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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问题

近年来, 进化伦理学成为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流派之一。菲茨帕特里克 (W illiam J F itzPatrick)

在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 中, 给出了 进化伦理学 的三种主要进路:

描述式进化伦理学: 诉诸进化论来科学说明人类的特定能力、倾向, 或者思维、感情和行为

的模式。例如, 诉诸远古时期的自然选择压力, 来说明规范指导能力的进化, 或更具体地说, 我

们的公平感和憎恨欺骗的起源。

规定式进化伦理学: 诉诸进化论来支持或反对特定的规范伦理要求或理论。例如, 用进化论

来支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或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 或者反对人类具有特殊的动物所没有的

尊严。

进化元伦理学: 诉诸进化论来支持或反对不同的元伦理理论, 即关于道德话语的理论以及元

伦理学的主题。例如, 用进化论来支持道德判断的非认知主义语义学 (即道德判断不是表征道

德事实, 而只是表达情感、态度或承诺 ) ; 或者反对客观道德价值的存在, 怀疑我们能否对于这

些价值有合理信念。 ( F itzPatrick)

然而在现实中, 大多数进化伦理学还是偏重于描述层面。进化伦理学把道德理解为一系列有待说明的

经验现象: 人类做道德判断, 而且具有特定的感情与行为方式, 这些都是经验现象, 科学可以为此寻

找因果说明。因此, 大多数进化伦理学试图从进化论生物学的角度, 来说明人类道德的起源。而传统

的道德哲学家则希望寻找基本的道德原则, 从而为道德判断提供辩护。

进化伦理学通常诉诸于三种生物学上的利他主义: ( 1) 亲缘选择或广义适合度理论, 代表人物

有汉密尔顿 (W H am ilton)。 ( 2) 互惠利他主义, 即因为自然选择的压力而导致的合作, 代表人物有

特里弗斯 ( R T rivers)、史密斯 (M Sm ith)、阿克塞尔罗德 ( R Axe lrod) ; 以及间接互助, 代表人物

有亚历山大 ( L A lexander)、乔伊斯 ( R Joyce) 等。 ( 3) 群体选择理论, 代表人物有索伯 ( E So

ber) 和威尔逊 ( D W ilson) 等。

亲缘选择理论预言, 动物会更乐于帮助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同类, 而且亲缘关系越近, 利他的程

度也就越高。因为亲缘生物在基因上相似, 故虽然某个生物体的特定行为会损害它自己的适应性,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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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会提升它的亲缘生物的适应性, 所以在总体上会提高基因传递的平均概率。 ( Okasha) 例如一只猴

子看到危险临近时, 会大声发出警告提醒同伴。尽管这样做会使它自己更可能受到攻击, 但却会使整

个猴群获得安全。因此从整体上看, 它的基因具有更高的概率生存下来。道金斯 ( R ichard Dawkins)

的 自私的基因 就是阐述这一理论的代表作。 ( Dawk ins)

特里弗斯发展了互惠利他主义理论, 来说明没有亲缘关系的生物甚至是不同物种之间的利他行

为。互惠利他主义的基本思想是, 如果生物体期望自己所做的好事将来会有回报, 那么它会乐于帮

助。例如, 猴子很乐于帮助同伴挠背, 因为它们的同伴也会做出同样的回报。帮助的代价因为可能的

回报而得到了补偿, 因此互惠利他主义能够经受自然选择而进化。 ( Okasha) 甚至看似残暴的鳄鱼与

柔弱的千鸟之间也可以互惠利他: 鳄鱼嘴里的食物碎屑为千鸟提供了食物, 而千鸟也帮鳄鱼清洁了牙

齿和口腔。

群体选择理论则表明, 其个体真正利他合作的群体比起其个体自私自利的群体, 更有适应优势。

这些生物利他理论能否说明人类道德呢? 可能很多伦理学家会辩称, 进化伦理学只能说明人类道德的

起源, 而只有道德原则才能为人类道德提供辩护。因此, 道德的起源与辩护之间, 即进化伦理学与传

统道德哲学之间, 似乎仍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尤其是康德伦理学, 对进化伦理学形成了最为严重的

挑战。例如科尔斯戈德 ( C M Korsgaard) , 就用康德的 自主的自治 ( autonomous self governance)

概念作为真正道德的必要条件。 ( Korsgaard, p 112) 而进化伦理学强调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连续性,

似乎很难回答人类的这种特殊性。

美国加尔文学院的凯利 克拉克 ( Ke lly C lark) 教授 2009年 11月 12日在清华大学做的 进化

与伦理 的学术报告中, 描述了道德的本质: ( 1) 道德责任在两个意义上是普遍的: 它们应用于类

似环境中的每个人; 它们延伸到每个人, 无论其关系、种族、宗教、肤色或地理位置。 ( 2) 道德判

断是客观为真的 与品味、欲望或爱好等无关。 ( C lark) 他对道德的理解就非常接近康德主义。

克拉克也提到了对生物利他主义理论的种种批评。例如, 亲缘选择理论不能说明非亲缘之间的帮

助行为; 互惠利他机制不能说明一次性的或群体之外的帮助行为。此外, 如果没有监察和惩罚系统,

互惠利他就无法保障。群体选择理论也会遇到普遍性与老练骗子的问题。而且很多对于群体有益的东

西, 例如种族主义、精英主义、同类相残, 法西斯主义、反同性恋以及民族主义, 在道德上都不能成

立。克拉克的初步结论是: ( 1) 我们的前社会行为以及德性、情感与把社会凝聚在一起的价值, 都

受到进化的塑造; ( 2) 我们可以期待在人类互动中找到亲缘选择、互惠利他主义以及群体忠诚

但是普遍性呢? ( 3) 进化论可能说明我们如何发展出道德感 使得我们掌握道德真理的一系列认

知能力; 但是它不能够提供道德的基础, 也不能激发道德 (它缺乏实践影响力 )。 ( ibid)

本文试图在进化与伦理的关系中引入 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 ( post Darw inian K antian ism ) 这一

概念, 希望能够填充或者至少缓和进化伦理学与道德原则之间的鸿沟。

二、科学哲学中的 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

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 一词借自于美国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库恩 ( Thom as Kuhn)。库恩曾因

为提出了著名的 范式 与 不可通约 概念, 而被广泛认为是相对主义的代表人物。然而, 库恩

本人否认这样的指控。他认为不可通约并不像通常所示的那样对科学的理性评价构成威胁, 科学能够

最终实现 通过革命而进步 。 ( Kuhn, 1970, p 160) 他后来更倾向于语言学的 不可翻译性

( untranslatability) 概念。 1990年, 库恩在 结构之后的路 的演讲中说: 不可通约性这样就变成了

一种不可翻译性 局限于不同的两个词汇分类 ( l i l t ) ( ib id 2000 93) 他还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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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词汇分类 具体解释为 概念图式 ( conceptua l schem e), 即 可能感知的一系列信念的支持

与约束模式 。 ( Kuhn, 2000, p 94)

库恩认为, 不同结构词汇共同体的成员在讨论时, 只是在两大词汇相合的部分 (总是有很多 ),

断定与证据也起同样的作用。接着, 库恩提出了他所谓的 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 :

现在可能清楚了, 我想要发展的立场是一种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就像康德的 范畴 那

样, 词汇 提供了可能经验的先决条件。但是词汇范畴不像康德的原先说法, 随着时间推移以

及社群的不同, 可以改变而且确实改变了。 ( ibid, p 104)

西方哲学史上最早使用 范畴 一词, 并且把 范畴论 这一问题明确地标示出来的, 应该是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十范畴理论。法国当代语言学家邦尼斯特 ( E B enveniste) 指出, 十

范畴反映了希腊人通过语言去描述世界时的基本关心重点。 (关子尹, 第 180页 ) 范畴理论发展到康

德时有了很大的变化。康德把 范畴 看作是 理解的先验的纯粹概念 。范畴被完全内在化, 成为

人类认识能力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 (K an,t p 113)

按照邦尼斯特的解读,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是和语言密不可分的。 (关子尹, 第 180页 ) 那么, 由

于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 便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范畴。而康德则认为范畴主要是与人类的认识能

力有关, 即与思维有关。因此, 康德的十二范畴较为固定, 而且被认为是人类普遍具有的。在某种意

义上, 库恩所持的是介于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之间但更偏向亚里士多德的立场: 范畴是依赖于范式的。

笔者这样理解库恩的立场: 达尔文主义是对的, 因为范式使得共同体可以更好地 (或更糟地 ) 认识

世界从而改造世界。在这个意义上, 世界在选择我们的范式: 任何不适应的范式都将被淘汰出局面。

与此同时, 康德主义也是对的, 因为所有范畴都是人类给出的, 而且在该共同体中是相对普遍和必然

的, 它们是人类感知经验的先决条件。

三、来自科学哲学的类比

如果说在道德哲学领域存在着道德起源与道德辩护的二分, 那么在科学哲学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

二分, 这就是赖欣巴哈 (H ans Reichenbach) 所谓的 发现的与境 与 辩护的与境 。 发现的与

境 可能没有逻辑可言, 例如有科学家甚至是在睡梦中发现了苯环的结构; 但是一旦科学理论被提

出之后, 它必须接受严格的检验, 这一检验应该是逻辑的。因此, 后来波普尔 ( K arl Popper) 提出了

发现的心理学 与 辩护的逻辑 。

康德认为, 人类的道德义务是实践理性的要求, 道德义务是由道德法则确定的, 而道德法则是普

遍法则, 适用于所有理性存在者。道德义务在指导人类行动时, 具有像命令一样的力量。而且这样的

命令是绝对命令, 其形式是 做 X! , 而不是 如果你想要 A, 那么做 B 的假言命令。 (程炼, 第

171- 180页 ) 因此, 康德主义者认为道德法则与逻辑一样, 都是先天的, 因而都是普遍而必然的。

然而, 在知识论与科学哲学领域, 逻辑的不变性与必然性受到了蒯因 (W V Qu ine) 的猛烈批

评。蒯因质疑了经验论的两个教条: 一个教条是相信分析真理 (以意义为基础, 与事实无关 ) 与综

合真理 (以事实为基础 ) 之间有根本区别; 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 。 ( Quine, p 20) 蒯因提倡一种整

体主义的知识论。他的格言是: 经验意义的单元是整个科学 。 ( ib id, p 42)

如果蒯因对分析 -综合二分的批评成立, 那么逻辑就成为人类知识中最核心的部分, 因而也是最

稳固、最难改变的。蒯因提出没有教条的经验主义的图像:

我们所谓知识或信念的整体 从地理和历史的最偶然事件到原子物理学甚至纯数学和逻辑的

111进化与伦理中的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



最深刻的定律, 都是人造的织物, 它只是在边缘与经验相连。或者换个图样, 整个科学就像一个

力场, 它的边界条件是经验。边缘部分与经验的冲突, 会引起力场内部的再调整。我们的某些陈

述必须重新分配真值。对某些陈述的重新评价会引起对其它陈述的重新评价, 因为它们之间有逻

辑关联 而逻辑规律也只不过是系统的某些特定陈述, 场的某些特定元素。

任何陈述都可以被当成真的, 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它部分做出足够剧烈的调整。甚至非

常靠近外围的陈述面对倔强的经验时, 也可以通过诉诸幻觉或者修改被称为逻辑规律的特定陈

述, 而被当成真的。反之, 由于同样的原因, 没有什么陈述可以免于修改。 (Qu ine, pp 42- 43)

作为类比, 我想把这一图像应用于进化伦理学: 康德式的道德法则并不像他本人宣称的那样普遍

而必然, 它们只是人类道德系统中最核心的部分, 因此也是最稳固、最难改变的部分。但是, 正如为

了在整体上与经验相符, 最稳定、最难改变的逻辑最终也是可以修正的, 为了与丰富多彩、日新月异

的人类生活相适应, 最稳定、最难改变的道德法则最终也是可以修正的。

四、康德伦理学面临的挑战

在今天的伦理学研究中, 康德的伦理学面临很多挑战。如果我们采取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的立

场, 有一些挑战就可能被缓解。

首先, 是义务论与后果论的争论。在伦理学中, 义务论与后果论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义

务论者认为, 一个行为在道德上是否正确, 不能由其后果来决定, 因为有些行为即使能带来好的结

果, 仍然可能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后果论者认为, 一个行为是否道德完全由它的后果所决定, 能够

带来 好 ( good) 后果的行为才是道德上 对 ( right) 的行为, 即 好 优先于 对 。

康德通常被视为义务论的代表。义务论可能面临的问题是: 坚持某些甚至可能使世界变得更糟的

道德责任, 似乎是不理性的; 道德责任之间可能相互冲突; 相对迫切性悖论, 等等。 ( A lexander and

M oore) 当然, 后果论也遇到了很多诘难。

如果我们在伦理学中引入 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 , 那么义务论与后果论的冲突有可能被缓解:

道德判断最终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世界变得更好; 但是这些道德判断并非简单的功利主义或后果论,

而是有逻辑结构的。有些道德判断被内在化或公理化, 最终成为整个道德系统的核心部分。这些部分

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最不可改变的, 于是它们就成为道德义务。然而, 正如蒯因的 信念之网

(w eb of be lie fs) ( Qu ine, p 42) 所表明的, 为了使我们的道德系统可以更好地和生活世界相适应,

最核心的道德义务就像逻辑一样, 也是可以修改的。

其次, 是普遍道德与多元主义的冲突。康德认为道德原则是先天的, 因而普遍且必然。但是在现

实世界中, 我们总是发现在不同社群的道德系统之间可能会有结构相对性, 这些相对性带来的道德冲

突可能很难找到共同的基础来理性比较, 甚至最终会走向暴力冲突。例如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

( Samue l P H untington) 就提出了 文明冲突论 。 (Huntington)

然而, 如果我们接受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 那么我们就既可以承认道德的多元性, 又不至于走向

相对主义: 道德是指导人类实践、帮助人类更好适应世界的有效工具, 所以不同文化可能有多元的道

德系统; 但是这些道德系统并不是任意的或相对的, 因为所有的文化都必然会面对很多问题与困境。

各种文明必须互相学习, 才能更好地适应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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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如果道德像康德认为的那样是必然的, 那么道德还会进化吗? 我们看看人类历史, 很容易

可以发现道德的偶然性 道德是可以发展变化的。例如, 三纲五常 曾经被认为是中国传统道德

中最重要也最天经地义的部分, 但是早已被我们抛弃了。而这在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看来完全可以得

到解释: 人类的道德原则就像认知范畴一样, 虽然是最核心最稳定的, 但还是会发展变化的。即使如

康德的黄金律, 可能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近代科学所带来的普遍性观念的影响。

第四, 自然主义与人类独特性的冲突似乎也是康德哲学的一大难题。现代哲学中通行的自然主

义, 更多地强调人与动物之间在生物学上的连续性。康德主义者是最反对自然主义的, 这种反对不是

因为他们否定人与动物之间在生物学上有连续性, 而是因为自然主义似乎无法说明规范性问题。

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似乎有助于解决这一冲突。如前所述, 在科学哲学中虽然有过 发现的与

境 与 辩护的与境 的二分, 但是随着蒯因与库恩的工作, 很多科学哲学家已倾向于认为 发现

的心理学 与 辩护的逻辑 之间并不能够截然分开, 而是有着密切联系。那么在伦理学中, 我们

是否也不能分开 发生 与 辩护 呢?

总之, 在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看来, 康德的道德法则就像逻辑一样, 虽然是人类实践中最核心最

稳固的部分, 但并非是必然的, 也不是完全形式的 (即不含经验内容的 ) , 而是可以根据人类实践的

需要而发展变化。因此, 如果我们持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的立场, 那么以上所述的四大二分 义务

论与后果论、道德的普遍性与相对性、道德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自然主义与人类独特性 就并不是

那么截然, 从而对康德哲学的挑战有可能被缓和。

五、进化与伦理中的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

在进化与伦理中, 我们似乎可以模仿库恩的说法。如果把 词汇 替代为 道德原则 , 同时用

道德判断 来替代 经验 , 我们就可以得到类似库恩的演讲 结构之后的路 中的一段话:

就像康德的 范畴 那样, 道德原则 提供了可能道德判断的先决条件。但是道德原则不

像康德的原先说法, 随着时间推移以及社群的不同, 可以改变而且确实改变了。

在 施于他人: 无私行为的进化与心理学 一书中, 索伯与威尔逊复兴了群体选择理论。他们

辩称, 群体选择在概念上是融贯的, 在经验上是进化有据可查的原因, 在人类进化中尤其重要。他们

也为人类具有利他动机提供了进化论的论证。 ( Sober andW ilson, 1998, p 185)

群体选择理论似乎为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提供了因果机制。在上书中, 索伯和威尔逊提出假说:

群体选择是人类进化的强大力量。例如, 群体选择包括群体之间的直接竞争, 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们分析了东非的两个部落, 其中一个部落就是因为在团队组织方面更加优胜, 从而侵占了另一部落

的领土和资源。 ( ib id, pp 19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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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用 互补 和 反馈循环 的概念阐释这种关系。朱葆伟先生在 实践智慧与实践推理 一文中指

出: 这里的 互补 , 是两个逻辑上相互独立的系统之间的关系, 它们之间不能还原, 也不能从一个推出另

一个; 循环 则是说二者又相互生发, 一方以另一方为自己发生和存在的前提, 就像生物学中蛋白质和核

酸的关系: 核酸为蛋白质编码, 核酸又要在蛋白质的帮助下才能生成。这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是伦理价值标

准与生活实践一起发展, 并由一个复杂的调整程序不断修改的过程。传统、文化、社会中已有的价值观念和

合理性标准, 各种经验性的东西, 乃至生活实践中有待实现的更好的存在可能性等等, 都只是我们活动、思

考的出发点而不是其不变的尺度; 我们需要在实践中, 在实行和运用中 , 在理智的思考和反思中, 去具体化

它们, 去解释、检验、批判、确定和修正它们。在这个不断地反馈到起点的循环往复中, 不仅标准得到了发

展 而且那些带有假设性的 不确定的标准获得了确定性 从而也获得了某种 先验 的品质 (朱葆伟 )



索伯与威尔逊也探讨了在群体之间没有相互作用情况下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 合作的群体往往

在科学技术、法律政治、文化思想上都表现出更好的优势。如所周知, 在鸦片战争之前, 中国和西方

的接触交流并不频繁。但是更有组织性的西方国家最终击败了孙中山称为 一盘散沙 的大清帝国。

索伯与威尔逊问: 为什么道德会进化? 他们认为, 道德的社会功能是让人们去做原本不愿意

做的事, 或是加强人们已有点愿意做的事情。很多时候道德的流传与扩散是因为它们使群体获益, 而

且道德的特征可以由群体选择来说明。索伯与威尔逊希望, 他们的著作可以吸引社会科学家去做进一

步研究, 发展他们的假说 道德是群体适应。 ( Sober andW ilson, 2000, p 205)

如果上述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的论证成立, 那么康德主义是正确的: 因为道德是人类给出的, 而

且由人类内在化、公理化; 不过达尔文主义也是正确的: 因为道德系统可以是 过度竞争 , 但是世

界会做出最终的 自然选择 。

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并非对康德哲学的反驳, 而是对它的发展。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赞同康德哲

学的核心观念: 人类不仅是自然的立法者, 也应该是道德的立法者。如果说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对康

德哲学有所改进, 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认识范畴与道德律令并不是先天的, 而是发展变化的, 也可能

是多元和偶然的。当然, 虽然我们既是自然的立法者, 又是道德的立法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

以任意地或胡乱地给出律则。因为我们提出的自然律与道德律最终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要由世界来

做出最后的判决 这正是进化论所谓的 自然选择 !

六、进一步的问题

必须承认, 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虽然可能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也会带来新的难题。首先, 康德道

德哲学究竟该如何解读? 虽然正统的观点认为康德是义务论者, 但是也有一些哲学家认为康德道德哲

学可以有目的论的解读。 ( Johnson) 此外, 后达尔文式的康德主义是否还是康德主义? 也许很多康德

主义者会对此持否定看法。在此, 笔者希望辩护的是一个介乎达尔主义与康德主义之间的中间立场。

如果康德主义者认为这样的立场仍然过于自然主义, 违反了康德道德哲学, 那么笔者以为, 也可以将

其改称为 后康德式的达尔文主义 ( postK antian Darw in ism )。

其次, 虽然索伯与威尔逊的群体选择理论以及多层次选择 ( mu lt ileve l selection) 理论在生物学哲

学中已被广为接受, 但是仍有很多细节有待进一步研究, 尤其是在道德心理学方面。

第三, 我们也要注意到群体选择可能带来负面的结果。在历史上落后的文化有时也可能战胜先进

的文化, 例如盛极一时的西罗马帝国最终亡于野蛮人之手。当然, 文明的程度未必与道德成正比, 但

是这样的逆向选择可能会给道德进化观带来极为悲观的反例。对于这样的诘难, 笔者认为群体选择只

是为道德进化提供了可能性, 而不能保证道德进化的必然性。可是什么又能保证这样的必然性呢?

笔者的训练是在科学哲学, 既非生物学家, 也非道德哲学家。本文只是从科学哲学的角度, 为道

德哲学提供 他山之石 , 希望得到哲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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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原理与群众路线方法等等, 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

从事社会实践的重要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丢弃这些方法, 我们将会犯重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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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 line ofH ermeneutics and the R ise ofDescripti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Immediate

Shang Jie

Herm eneu tics presupposes the possibility o f comprehension, this idea is a goodw ill in w h ich w e get a prio

ri know ledge. But hermeneutics elim inates a real problem, that is time. A ll understand ing is set in time. In

other words, all understanding occurs in the course o f understanding. It is unreal to estab lished compre

hension before the act o f explanation. The immediate interpretat ion is continuous or Bergson s Dur e in

w hich w e get an act of descript ion.

The How (W ie) in H eidegger s Academ ic Texts: New Ga ins

of S ituating Theory in Studying Text

Zhang Y i b ing

Toward the theo log ica,l academ ic and politica l B ig O thers , H eidegger s texts could be d iv ided into

V orf hrung, Ausdr ck lich, Gegenw ar,t and Gehe imn is texts by his academ ic construct ion. Besides the 4

kinds of texts, H eidegger s commen tary notes, orig ina lm anuscripts, quasi tex t and compound w ords w ith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form a comp lete ly new situat ing text structure.

On Double Edged Sword of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L N ai ji

W hether sc ience and technology or their users make them as double edged swo rds , w h ich ob jectively

depends on the position of sc 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ir generation process from nature to soc ie ty and thereby

the natura lity and socia lity loaded by sc ience and techno logy, and which sub ject ively depends on researchers

emphasis on naturality and soc ia lity o f sc ience and technology. Double edged swo rd po ints to three re la

t ionships of human ity: N ature aga inst nature, hum an aga inst hum an, and oneself against onesel.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dges o f two edged sw ord are asymmetry in aspects of space and tim e, pred ictab ility, value

judgments, power and etc. Hum an be ing s see themselves in the ir own creat ions and doub le edged sw ords

of sc ience and technology reflect shadow s of human, w hich w ill accompany hum an forever.

PostDarw inian Kantianism in Evolution and Ethics

W angW ei

Evolutionary ethics attempts to account for the orig in of humanmo rality, wh ile traditional eth icsw an ts to

prov idemora l justification. There is a huge gap betw een them. The autho r borrow s the concept of post Dar

w inian Kant ianism from Kuhn, uses the group selection as the underlying mechan ism, and thereby looks for

a m iddle position betw een Darw in ism andKan tianism. U sing the ana logy ofQuine s criticism of analytic syn

thetic d ichotomy, the paper w ishes to blur such d icho tom ies as deonto logy and consequentialism, universa l

mora lity and pluralism, necessity and evo lution of mora lity, human un iqueness and naturalism, therefore to

moderate the tension betw een Kantianmoral ph ilosophy and evolutionary eth 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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