, 反而是知识形成的前
提, 同时也是知识能够被理解的前提。 总而言之, 知识既不是对世界的“镜式”
反映, 也不是对事物本质的“发
现”
与“揭示”
, 知识成为人们理解事物及其自身关系的一种策略, 并且, 随着科学的专业化和各种科学制度体
系的建立, 它最终会化身为社会规范的间接组成单元。
后现代知识观为在社会研究中坚持价值介入、批判诠释的非实证人文研究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人们清楚
地看到, 对社会知识的追求不仅不排斥社会批判, 而且恰恰与对社会的批判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换言之, 社
会研究必然蕴含着对相关社会现象的批判。做出这个断定的直接依据在于, 我们是在“我与你”
的交往关系中
(
)
确定我们理解事物及自身关系之策略的 即获得知识 , 而通常我们所说的社会研究的对象即社会事实, 也决
不是纯粹的事实。任何社会事实都是在特定的范围内存在的、与特定价值相关的事实或者说是某种意义复合
体。 因此, 我们必须在对话中完成对有特定语境意义的社会事实的理解。 为此, 理解者必须在自己的诠释活
动中优先引入反思意识。在反思关系中, 被理解者的语境只存在于理解者的视野中。理解者试图通过与被理
解者的对话, 了解理解者的境域与视野, 然后反过来用被理解者的境域与视野去考量自己的理解境域与视
野, 以期提出一个“超越传统本身的联系”
的新的“关联体系”
, 把“以前传统的片断, 融进直觉的把握的普遍的
历史总体”
, 在对话双方不断的视界融合中走上一个新台阶, 使对话双方消释自己独特的语境而从属于新的
意义的生成。 由此可见, 理解的有效性取决于对理解前见的批判与反思, 而知识的最终建构成功也取决于诠
释学经验下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否进行彻底。 创造性阐释使得社会知识在社会批判视野中得到了独特的诠释
理解 ( herm eneu t ic understand ing ) 。从这个意义上说, 是诠释学开发出社会批判方法的知识学意义。诠释学,
特别是为哈贝马斯所倡导的“深层诠释学”
所提供的批判机制, 已成为社会批判方法的核心所在。哈贝马斯把
诠释学的理解和对社会制度的剖析联系起来, 为意识形态批判设计了一个经验层面上的社会关联系统。深层
诠释学即是批判反思的科学, 它是对所有批判的社会科学所作的一种哲学理解模式, 这种批判将生活实践和
科学相联系, 目的是唤起人们的自我反思能力, 鼓励主体追求解放。
W r itten Sta tem en ts on“W estern Knowledge Theory”
Abstract: W estern know ledge theo ry is one of the ho t a rgum en ts in the p resen t h isto ry of w estern p h ilo sop hy and m odern
w estern p h ilo sop hy. In term s of its p rocess of developm en t, know ledge theo ry ha s covered the changes from trad itiona l
know ledge theo ry to the theo ry of su rviva l p ractice: w estern know ledge theo ry very app a ren tly show s the cha racteristic of
m etap hysics; Ph ilo sop hers focu s their m a in resea rch on the ba sic fea tu res of know ledge, the cond ition s fo r know ledge to be
po ssib le, and the rela tion sh ip betw een the p a ttern s exp ressed by know ledge and the rea l w o rld, ra ther than on detecting the
th ink ing activities in the p rocess of ga in ing know ledge and the fina l p a ttern s of know ledge1T hese no t on ly con stitu te the m a in
con ten ts of m odern know ledge theo ry, bu t ind ica te the d ifferences betw een know ledge theo ry and ep istem o logy1A t the tim e
being, a s an obviou s change in the developm en t of w estern know ledge theo ry,“m etap hysics”ha s been criticized and abandoned
w ithou t m ercy a s ana lytic p h ilo sop hy dom ina tes a s the m a in stream of p h ilo sop hy1Effo rts to seek m etap hysica l founda tion s fo r
know ledge a re deva lued a s of no sen se 1Ph ilo sop hy and know ledge theo ry have retu rned to em p iricism 1N evertheless, effo rts of
seek ing know ledge founda tion s a re ongo ing in know ledge theo ry, a lthough the founda tion s m an ifest in so rts of cond ition s,
includ ing tru th, rea l evidence, fa ith, etc. , and in p a rticu la r,“rea l evidence”is the co re of the con tem po ra ry know ledge theo ry.
Key words:W estern Know ledge T heo ry; T heo ry of su rviva l p ractice; R ea l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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