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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解释 与 理解 这两个概 念, 在 西方哲 学史上 分别被用 来代表 自然科 学与人 文社会

科学的不同方法论, 并经历了长期的 争论。新老 实证主 义者皆 主张一 元的方 法论, 认为人 文社会
科学的方法也应以自然科学的 精确方法 为楷模, 它 们的目的 都在于 把握规 律。新康德 主义、后期
维特根斯坦哲学主张 理解 的方法论, 强调从 意义 、 价值 的角度来 把握人文 社会科学的 对象。
哲学解释学提出了 解释学经验 的 概念, 将它作 为理解 的对象, 意在 把握科 学活动 与人类 行为的
本体论前提。笔者则提出 语境 论 的解释 观, 将科学解 释与人 文理解 的不同, 归结 为问题 语境的
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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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上, 解释 ( explanat ion) 与 理解 ( understanding) 这两个概念, 分别被用来
代表自然科学的统一方法论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特方法论。因此, 这两个概念之争, 即是有关自然
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究竟是统一的, 或是各自不同的之争, 换言之, 是一元的与二( 多) 元
的方法论之争。自第一代的实证主义者提出了一元的方法论主张以来, 这一争论至今已延续了长
达一个半世纪以上。本文意在从这一争论入手, 通过梳分这一争论所经过的不同发展阶段, 把握诸
种代表性理论各自的方法观, 进而提出自己的 语境论 的方法论见解。

一、实证主义与新康德主义的方法观之争
哲学方法论上有关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的异同的思考, 并非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
相反, 直至近代哲学, 基于建立大一统哲学的思想背景, 这一方法论也被视为统一的。这一点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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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哲学或黑格尔哲学那里都表现得很明显。虽然康德分别提出了 纯粹数学 、 纯粹自然科
学 以及 形而上学 如何可能的问题, 但其解决方式是把它们全都纳入 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 的
统一模式, 从它们相同的先验根据( 我思 的意识根据与 范畴 的逻辑根据) 方面寻找问题的答案。
黑格尔则以一种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 正、
反、
合 的逻辑, 来作为不论是自然或是人类思维的根据。
这种大一统的方法论自然不会顾及到不同科学在认识方法上的差异。
第一代的实证主义者孔德、
斯宾塞延续了统一性方法论的思维, 不过其方法论的基点与性质却
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基于实证的思想, 反对 形而上学 , 不再寻求以先验的东西为据, 而是将
数学化的、
精确的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楷模, 主张一元的科学方法论。其主要原则是: 首先, 认
为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它们在方法论上是统一的, 并无什么分别。例如, 穆勒认为一切
科学的研究都表现为 观察 ∀ ∀ ∀ 解释 ∀ ∀ ∀ 表述 这样的三部曲, 也就是说, 它们都起源于对现象的观
察, 然后致力于建立法则, 特别是因果关系法则, 最后用判断的形式将其表述出来。其次, 这种一元
的方法论, 是以精确的自然科学, 尤其是数学化的物理学为楷模的, 社会科学同样以之为典范。社
会科学是否成熟、
是否完善, 应以这样的标准来测度。实证主义者并且身体力行, 在实际研究中运
用这样的方法。孔德在社会学研究中, 以物理学为类比, 将社会学分为研究结构、
制度的 社会静力
学 和研究过程、
变迁的 社会动力学 两部分。斯宾塞则运用生物学的方法, 把社会同有机体进行
类比, 区分为( 1) 营养( 生产) 部分, ( 2) 分配与循环( 商业、交通、银行) 部分, ( 3) 调节( 政府与管理机
构) 部分。最后, 将科学解释的目的界定为把握规律。穆勒认为, 所要把握的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因
果关系, 而孔德则认为寻找事物原因的思想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残余。他主张应当用研究事物的 怎
样 来代替 为何 , 这才是真正的实证精神。
新康德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方法观提出了挑战, 其代表人物主要是李凯尔特、
文德尔班等。他们
主张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学, 与自然科学相比, 有其方法论上的特殊性, 因此具有自身特殊的方法。
这一方法论上区别的根据在于研究对象性质上的不同。对于自然科学而言, 其对象是 物 , 而物是
没有目的、
没有意义可言的, 从而也不涉及 价值 的问题。但历史学、
人文科学的对象则不同, 它们
关涉到的是人及其行为。人与物的根本不同之点, 在于它是有 精神 的存在。精神是有 意志 、
意愿 的, 它追求的目的是价值, 它体现为行为的意义。在李凯尔特看来, 世界是 现实 和 价值
这两个王国的统一, 而这种统一是通过第三个王国 ∀ ∀ ∀ 意义 王国而实现的。价值使世界、
行为获
得了意义, 文化乃是与价值相联系的事实。因此有关精神生活的科学不仅要研究行为与心理方面
的事实, 而且还要对其中所包含的意义进行诠释, 理解其中所包含的价值。此外, 与自然科学的对
象表现为现象上的普遍联系与规律不同, 历史学的对象的发生只是一次性的, 并不具有重复性。中
国的 五四运动 只在中国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发生一次, 它既不在国内、也不在国外重复发生。因
此, 自然科学以把握一般的概念为目的, 而这对于历史学来说不过是手段。虽然历史学也要使用一
般的概念, 但它是借用一般概念来叙述个别的东西, 由此来达到把握对象赖以相互区别的特殊性。
因此, 历史学的方法是个别性的方法, 它要把握的是单一的、个别的历史事件, 注重的是其特殊性,
这与自然科学的把握普遍规律、
构造一般概念的方法是不同的。
这一方法论之争产生的一对重要的概念上的对立, 就是 解释 与 理解 的对立。德国历史学
家、
早期解释学的哲学家德罗伊森在他的#历史概论∃( 1858 年) 中首先提出, 自然科学的目的在于
解释 ( 德文为 Erkl%
a rung) , 历史的目的在于 理解 ( 德文为 Verstand) 。从此之后, 这一对在日常语
言上本属平常的用语, 成了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方法论各自的代名词, 成为方法论上一元论与二
元论论争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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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逻辑经验主义的一元科学方法观
20 世纪上半叶, 哲学经历了一个科学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 其主要标志是 意义的可
证实性 原则, 即, 一个命题是否有认识上的意义, 在于它是否能够通过经验事实来加以证实。如果
不能加以证实, 那么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这一标准, 就属于没有意义的命题, 非科学的命题, 应当加
以排除。美国哲学家亨普尔在这一科学主义精神的背景下, 还提出了一个科学解释的演绎模型, 用
它来解释一切的科学解释活动。
亨普尔的这一模型的主导思想是, 科学解释乃是用某些普遍的规律来说明经验现象, 在有待解
释的经验现象中找出它们的规律性联系。亨普尔首先给出的这一解释模型是演绎型的, 称为 演绎
规律解释 模型, 简称 D ∀ N 模型。其形式如下:
C1 , C2 , && Ck
L1 , L2, && Lr
E

用于解释的语句

被解释的语句

在这一图式里, 横线上面的 C 与 L 为前提的集合, 其中 C1 , C2 , && Ck 指的是描述了有关初始条件
的个别事实的语句集合, L1 , L2 , && Lr为一系列可用作解释根据的普遍规律的语句集合。横线下
面的 E 表示被解释的语句, 它描述了有待解释的现象。E 作为结论, 必须是逻辑地从 C 与 L 的前提
集合中演绎出来的。按照这个模型, 假如我们要解释某个现象为什么会发生, 那么就必须揭明它是
从某些个别经验事实中, 依据一定的规律产生出来的。例如, 我们要说明 这杯水昨晚为什么会结
冰 这一现象, 按照上述的解释模型, 我们就必须列举出一些现行的经验事实, 如昨晚气温降到摄氏
零度以下, 这杯水相当纯, 并且处于正常的压力下, 周围没有热源等, 然后我们把它归入这一条规
律: 在通常的大气压力下, 纯水在摄氏零度时就结冰 , 从而科学地解释了上述有待解释的现象。
由于这一模型是演绎型的, 因此它所给出的解释结论是确定的。
不过, 这一模型问世后受到一些人的批驳, 他们认为它并不能解释全部的现象, 因为并非一切
现象之间的联系都是确定的、
必然的。为此, 亨普尔又提出一个归纳型的模型, 即 归纳统计模型
( I ∀ S 模型) 。这一模型中用于解释的语句中包含的是统计形式的规律, 而非必然的规律, 因此它
与演绎模型的差别, 在于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并非演绎蕴含的, 而是归纳的, 从而是或然性的, 例
如注射青霉素与某些细菌感染之间的治愈关系, 即是如此。
亨普尔这种解释模型确实有令人称绝之处, 能够以一个十分简洁的公式来表示复杂的科学解
释活动, 属于科学主义思潮兴盛时期的一个巅峰之作。他并且认为, 他所提出的这两种模型是普遍
有效的, 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说明, 而且也可适用于社会科学, 亦即也可应用于有关历史现象和
人类行为的解释。在他看来, 历史解释的目的也在于表明, 事件不是 机遇问题 , 而是可以根据某
些现行的或同时的条件加以预料的。所谓预料, 不是宗教的语言或神谕, 而是理性的科学预测, 它
以一般规律为前提。 [ 1] ( P10)
这里, 与方法论问题有关, 自然我们要关注的是它是否真能够适用于对历史与行为的解释。
在亨普尔这类实证主义者看来, 假如运用上述模型对历史进行解释时存在什么不一致的地方,
那也不是因为有什么东西与历史哲学家们的所谓 价值 有关, 而是因为解释者没有正确认识有关
的历史规律。如果说在一般的历史研究中不可能获得严格必然的规律, 但总也能得到某种或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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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计规律, 它们归根结底与所谓的 价值 无关。尽管历史学家通常只能提出类似于科学解释的
略图, 只能给出类似于科学模型的粗糙的复制品, 但只要他们用科学观念做指导, 就应当受到鼓励
和保护。
然而, 赞同价值论的哲学家们并不认可实证主义的说法。像伊赛亚!柏林与列奥!斯特劳斯这
样的哲学家们重提了历史的课题本身承担价值的说法, 并且认为历史学家们在构造历史的解释时
本身就具有价值的取向, 它至少包含着最低程度的道德评价。不过, 尽管一些哲学家重新论证了历
史解释的价值与意义属性, 但要实现历史解释范式的根本性转换, 一个必要的条件是, 它还必须依
赖某种 元哲学 来提供依据。后期维特根斯坦的 语言游戏 说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 它为这种转
换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哲学基础, 从而开启了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的解释模式。

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与理解方法
如所周知, 后期维特根斯坦以 语言游戏 概念为核心, 建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这一哲学的建立
不仅标志着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哲学转向, 而且它还引导哲学思潮开始了一个新转向。这一转向的
一个基本点, 在于抛弃了原先的语句的意义在于与 原子事实 相对应、
求得证实的实证主义思想,
从而抛弃了原先的科学主义倾向。与这一思想转变相应, 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有关语句的意义在于
使用、在于遵守规则, 并最终来源于生活形式的 语言游戏 哲学, 以及与此相关的 理解 理论。按
照德国哲学家阿佩尔的说法, 这一意义和理解问题事实上占据着晚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中心。[ 2]
( P18) 并且对于我们的论题来说重要的是, 维特根斯坦这一 元哲学 为人文社会科学的 理解 方法
论提供了一个厚实的哲学基础。借助于这一基础, 一些哲学家们发挥出了一套反科学主义思潮的
理解 方法论。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打破了, 他们不再奉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式为
圭皋, 而是寻求用 语言游戏 、规则 等概念来建立新的理解模式。
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的基本出发点, 是语词的意义在于它的使用中, 来源于特定的语言游戏
及其语境。同样是使用 砖 这个词, 在通常的情况下, 它指的是一种建筑材料; 在建筑工地上, 当砌
墙的工人向墙下的小工喊一声 砖 时, 则意味着 把砖传给我 ; 而当我们说 为祖国建设事业添砖
加瓦 时, 这里的 砖 意指的则是为这一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同的语言游戏及其语境, 表现着人的不同活动。维特根斯坦自己曾经说明, 他之所以使用
语言游戏 一词, 是为了强调这一事实, 即 讲语言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 或者一种生活形式的组
成部分。[ 3] ( P19) 生活形式 作为维特根斯坦的一个基本概念, 它的含义包括 习俗 、习惯 及 制
度 等方面的因素, 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
人们无可选择必须接受的东西。有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
的, 应用 遵守规则 这个概念, 预设着一种 习惯 。在习俗、
习惯所构成的生活形式中, 人们形成并
遵守着语言游戏的规则, 它们是语言的正确用法的保障。
生活形式的这种既定性, 制约着人们对于语言的理解必须是在其使用中来理解, 对于语词的意
义的把握, 必须是在其使用语境中来把握。维特根斯坦的 理解 概念与 意义 概念的基本含义即
在于此。同理, 对于人们的语言行为及广义上的行为, 也只有在 语言游戏 活动的框架之内, 才是
可以理解的, 也就是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和可以理解的行为。维特根斯坦这一哲学告诉人们的是,
理解 离不开特定的语境, 离不开人们所身处的 游戏 与 生活形式 。反之, 人们只有参与其中,
熟悉其语法规则, 才能获得对意义的理解。
这里, 我们必须强调 规则 概念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对于理解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在于, 语言
是依靠规则来保证其语词意义的公共性的。维特根斯坦曾用 路标 来比喻规则所起的作用。路标
指示行人与车辆如何走路与行驶, 遇到 红灯 则停, 遇到 绿灯 则行。语言规则也如这样的红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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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它们支配着词语的使用,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行, 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可行。在这类规则的支配
下, 词语就有了它们的公共性。维特根斯坦在这方面特别通过反驳有所谓 私人语言 的说法, 来反
证规则与意义的公共性。不可能有私人的语言, 因为不可能有私人的规则。 规则 是在存在 普遍
用法 的情况下才成立的, 并且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引进正确应用规则的标准。这一切语
言行为的发生, 归根结底是要在语言使用者所处的语言共同体之中进行的。而所谓的 私人语言
脱离了这样的共同体, 因此不可能存在共同的标准来判定是否存在私人的规则。例如, 一个人可以
任意使用 疼痛 一词, 而没有人可以判定他是否使用了相同的规则。 私人规则 只能是一种虚构。
维特根斯坦上述语言游戏说, 尤其是其中的 意义 与 理解 理论的意义, 在于它在语言哲学观
上改变了原先独霸天下的科学主义论调, 注入了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他对当时在 理解 与 解
释 争论上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思想表示不满。在#蓝皮书∃里, 他区分了在 为什么 的说明问题
上的两种不同含义, 即它既可用于寻求 理由 方面的解释, 又可用于 原因 方面的说明。如果解释
涉及到的是某人所说、
所作的事情的 理由 , 那就是诉诸某个导致该行为的方式或所遵从的规则;
另一方面, 如果解释给出的是事情的 原因 , 那就是追踪某个机械过程, 或者引证一个统计规律, 或
者概述某个历史根源。但不管是哪一种, 都与阐明某一言行的 意义 无关。这表明, 对现象的 原
因 性的探寻, 与对事情的 意义 的把握, 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可以看出, 这一区分直接反驳了实证
主义的一元解释观, 为人文社会科学的 理解 方法论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与此相关, 维特根斯坦
这方面理论的意义, 还在于它论证了 意义 是植根于游戏共同体的, 具有多样性, 而不是像实证主
义所看待的那样是单一的、
依赖于原子事实来证实的。∋ 虽然维特根斯坦大体上是在语言学的层
面上来谈论 意义 的, 但人们后来不难把它延伸到价值论层面上的。再者, 理解 也是出自生活语
境的理解, 是在习俗、
习惯以及相应规则制约下的理解。因此人们无法仅仅从纯粹逻辑的或纯粹经
验事实的视角来看待语言与行为, 人文与历史的因素在理解中被赋予了根本性的作用。
维特根斯坦的这一理解与意义理论, 很快为他的追随者们 ∀ ∀ ∀ 新维特根斯坦主义者 们所解
读, 并运用于解释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温茨( Peter Winch) 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代表, 他把维特根斯
坦这一哲学的 意义 、规则 、标准 等范畴运用于社会行为的解释, 提出了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
理解理论。
温茨认为, 社会行为的本质特点是它们具有 意义 , 因此相关的研究方法只能是 理解 的方
法, 而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 解释 。这里, 温茨所说的 意义 , 除了通常意义论上所说的价值
意义外, 还强调了它与规则的关联性, 亦即强调只有按照规则作出的行动, 才是有意义的行动。这
也就是说, 行为乃是受规则支配的, 其意义是在遵守规则中产生的。所谓遵守规则, 就是一个人的
行为按照这一规则所预示的方向作进一步的行动。因此, 要理解人们行为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就是
要把握允许这一行为的规则。他认为, 自然科学方法在这一点上是不适用的, 它与意义的把握全然
无关。进一步说, 由于要描述社会行为, 我们必须要应用与行为者相同的概念系统, 这需要体会作
为研究对象的行为者的生活与情感, 进入他们的心理境界, 而自然科学的研究是处于其研究对象之
外的, 因此它的方法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是不合适的。

∋
维特根斯坦本人提到 语 言游戏的多样性 、 语言用 法的多 样性 以及 字词和 句子种 类的多样 性 , 这 些
都蕴含着意义的多样性。特别是他提到 五块板石 这些字词的不同用法 在语言游戏中 所扮演的 角色 , 更是 直接
昭示了字词在不同语境下可有的多义性。见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 , ( 23,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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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释学的 理解 观
理解与解释的方法论之争, 随着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出现开始了向人文主义方面的转变, 而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问世, 更是宣告了人文主义思潮在方法论领域上的主导地位。哲学解释
学以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为代表作, 它出版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 在此之前已有现象学、
存
在主义的哲学背景存在, 它们为哲学解释学奠定了人文主义基础, 在面向解释学经验进行理解与解
读的观念方面, 为其问世提供了理论准备。
伽达默尔所考虑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 是康德式的问题: 理解怎样得以可能? [ 4] ( P6) 不过他
的 理解 概念, 在构想上较之先前的 理解 概念, 却有其更深一步的考虑, 这就是要将 理解 深入
到本体论的层面, 把它视为人的某种生存方式, 亦即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意义上的 存在本身的存在
方式 , 而不仅仅是 方法论 的问题, 精神科学 的问题。因此, 理解的对象和范围, 也相应地扩大
到 此在的全部世界经验 。这一 世界经验 的说法, 不仅包括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认识经验,
而且重要的是还包括了人的 生活实践 及其处世的经验。就此, 伽达默尔特别提到, 他的#真理与
方法∃这本书的目的, 针对的并非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之间 那场古老的方法论争论 [ 4] ( P5) , 论述
的也不仅仅是 真理 或 方法 的问题, 而是人类的世界经验这类 先于现代科学并使之得以可能的
东西 , 包括人的生存方式、
历史传统、
人文环境、
一切理解方式的共同点, 等等。它们一起构成了我
们无可选择的、作为我们的愿望与行动之前提的东西, 属于 事情的本性 [ 4] ( P6) , 正是它们决定着
我们的在世的经验, 包括理解的( 认识的、
审美的) 经验。这样, 在伽达默尔看来, 他与李凯尔特等人
文科学方法论者的差别, 并不在于方法论上的, 而是在于 认识目标 方面的。[ 4] ( P5)
在有关 理解 这一根本概念的性质规定性上, 伽达默尔同维特根斯坦一样, 把它解释为 游
戏 : 理解是一种游戏 [ 4] ( P625) , 它意味着游戏者进入 事件 本身, 进入游戏过程。在这一过程
中, 游戏向我们诉说、
建议、
询问, 做出回答, 亦即游戏者与有待解读的 文本 进行着对话。不过与
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在于, 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与 真理 的关系问题。他认为, 真理在
理解过程中起着它应有的作用, 这一作用是通过语言游戏体现出来的, 从而也通过游戏概念得到了
规定。之所以提到真理在理解过程中的作用, 伽达默尔针对并反驳的是单纯考虑方法论问题的论
者, 诸如李凯尔特等。此外, 他也以在游戏中引进真理概念来表明, 游戏的本质并非属于主观性的
行为, 而是具有 真理 属性的事件。不过遗憾的是, 至于真理的这一规定性究竟是什么, 伽达默尔
则是语焉不详。
对于伽达默尔的理解概念来说, 其核心是 效果历史 原则。这一原则的根本内涵在于强调 历
史 因素在理解中所具有的本质作用。这一作用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 理解为一种 前见 、
前理解 所制约, 这种 前见 是由传统所构成的, 它形成了理解者的 视域 , 就像一幅有色眼镜一
样, 制约着理解者对现象的理解与诠释。其次, 前见 、 前理解 来自于理解者与有待解读的文本
对象之间存在的时间上的 距离 , 但这种时间距离并不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构成理解过去的鸿沟,
相反, 它却是提供了一种创造性理解的可能性。最后, 由时间距离所产生的不同理解者的解释学
处境 , 以及由此制约而形成的理解的 视域 , 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可以发生融合的。旧的、
传
统的解释与通过新理解产生的新解释, 总是能够不断结合成某种更有效的东西, 这就是所谓的 视
域的融合 , 它体现了解释学意识的开放性。
这种开放的解释学意识, 后来为后现代主义者们所极力加以强化, 特别是在意义论方面。在伽
达默尔的解释学那里, 客观性 问题仍然时时得到强调, 理解的目标仍被看成是要把握 共同意
义 , 用伽达默尔本人的话来说, 理解乃 是一种对共同意义的分有 [ 4] ( P374) , 一切理解的目的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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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取得对事情的一致性 。但到了德里达、利奥塔这些后现代主义者那里, 认识的目的已变为对
事物差异性的把握, 意义 被看作是歧义性的。任一意义正是通过与其他符号或事物的差别而获
得其特殊的规定性, 并在这种差别性中保留了自己的 痕迹 。正是这种意义的相互差别与关联, 使
之构成一个无限的 意义之链 。这样, 虽然后现代主义者也把认识看作是对 文本 对象的解读、
诠
释, 但重要的是, 他们已不再谈论理解或认识的客观性, 意义也不再被看成是具有共同性、
一致性,
而是在本质上被看成是歧义性、
波动性的。后现代的这种解释学观念, 与当初的实证主义观念比起
来, 分属两个极端。

五、语境论的解决方式
在上面的论述中, 我们看到了几种有关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的方法论主张, 其中不乏有声称其
方法论是普遍适用的主张, 如实证主义者宣称任何解释都是把被解释的事件归结到某种规律之下,
而伽达默尔虽然否定解释学是一种 方法论 , 但也一再宣称解释学的原则是普遍适用的, 因为在他
看来, 仅仅由运用科学方法所提供的确实性并不足以保证真理, 特别是对于精神科学来说更是如
此, 它还要求一种对特定的人类活动的 意义 的把握。不过在本人看来, 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的对
象分属不同的语境, 因此并没有必要提出所谓的科学解释或人文理解的 普遍性 问题。不同的语
境决定了不同的解释或理解方法, 这些方法各有其合理性与适用性, 因此都能够对适当的语境对象
作出有效的解释。这就是本文所持的 语境论 的立场。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 对语境不加区别必定是错误的。我们先来看这么一个例证。从 a= b 得到
b= a, 从符号逻辑的角度看是完全正确的推论, 但从形式逻辑的 换位法 来说却是一个错误的判
断, 因为从 每个厦门人都是福建人 是不能得出 每个福建人都是厦门人 的。这里, 符号逻辑与形
式逻辑就属于不同的语境, 抽象的符号( 变项) 当被指派了具体的语义时, 其真值就有了相应的不同
变化。
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所提出的 深层语法 问题, 实际上也是语境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区分开
表层语法 与 深层语法 。前者是通常有关句子的正确结构的理论, 后者则是有关在使用语词与
语句时的语境与方式等不同状态, 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适用语词 砖 的例子。这一例子表明, 即使
是同一个语词, 它甚至能够仅仅由于语气的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语义。
上述这两个例子虽然不同, 但都同样表明语词、
符号和语句的用法都取决于具体的语境, 都需
要依靠具体的论域来确定其语义的真假。
在当代知识论中, 语境论 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支。它的一个重要的运用, 是用来解决怀疑主义
问题。语境论的一个基本思路是, 知识依语境的差别而有不同的标准, 怀疑主义的问题之所以难以
解决, 就在于它提出了某些很高的知识标准。然而对一般知识而言, 并不需要去满足怀疑主义的这
类高标准, 而只要满足一般的知识标准就行。这样, 怀疑主义问题并不危及知识的可靠性, 两类标
准可以并存, 相安无事。
本文所设想的解决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的方法问题的思路, 与上述语境论解决怀疑主义问题
的思路大体上是一致的。面对自然科学的问题语境, 科学解释的目的与方法都是重在把握规律, 而
面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语境, 由于其涉及到 意义 、 价值 这样的特殊论域, 因此需要运用理解
的方法。当然, 这只是对两个不同论域语境的大致论断, 其中所涉及到的具体问题, 作为一些具体
的语境, 还需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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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 Explanation and Humanities Understanding
CHEN Jia ming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are used as two kinds of methodology,

representing respectively that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he old and new positivists maintain the unitary methodology,
holding that the precise method of natural sciences should be the model for humanities, for they have the same end for pursuing the
laws. Neokantianism and the late- Wittgenstein philosophy claim the method of understanding, putting emphasis on meaning ,
value in dealing with the object of humanitie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puts forwards the notion of experience of hermeneu
tics as the object of understanding. Its purpose is to hold the ontological precondition of scientific activities and human behavior.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ntexualism with an interpretive perspective, arguing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cientif

ic explanation and human understanding lies in the difference of contexts.
Key words: explanation, understanding, methodology, contexu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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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Finance and Harmonious Society
DENG Zi ji
Abstract: The new proposition of establish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is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in China) 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t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idea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and well- off society. they influ
ence each other and form an organic unity. Every harmony- oriented type of reform must reflect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estab
lish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The principles of harmony orientation can also be applied to public finance.

Harmonious fi

nance is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he harmony- oriented reform toward public finance reform. It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con
struction of system harmony , policy harmony and operation harmony.
Key words: harmonious society, public finance, harmony- oriented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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