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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 F ·培根自然哲学研究的误区
刘魁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4)

摘 　要 :对于弗兰西斯 ·培根的哲学 ,学术界多数是从世俗化的经验论、唯物论以及反神学的人本论的立场去

解读的 ,忽略了培根哲学复杂的时代内涵 ,尤其是其中的神学内涵 ,造成了相当程度的误读 ;当代西方生态女性

主义者对其科学观的父权制解读 ,也因忽略了其中思想的复杂性与传统型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误读 ,因此 ,我们

需要对其哲学与科学观进行价值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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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经验论的始祖 ,

在科学史上以提倡试验研究与归纳方法而著称 ,

学术界对其研究颇多 ,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 ,学术

界至今仍多数停留在对其思想中唯物主义与经验

论内涵的挖掘 ,而对“始祖”思想的历史性、多元性

与复杂性重视不够 ,存在相当程度的世俗化与简

单化之嫌疑。正如著名的培根研究专家麦克卢尔

(McClure)指出的 :“培根并没有成功地使自己完

全摆脱传统的影响 ,如同别人也不可能完全做到

一样。”[1 ]笔者前些年虽然已经在某些方面进行了

澄清 ,但还是有些人沿袭旧说 ,在国际学术界生态

女性主义者也对培根提出了一些明显有问题的责

难。为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笔者依据培根哲

学的文本研究就一些典型误区进行了澄清 ,并从

方法论上进行了简单总结。

一、自然神论与培根唯物主义内涵的

研究误区辨析

在我国学术界 ,F ·培根以“英国唯物主义的

始祖”而闻名。由于“唯物主义”一词通常所具有

的无神论内涵 ,因此 ,许多人都非常重视挖掘其思

想中唯物主义与非神学的内涵 ,结果不自觉地忽

略了培根作为英国唯物主义的“始祖”所具有的时

代局限性 ,忽略了其思想的复杂性。实际上 ,培根

的唯物主义并非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 ,而是一种

具有自然神论色彩的唯物主义 ,我们不妨称之为

“自然神论的唯物主义”。

首先 , 培根是一个有神论者 ,而且是一个非

常坚定的有神论者 ,一个公开反对无神论的虔诚

的基督徒。按照培根的秘书、也是他的牧师与传

记作家罗莱 ( W. Rawley) 博士的说法 ,培根是非

常富于宗教性的 ,“他只要健康 ,则他总是常到教

堂做礼拜 ,听讲道 ,参予圣礼 ,吃祝福的体 ,喝祝福

的血 ,并且一直到临终他还是固守着英国教会的

真正信仰”[2 ]421 。在《论无神论》一文中 ,培根也明

确指出 :“我宁愿相信《金传》、《塔尔木经》和《可兰

经》中的一切无稽之谈 ,而绝对不相信宇宙结构是

没有一个主宰的精神的。”[3 ]58在其遗嘱中 ,培根曾

这样自信地写道 :“我的灵魂将归还上帝 ,我的躯

体将殁于黄土 ,我的名字将传之后世 ,扬名四

海。”[4 ]228由此可见一斑。

培根不仅信仰有神论 ,甚至公然蔑视与反对

无神论 ,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

在他看来 ,“无神论只是人们为了便利才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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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神论只是在人们的口头上 ,而并不在心

里”[3 ]59 。他认为 ,即使是像伊壁鸠鲁这样的原子

论者 ,虽然可以公然地否认神对宇宙万物的干预 ,

也无法从根本上否认神的存在。至于野蛮人 ,他

们虽然没有上帝的观念 ,但还是具有神灵的观念 ,

只不过他们的神灵观念不如文明人的神灵观念博

大精深而已[2 ]419 。

培根纵然在哲学上对经院哲学展开了激烈的

抨击与批判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基督教信仰的

批判与拒斥 ,只是意味着他对经院哲学拘泥于宗

教经典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以论证基督信仰

合理性的方法论拒斥与批判。培根认为 ,经院哲

学迷信权威 ,“他们要从哲学家的一些原则中演绎

出基督教的真理 ,并以它们的权威来证实那真理。

他们把感官和信仰的这种结合作为合法的婚姻而

铺张地加以庄严化 ,他们拿这种可喜的花样翻新

来愉悦人心 ,但是同时他们也以人神的交混而把

神的事物贬低了”[5 ]75 。在他看来 ,经院哲学以人

类的有限知识来论证信仰的合理性 ,不仅不利于

科学的发展 ,也不利于对上帝的认识。培根认为 ,

宗教信仰不仅有助于人类道德境界的提升 ,也有

助于国家与民族力量的强大。在他看来 ,古罗马

人虽然在人数上不如西班牙 ,在艺术上不如希腊

人 ,在乡土感情上不如意大利人和拉丁人 ,但是他

们仍然能够成就霸业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拥

有异常虔诚的宗教情感。

培根的这种虔诚的宗教信仰最终影响了他的

哲学思想。在本体论上 ,培根固然是一个唯物主

义者 ,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哲学关于物质是万物本

原的思想 ,认定世界和一切事物都是由所谓的“原

始物质”(p rimary matter) 构成的 ,有时甚至以没

有父母的爱神来代表原始物质 ,承认物质的客观

实在性、自因性与运动性 ,以致马克思评价道 :“在

培根那里 ,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

心发出微笑。”[6 ]但是 ,由于时代的局限 ,培根的唯

物主义是具有有神论色彩的唯物主义。受其科学

研究的影响 ,培根虽然不信奉传统偶因论意义上

的上帝 ,即可以随时凭独断的意志对自然界进行

干预以显示其仁慈与威力的上帝 ,但他信奉近代

自然神论意义上的上帝 ,即作为造物主创造了自

然界、赋予其规律以后就任其自然演变的上帝。

培根一方面承认上帝是世界万物和世界秩序的创

造者与安排者 ,另一方面又只承认神的意志是自

然万物的普遍原则与根据 ,信奉“上帝的统治行于

不知不觉之中”,上帝的意志隐于无形之中。按照

培根的看法 ,神并没有直接地把自己意志的特质

传达给各种事物、各种运动 ,因为“上帝用其智慧

加以照耀 ,要比上帝把他的天意的印记、特性传递

到一切自然的形象和运动中去更加值得赞

美”[4 ]364 。一句话 ,培根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

更不是无神论者 ,而是具有浓厚宗教意蕴的自然

神论者。自然神论固然比世俗的有神论具有更多

的理性色彩 ,强调世界在形成之后的自在性及其

运动的规律性 ,具有向无神论和彻底的唯物主义

转变的趋向 ,但毕竟还承认神的存在以及神的造

物主身份 ,这一点与彻底的具有无神论特征的唯

物主义有着本质区别。

二、宗教复兴与培根自然观研究误区

辨析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由于培根主张“知识就

是力量”,所以学术界流行的看法是 ,培根主张人

类可以通过科学知识征服自然、主宰自然 ,许多人

甚至认为 ,正是由于培根等人倡导了这样一种自

然观 ,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 ,错误地估价了人与自

然之间的关系 ,由此才导致了现代意义上的生态

危机与资源危机 ,言下之意 ,培根应当是现代生存

危机的罪魁祸首。实际上 ,这种看法也是非常片

面的 ,因为它忽略了培根科学观的深层宗教意蕴 ,

以致无法理解培根为什么多次强调人类要“服从

自然”。

在《新工具》的开篇 ,培根就明确指出 :“人是

自然的臣相和解释者 ,他所能做、所能懂得的只是

如他在事实上或在思想中对于自然过程所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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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 ,也仅仅是那样多 ;在此以外 ,他既无所知 ,

亦不能有所作为”[5 ]7 。其中的“臣相”一词实际上

是“管家”的意思 ,具有“管理者”与“服从者”的双

重意蕴。在培根看来 ,人类既是自然的管理者 ,又

是自然的服从者 ,而非随心所欲的创造者与主宰

者 ,所以人类要支配自然 ,首先必须服从自然。对

此 ,他明确指出 :“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一 ;因为

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 ,要支配自然就须

服从自然。”[5 ]8

在培根看来 ,人是自然的臣相和解释者。这

一定位的合法性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起源于神的

意志 ,他援引《圣经》中所罗门的话论证道 :“上帝

的光荣在于隐藏事物 ,国王的光荣是在探寻事

物。”[ 5 ]112在他看来 ,上帝为人类创造了两本书 ,

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自然界。通过自然界 ,人类

可以更好地理解《圣经》。如果缺乏自然知识 ,缺

乏对自然的深层把握 ,人类就只能看到事物的外

表 ,无法体会上帝的全知全能。

与流行的看法相反 ,培根认为人固然可以通

过服从自然而控制自然 ,让自然为人类服务 ,但是

人类永远不能成为自然的主宰 ,因为人类如果成

为自然的主宰 ,就意味着人类成为自然的立法者 ,

这是对上帝的至上地位的挑战 ,意味着对上帝的

背叛 ,这是上帝所不能允许与容忍的。

培根认为 ,在历史与现实中 ,人类的始祖及其

后裔就是由于忽略了自身的有限性 ,企图主宰自

然 ,才犯下了罪。在《自然与实验的历史》一书中 ,

他明确指出 :“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始祖所犯的罪恶

付出代价 ,并且还在模仿这种罪恶。他们希望像

诸神一样 ,我们 ———他们的后代 ———似乎还要胜

过他们。我们创造各种世界 ,我们替自然界制定

规律 ,并以自然的主宰自命。我们要一切事物来

适应我们的愚昧 ,而不是要他们适于神圣的智慧 ,

就是说不要事物顺其天性。我们把我们的概念的

图记强加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上 ,而并不勤

勤恳恳地发现在一切事物上的标记。”[4 ]132在培

根看来 ,正是由于这种骄傲 ,人类丧失了对宇宙万

物的支配权。因此 ,人类要摆脱始祖自负聪明的

罪恶 ,就必须勤恳地发现上帝在一切事物中的标

记 ,在上帝的“自然之书”中寻求物性。

为了重拾已丧失的权力 ,培根从宗教拯救的

维度 ,提出了建立一个“人的国度”的思想。在这

一“人的国度”中 ,科学技术将使人们重新获得对

自然的支配权力 ,重享原本上帝曾赐予人类的幸

福生活。在《新工具》中 ,培根明确写道 :“人类在

一坠落时就同时失去他们的天真状态和对于宇宙

万物的统治权。但是这两宗损失就是在此生中也

是能够得到某种部分的补救的 :前者要靠宗教和

信仰 ,后者则靠技术和科学。须知自然万物并未

经那被诅咒者做成一个绝对的、永远的背叛 ,它在

‘就着你脸上的汗吃你的面包’这样一个宪条的作

用之下 ,现在终于被各种各样的劳动 (当然不是被

一些空口争论或一些无聊的幻术仪式 ,而是被各

种各样的劳动) 在一定程度上征服到来供给人类

以面包 ,那就是说 ,被征服到来对人类生活效用

了。”[ 5 ]319由此可见 ,在培根那里 ,科学研究与探

索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对自然支配

的权力以及更多的生活的便利 ,主要还是为了建

立一个与天国平行的新的人间世界。值得注意的

是 ,培根晚年在《新大西岛》一书所描述的科学乌

托邦 ,实际上就是他所憧憬的“人的国度”的文学

再现。

总之 ,培根的自然观并不是世俗的自然观 ,他

主张科学的复兴的目的是在于宗教的复兴。正因

为如此 ,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指出 :

“培根是从对神的祈祷开始自己的改革的”,著名

的培根研究者法灵顿也指出 :“培根把他的伟大的

复兴事业纳入神学体系内。”[2 ]430

三、“伟大的母亲”与培根科学观父权

制之误读辨析

以 C ·麦钱特 (Carolyn Merchant) 等为代表

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对培根的科学观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与批判 ,指出其中所隐含的父权制观念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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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近现代父权制科学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

第一 ,培根在其行文中经常以“强奸”、“拷

打”、“深入隐秘之处”等词汇来描述科学对自然和

女性的侵犯 ,并以女巫受审现象作为孪生压迫的

相互强化的典型例证 ,把人类研究自然、探索自然

的过程隐喻为审讯中世纪女巫的过程 ,强化了父

权制的科学意识。卡勒 ·瓦伦指出 :“对妇女和自

然的孪生统治作为社会问题既植根于具体的、历

史的、社会经济的环境中 ,又植根于支持和认可这

些环境因素的压迫的父权制概念框架中。”[7 ]

第二 ,培根在早期的作品中明确地阐明了对

待自然的奴役态度。例如在《时代勇敢的产儿》一

书中 ,他以长者的身份对他的生徒说 :“我是真正

来把你引向自然和它的一切产物 ,支配它 ,使它成

为你的奴隶 ,并为你服务。”[8 ]

第三 ,在《新大西岛》这一晚期著作中 ,培根描

述了一个具有典型父权制特征的科学乌托邦。

在《新大西岛》这一具有科幻特征的作品中 ,

培根虚构了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岛国 ———本

色列岛。在这个岛上 ,国家是由所罗门宫中的教

士 ———科学家们实施管理的 ,岛上的居民依靠科

技发明过着幸福的生活。在这里 , 男性的教

士 ———科学家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

麦钱特等女性主义者认为 ,培根“虽然不要为

自己哲学日后的那些使用负责 ,但是 ,他的语言、

风格、含义和隐喻成了反映他那个阶级的理想的

一面镜子”[ 9 ] ,开启了开发自然的新风尚。

可是 ,我们如果深入研究培根的有关文本 ,就

会发现 ,以麦钱特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可能过于

夸大了其中的父权制内涵 ,陷入了某种程度的误

区。对此 ,我们需要认真分辨。

首先 ,受时代的影响 ,培根的哲学固然有一定

程度的父权制意识 ,但不是有意识的。一方面 ,在

培根的行文中 ,也不乏尊重女性、尤其是尊重母亲

的内涵 ;另一方面 ,培根行文中有一些所谓带有歧

视、侮辱女性的表述 ,并非来自培根本人 ,而是来

自古代的哲学家、尤其是来自亚里士多德 ,其内涵

并不具有歧视、侮辱女性的意味 ,而具有透过表

象、认识事物真相的含义。

在《新工具》中 ,培根曾经指出 :“即使在人类

智慧和学术最发达 (假如真可算是发达的话) 的那

些时代里 ,人们也只是以最小部分的苦功用于自

然哲学方面。而其实正是这个哲学才应被尊重为

科学的伟大的母亲。⋯⋯自然哲学即使在对它注

意的人们中间 ,特别在那后两个时期 ,也始终不曾

拥有一个摆脱一切而全力从事的研究者 (除开某个

在僧房中从事研究的僧侣或某个在别墅中从事研

究的士绅) ,而一直是被仅仅当作通到其他事物的

便道或桥梁对待的。这样 ,这个伟大的科学之母就

因横来的侮辱而被贬抑到仆役的职务上 ,只去伺候

医学或数学的业务 ,也只去以一种打底子的染料来

浸染幼稚而不成熟的智慧 ,使它以后更适于接受他

种色染。”[5 ]60 - 61 (其中的黑体着重号为引者加)在这

里 ,培根两次把“自然哲学”比喻为“伟大的科学之

母”,其中不乏尊敬、怜悯与同情之意。

此外 ,培根语言中引起争议的“隐秘结构”、“隐

秘过程”等用词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 ,并非是他的独

创 ,而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说”。培根本人

就非常重视对事物“形式”的研究 ,他对“形式”一词

内涵的理解虽然与亚里士多德等有很大不同 ,但其

中也没有歧视、侮辱女性的含义。在《新工具》中 ,

培根明确指出 :“我这里所谓隐秘过程 ,不是指在物

体过程中能够看到的某些度量 ,某些标志 ,或一个接

一个的若干步骤而言 ;而是一个完全没有中断的过

程 ,而且大部分又是感官所不能知觉到的。”[5 ]121他还

区分了哲学与科学 ,认为哲学主要是研究那种永恒

不变的法则 ,而科学或物理学主要研究能生因、质料

因、隐秘过程与隐秘结构。按照克钦的注释 ,培根所

谓把隐秘过程应用于隐秘结构的做法 ,类似于人造

云母法 ,其方法是用极大压力把材料溶解后再度使

它冷却。在这里 ,人们首先需要分析云母的构成分

子 ,然后把这个知识通过仿效自然过程的动作应用

于创造隐秘结构。显然 ,其中并不具有对女性的人

格侮辱的意味。实际上 ,对于培根来说 ,认识自然的

过程也是一个神圣的认识上帝的过程 ,是一个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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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各种假象、包括经验假象而认识真理的过程 ,他

反复强调人类用各种实验技艺的方法探询自然界的

隐秘过程与结构的根本目的 ,主要是强调服从自然、

把握自然的真相 ,以便更好地利用自然、开发自然、

服务人类。

其次 ,培根早期的著作中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

“奴役自然”的含义 ,但是 ,这些思想很可能是培根早

期不成熟的思想 ,表述上也有欠妥当 ,以致培根生前

就没有发表出来 ,我们不可以太较真。

再次 ,在《新大西岛》一书中 ,培根设计的理想国

固然是由男性科学家主宰的 ,但是其目的不在于强

调那些科学家的男性特征 ,更没有强调只有男性科

学家或只有男性才可以成为科学家而是在于强调其

教士身份。

四、结语

客观地讲 ,对于培根哲学研究的这些误区 ,以

中国社会科学院余丽嫦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已经

以不同的方式提到 ,但是 ,并没有引起我国学术界

足够的关注 ,究其根源 ,主要有三 :一是受经典作

家研究的影响 ,把培根定位在唯物主义与经验论

者上 ,突出强调其在哲学史上的新观念与突出贡

献 ,虽然说法基本成立 ,但忽视了其思想的丰富

性、复杂性与时代性 ,再加上对其思想的宗教内涵

持鄙视态度 ,视为糟粕 ,因此不自觉地出现了人为

拔高现象 ;二是许多学者觉得培根的思想内涵不

深 ,其思想脉络与历史贡献也已基本清楚 ,因此缺

乏对其文本的认真阅读与深入研究 ,以致出现了

人云亦云的现象 ;三是受学术竞争与学术评价体

系的影响 ,盲目地跟踪与追求所谓的最新学术思

潮 ,对国外的知名学者盲目崇拜 ,对他们的一些新

观点缺乏理性辨析 ,没有把文本研究、传记研究、

历史研究与思想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再加上对国

外的学术动态与学术语境仅仅知道一鳞半爪 ,或

是一知半解 ,信息不全 ,以致得出非常片面的结

论 ,借用培根本人的话说 ,为“洞穴假象”所迷惑而

陷入学术误区。当然 ,这种现象在我国很多学术

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并非只是在哲学史与

科学史领域、更不仅仅是在培根哲学的研究上。

我们相信 ,随着中国学术创新的步伐的推进 ,这种

现象会逐渐得到改变 ,最终人们能够客观地评价

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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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 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from Perspective of Science of Complex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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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thought history of science are intimately related. Tradit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is influenced and dominated by modern science of simplicity , only emphasizing the

linear growth of economy and wealth , while ignoring those factors of nonlinear , uncertain , instable and

unpredictable. Tradit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has dissociated the integrity of nature and society , which

leads to the ruptur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disharmony of society. Since social

development is sophisticated , science of complexity reveals the sophisticated chang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 as a new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ory of society , is of the characters of

integrated , nonlinear , compatible and sustainable , etc. , and accords with the way of thinking of science of

complexity , and therefore it is scientific.

Key words : science of simplicity ; t radit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 science of complexity ; complex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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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understandings in Study of F ·Bacon’s Nature Philosophy

L IU Ku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Nanjing 210094 , China)

Abstract : For a long time , Francis Bacon’ s philosophy is mistaken as secular empiricism , materialism and

anti2t heological humanism , his historical intension , in particular his theological thought having been neglected.

His viewpoint s of science are also interpreted simply as a pure pat riarchy by contemporary western

eco2feminist s with it s complexity and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 being neglected. So we should revalue his

viewpoint s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

Key words : Francis Bacon ; nature philosophy ; viewpoint of science ; eco2fem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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