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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罗吉尔 •培根是西方古代科学文化在中世纪晚期的重要代表，生活在古代科学文化向近代科

学文化演化的关键节点上。因此，对其自然哲学基本原则的把握,不仅有助于了解古代科学探究的核心问

题和基本方法，更有助于理解西方科学文化近代形态得以完型所需要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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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ger Bacon living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between ancient science culture and modern scienc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mediev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ancient western scientific culture. The grasp of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his natural philosophy, therefore, not only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core problems and basic methods 
of ancient scientific inquiry but to understand the prerequisites for the shaping of modern scienc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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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建立一门以数学物理学为主要内容“普

遍科学”的努力是推动近代科学文化发展的思想

动力，而上世纪以来的西方科学史研究则试图证

明，中世纪经院学者罗吉尔 • 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2）是数学物理学运动更早的先驱，在将

数学运用于自然研究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承前启后

的作用。[1]他不但提出要建立一门以“种相播殖”

理论为核心，能够对包括人类感觉、理智活动在

内的一切自然变化和运动做出统一解释的“普遍

科学”，[2]而且明确宣告了“数学是经验科学的大

门与钥匙”。[3]

然而，通过对培根核心文本《大著作》（Opus 
maius） 和《 论 种 相 播 殖 》（De multiplicatione  
specierum）的详细分析，人们会发现，培根对数

学和统一科学的理解，与近代数学物理学主导的

科学文化风格有着本质不同。在培根的理论框架

中，数学与所解释对象（种相播殖活动）紧密联

系在一起，其优先地位需要依赖描述对象的重要

性来提供，缺少代数具有的形式化、符号性特征，

不能作为普遍方法推广研究一切自然现象。因此，

为了理解培根的自然科学思想，就需把握其浸染

在中世纪基督教科学文化背景中的种相播殖理论

的含义，并以此为基础澄清古今科学文化间的差

异，进而获得对近代科学文化构成条件的深入认

识。

一、“种相播殖”理论的文化背景

Multiplication Specierum 是 培 根 解 释 光 学 现

象、视觉活动时使用的术语，相应的英文翻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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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 multiplication。拉丁文 multiplicatio 的原意

是指生物的“繁殖”和算术中的“乘积”。培根则

用该术语指称“形式”（forma）或“种相”（species）

在实体间所发生的转移。他认为，任何事物能够

以自我复制、繁殖的方式对其它事物产生同质性

的作用。通过这种作用，被作用者获得同作用者

类似的性质。包括光源对周遭介质和事物产生作

用，以及动物繁殖、感知觉活动、理智活动在内

的任何事物的变化和活动都是种相播殖的具体实

例。

species 是拉丁世界对希腊哲学核心术语 eidos
的翻译。在希腊哲学中，特别是在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那里，eidos 不仅具有认识论含义，而且有

着重要的存在论意义。它既是统一事物如其所是

的原因，也是让事物向灵魂显现并获得理解的依

凭。从奥古斯丁开始，eidos 概念被基督教世界的

神学家改造为上帝心智中的“Ideis”（理念）。由

此，自然事物单凭其自身就能够生灭变化的最终

理由遭到褫夺。但是，随着大翻译运动的推进，

12、13 世纪基督教世界亚里士多德主义兴起，种

相一词中包含的那层存在论含义重新得到肯定。

理性指导下的自然哲学研究逐渐得到教会的允

可。在这一过程中，普罗克洛斯（Proclus，410-

485）、 金 迪（al-Kindi）、 格 罗 斯 泰 斯 特（Robert 
Grosseteste）等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及受其

影响的伊斯兰、基督教学者，为培根种相播殖理

论提供了可借鉴的资源。

新柏拉图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普罗克洛

斯不仅评注过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而且还

模 仿 其 风 格 将 自 己 的 著 作 命 名 为《 神 学 原 理 》

（Elementatio theologica）。他用 211 个命题讨论了

整个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和神学观点。《神学原理》

以《论至善》之名在阿拉伯世界流传时，被学者

缩编整理，其编撰加工过程使得阿拉伯思想家金

迪等人的解读混入其中。约 12 世纪后期，该书从

阿拉伯世界译介到拉丁世界，并冠以《原因之书》

（Liber de Causis）。但是百余年里，它都被误认为

是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因而被安排在《形而上学》

之后。[4] 大约 1242 年前后，培根在巴黎大学执教

时评注过这部著作。相关内容以《原因之书问题集》

（Quaestiones super librum de causis）为名被保留下

来。

在《原因之书》中，普罗克洛斯论述了太一

与努斯间的生成关系。这种关系被其他存在位阶

逐一下降的存在者模仿。全书开篇，普罗克洛斯

就描述了自然生成因果性的总原则：“一切高一级

的原因施展它的作用到所有次级原因之上”。[5]依

照这条总则，作为上帝的第一因生成理智与灵魂

两个普遍原因。三个原因能够生成一切次级原因，

产生出其他不朽和有朽的事物。在整个过程中，

上帝是第一因，是最高的善，掌控着整条存在巨链。

围绕第一因的创生作用，培根评注道：“光的本性

是自身源自自身的流溢。它通过自身播殖，从自

身中将自身创生出来。因此，第一因首先依凭自

身创生自身。并且当最初具有光的性质时，它从

自身中播殖自身。”[6]从引文可知，培根试图运用

光的流溢、辐射作用来类比理解第一因通过“自

身播殖”发动的生成。

金迪是阿拉伯世界最早受到希腊哲学影响的

学者之一。培根熟悉金迪的光学作品。后者的占

星术作品《论光线》（De radiis）和光学作品《论

视觉》（De aspectibus）对培根有重要影响。他认为，

借助于光辉，万物才得以生成、存在。“元素世界

内事物的多样性源于两个原因，即：质料的多样性

和星光的不同作用。”星辰将光辉送入世界，因此，

“元素世界和一切由元素构成的事物都依赖于星星

的属性”。不仅如此，金迪还强调，非但星辰具有

辐射的力量，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能以星星的方

式产生光线。光线射向四面八方，由此“世界内

的所有位置上都包含了实际存在的一切事物的光

线”。月下天的每一事物就是以这种方式相互作用

的。（[6]，pp.xliv-xlv）金迪持如下这一观点：世

界内一切造物都是辐射来源，且世界自身就是一

个巨大的力量之网。这个思想对格罗斯泰斯特和

培根有着重要影响。

格罗斯泰斯特被认为是柏拉图化的亚里士多

德主义西方传统的创立者。培根一直都将这位林

肯郡主教、英国方济各思想的缔造者视为自己的

思想导师。正是后者的光学研究启蒙了培根。有

关光的形而上学中，格罗斯泰斯特认为，“上帝是

精神之光的实体和本质，并且除非分有了这种自

在的光，任何精神的光芒都不能灼耀。从本原倾

泻出的光形成一个力量递减的层级秩序。受造的

光以不同的分有程度模仿了本原之光的性质。”[7] 

在这种存在序列中，越高阶的存在越趋近于本原

的光，越具有精神性和纯粹性，而低阶的存在物

基督教文化中的种相播殖理论



70

则倾向于以有形和杂多的方式存在。因此，高阶

的事物是低阶事物的原因。前者的形式能够作用

于后者。这一层级秩序更是体现在格罗斯泰斯特

的宇宙论中。他在《论光》（De luce）中写道：

因此，以这种方式（光的传播），可感

世界的十三重天球得以生成。其中的九重天

球因为都是完全现实的，所以，不存在变化、

增长、生成或朽坏，其他四重天球则具有相

反的存在样式，即：它们有着变化、增长、生

成或朽坏。这是由于它们并非完全现实的。

很清楚，每一个较高贵的事物，借助于从自

身而来的光，都是紧随其后事物的形式和完

善。这就如同单元潜在地是它之后的每一个

数。因此，借助于光的播殖，第一个事物也

是紧随其后的每一个事物。[8]

引文清楚地表述了天界事物通过光的传播生

成并作用于地界事物。此外，与金迪的立场类似，

格罗斯泰斯特也主张，所有地界中的事物间也同

样以光的传播的方式发生相互作用。自然作用者

以播殖着自身力量的方式对周遭产生作用。当它

作用于感官时会产生精神性和高贵的作用。如果

作用于物体时，它就是产生质料性作用。更为重

要的是，“所有这些自然作用都能够借助于线、角

和图形来表示”。（[6]，p.lii）格罗斯泰斯特的上

述观点为培根的种相播殖理论及数学描述的具体

铺展提供了充分的准备。

二、“种相播殖”理论的基本原则与实质

培根专题论文《论种相播殖》共为六个部分。

前三部分占总篇幅的四分之三，是整个研究的重

心。前三部分中，培根分别从“种相的本性，及

其播殖的基本作用方式”、“播殖作用的数学表述”、

“种相在介质中的存在样态”等角度详细阐释了“种

相播殖”理论的基本原理。后三部分主要讨论了

播殖作用的弱化、消亡等其他相关问题。接下来

的工作就将依赖前两个部分的相关论述，系统地

澄清种相播殖理论的基本原则、理论实质及其同

数学表达之间的关系。

1.“种相播殖”第一原则：“种相”及其与事

物本质间的关系

论文开篇就给出了有关作用者产生种相播殖

作用所依据的三条基本原则。首先，种相播殖作

用中，种相要依照作用者的名称和本质产生作用。

其次，同一个作用者只能产生一个同作用者具有

相似本质的种相作用。最后，只有具有自由意志，

依凭思虑进行活动的作用者，能够产生不同的作

用。所设立的三条基本原则中，第一条最为重要。

它为种相播殖作用建立了基本规范。接下来两条

原则是对基本原则的补充和限定。例如，第二条

补充强调了种相作用的唯一性，即：一个作用者只

能产生一种同其本质相类似的作用。最后一条则

给种相作用设立了限定。尽管培根强调人类感觉、

思虑活动也按照种相播殖的作用方式发生，但是，

人籍着意志自由，能够产生不同于其他自然作用

活动方式的行为。例如，人能够做出丧失其自然

本性（名称、本质）的活动。通过这一限定，培

根为基督教原罪、救赎理论留下了解释空间。

通过第一条原则，播殖活动中的作用者与其

种相作用间建立了紧密联系。具体看来，培根明

确提及了种相一词的两种含义：“波菲利的五种共

相之一”与“任何自然地进行活动事物的首要作

用”。（[6]， pp.2-3）种相播殖活动所涉及的“种相”

专指第二种含义上的种相。但它与波菲利所说的

“五种共相之一”的“种相”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因为后者是自然事物自我表达的“种属定义、名

称或本质”。第一原则清楚地指出，任何自然事物

发生变化和运动产生的首要作用都要以事物的自

然本性、本质为依据和出发点。如火的种相是火、

人生出的是人，等等。因此，澄清培根所说的事

物的定义、名称和本质就成为准确理解“种相播殖”

第一原则的关键。

波菲利（Porphyry）在评注亚里士多德《范

畴篇》所撰写的“导论”中指出：“‘种’（species）

被认为是每个事物的‘形式’……‘种’是那个

谓述在数上不同的若干个体的东西，旨在回答‘事

物是什么？’”。[9]在这一小段文本中，波菲利强调，

种是事物的形式。它是谓述事物的名称，能够告

诉人们个体事物是什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

果仅仅将这个标识事物“本质”或“是什么”的“名

称”理解为一种心灵设定或习惯约定，就很可能

会错失其中的要旨。因为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存在

着有关两种谓述活动的区分：“形式谓述”（form-

predications）与“种相谓述”（species-predications）。

关于前者“谓述一组特定质料的形式就是要展示

由这组质料组成或构成了一个能够行使与‘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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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相’（substance-species）相关，逻辑主词功能的

对象。”[10]可以说，事物的“形式谓述”或“命名

之名”并“不是一种陈述活动，而是一种本原的

存在活动”。它“首先不是陈述一存在者的宾词，

而是自在存在者本身存在的显现。”相应地，所谓

“种相谓述”或“属名之名”则“是对存在者的陈

述，尽管可能是最原初的陈述。所谓最初的陈述，

也就是把存在者带进最初的有‘主—宾’结构的

逻辑关联空间，从而在这个关联空间里做出最初

的规定或限定”。[11]总之，只有自然事物自我同一

地自我谓述或自我显现，才有可能被带入到某种

逻辑谓述活动中去。两种谓述活动的区分是理解

亚里士多德主义实在论哲学的前提。培根在巴黎

大学时期就已经是一位共相实在论者。1245 年前

后，他两次评注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时，

做出了同样的区分。[12]

培根在《论种相播殖》开篇部分关于种相两

种含义的区分与两种谓述活动的存在息息相关。

种相在首要含义上指称事物自身的形式、本质或

性质；而另外一种含义则用来表示该事物所引发出

的作用。在早期评注中，培根强调真正的共相独

立于任何“心灵的谓述活动”。它作为一个自然存

在，存在于“自然谓述”中，是事物的真实谓述。

心灵中的种相只是事物自身种相的似像。这一关

键区分对应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形式谓述”与“种

相谓述”。前者是形而上学意义上，自然事物的自

我表达和自我同一，后者则是前者的逻辑学表达。

后者依赖于前者。

具体看来，种相播殖的第一原理包含着如下

两个关键设定：首先，每个自然造物都具有上帝创

造的先在的本质。借助于各自的“具体本质”，自

然物在将自身维持为统一、同一的个体的同时也

作为其所类属的“属、种”的承载者而存在。个

体存在既是具体事物的自身表达，也是对其类属

的例证或显现。事物的共同“属、种”独立于灵

魂活动而存在，却依赖于自然个体的表达。其次，

一切自然事物依凭其在先的本质或定义，借助于

介质，对周遭事物产生着种相作用。当这种作用

被施加到具有不同等级灵魂的存在物时会产生不

同的效力。人类的感觉、理智活动能够从自然事

物中把事物的种相抽象出来。借助于识别、判断、

推理能力获得关于事物本性和定义的认识。（[6]， 

pp.24-43）

综上所述，以种相的两种不同含义为纽带，

培根完成了从形而上学、逻辑学向自然哲学讨论

的过渡。通过种相播殖理论第一原理，他在种相

的两种含义间建立了密切联系，从而为种相播殖

理论建立了实在论的基础。

2.“种相播殖”理论的实质：关于自然运动和

变化的定义

在《论种相播殖》第一部分接下来的第三、

四章中，培根集中力量澄清了“第二层含义上种相”

播殖活动的作用方式及其正确定义。培根的重要

工作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方面：首先，培根集中

力量清算了以原子论者为代表的异教思想有关运

动、变化的错误解释。其次，培根坚持从“可感觉”

标准出发，澄清发动种相播殖作用的“作用者整体”

的确切含义。这从根本上粉碎了原子论者有关变

化、运动的机械性碰撞解释思路。最后，培根有

效地将亚里士多德运动定义改写为种相播殖理论，

为世界内一切变化、生成建立了统一的表述方式。

针对古代原子论有关生成、作用发生的机械

流射论解释思路，培根写道：“种相并不出离于作

用者，或是被作用者发射出的，因为偶性或一部

分实体都不能在保持整个实体不耗损的情况下从

其中分离出来。”（[6]，pp.43-44；p.370）在培根

看来，如果种相播殖是事物将自身的组成部分散

射出去，会导致作用者因耗散而逐渐消亡。以此

为基础，可以得出进一步的推论：由于灼耀万物，

散发光芒，太阳会逐渐消亡。然而，这一结论对

于认为天界没有生灭变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

哲学而言是不能接受的。耗散不仅削弱了天界的

完满，而且还会抹平天地间的等级秩序。关于生成、

变化的流射立场，还存在另外一种解释倾向，即

如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主张：种相的出射或流溢并不

会必然地耗散作用者本身。在培根看来，这一观

点面临着更加难以消解的困难。如果种相不是出

自作用者的某一部分，那么，它就有可能是作用

者从虚无将它创造出来。然而这种解释与基督教

教义是相违背的，因为只有上帝能够从无中创造

事物。（[6]，pp.50-53）因此，虽然新柏拉图主义

对基督教神学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有关

始自于第一因的完满性流溢却被基督教思想家彻

底改写过。

如果说之前有关原子论的批评带有浓厚的自

然哲学、神学立场，那么接下来的批评则具有严

基督教文化中的种相播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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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形而上学诉求。培根一方面

强调，作用者总是作为整体产生作用的。他写道：

“作用者的全部纵深是作为一个整体对接受者施加

作用的，而非接触被作用者的某个特定部分。如

果是后者那样的话，作用者的其他部分就处于非

活动状态。”（[6]，p.63）另一方面，培根反对自

然最小单元的存在，转而强调“能被感觉”是判

断作用者最小整体的标准。培根强调：“最小单元

要‘依照感觉’，而不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最小者

或依照其本性”（[6]，pp.58-59）在培根思想中，

种相播殖活动的最小作用者的确定需要以“可感”

为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培根此处的讨论与亚里士多

德《物理学》第一卷中对阿那克萨格拉微粒论的

批评有关。亚里士多德强调，一事物之所以作为

一个整体，需要相适应的大小或量，而不能无限

大或无限小。如“肉无论在大还是在小的方面，

其量都是有限的，那么从最小的肉里是分离不出

任何东西来的，否则就低于它的最小量了”。[13] 

关于究竟该如何确定和理解事物的整体，亚里士

多德在《物理学》第三卷指出，“整体是本身不缺

少什么的事物，如整个人或整只箱子”。（[13]，p. 
47）也就是说，所谓整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

指“已经完成的、向着感知觉显现的事物”。简而

言之，整体是由特定种相或形式规定的个体事物。

它有着明确的形体边界和独立的功能运作。由此

看来，培根以可感觉的最小量来理解作用者的整

体是符合亚里士多德思路的。

那么，为什么恰当理解“作用者整体”的含

义对理解种相播殖作用至关重要呢？主要原因在

于：作用者的整体性，即最小可感知单元，为一

事物的“可感知”和“可理解”做出了实在论立

场上的存在论承诺。可以说，“可感知的作用者整

体”是培根自然哲学研究得以开展的基本前提，即：

“在任何根本的方式上，理智不是同自然世界相分

离，并且因此理智可以进入和知晓自然世界”。不

同性质种相播殖作用之所以可能，在于自然世界

内个体事物本身的“可理解性”或“可感知性”。
[14] 同亚里士多德一样，这种不能被还原的“可感

知”或“可理解”作为给定的事实是全部自然哲

学工作的起点。这一研究路径是“自上而下”性

质的探究方法，即：从事物或事态的完成形式出发

（对我们而言，清楚明白的事物）探求它之所以可

能发生的各种解释性条件（本性上而言，清楚明

白的事物）。这一方法不同于原子论者的“自下而

上”性质的讨论方式。后者强调应该从质料的基

本样态（原子的形状、排列、运动）出发，通过

原子机械组合解释包括感知觉在内的宏观作用或

变化。培根种相播殖理论在对世界内各种变化、

运动给出统一解释的同时，也充分尊重了属、种、

个体间的差异。种相播殖的第一原则已经明确指

出，种相作用要依照作用者的本质和定义。如果

作用者丧失了可辨识的形式，它的作用就会同其

本质脱离关系。也就是说，宏观层面上的生灭变化、

性质更迭就有可能被还原解释为原子或其他元素

微粒的运动和排序。凭借“可感觉标准”，培根彻

底否定了原子论的机械还原论解释思路及其形而

上学图景。

上述澄清对于理解种相播殖的定义非常关

键。培根认为，种相不是事物所散发出的有形物

体，也不是作用者凭空制造出的事物，亦不是从

它者处捕获的东西。相应地，种相作用也不是一

种因为接触而发生的碰撞作用。在培根看来，所

谓种相播殖中的种相或形式无需它求。种相本就

潜在地存在于被作用者之中。通过将被作用者自

身具有的潜在种相或形式激活，种相播殖得以完

成。培根写道：“显然，种相必须以第五种方式发生，

即借助于一种真正的变化，并且将接受者质料中

的主动潜能激发出来。……因为亚里士多德将自

然地生成作用把握为源自于质料的活动性潜能。”

（[6]，pp.44-47）

具体例子也许会帮助澄清这一晦涩的定义。

以火能够引燃木头为例。火的种相将潜在存在于

木头中的燃烧潜能现实地激发出来。只要木头没

有完全焚尽，木头种相与火的种相依旧是相互分

明的。但是，木头与火之间确实发生着某种过渡

和转化。“准确说来，一个种相既不是这个事物，

或那个事物，而是事物成为这个或那个的转换，

也就是说，种相就是‘生成’（becoming）。一旦

木头被火燃尽，它就不再是木头，而成为了火。”[15] 

总之，种相播殖理论是有关变化本身的定义。培

根的整个讨论继承自亚里士多德有关运动和变化

的著名讨论。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种相播殖理

论并不是针对亚里士多德运动的第一定义（存在

论意义）进行的讨论，而是从作用者与被作用共

同完成活动的角度来定义世界中一切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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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种相播殖是关于一切自然变化和

运动的学说。它致力于解释的是“作用者—种相—

被作用者”共同协作完成的自然变化。由于考察

视角的“自上而下”性，种相播殖理论势必是反

时间性的，是对已然完结了的“变化整体”进行

的考察，是以亚里士多德四条原因链条梳理能够

让变化得以理解的条件。不同于原子论的解释思

路，事物的接触和位置变化在这里并非是必然被

涉及的。作为让整个变化得以理解的形式因，作

用者的可感知和可理解成为了探究活动的始点。

种相播殖过程以作用者整体的可被感知为条件，

通过种相播殖第一原则，作用者产生与其本质和

名称相似的种相作用。通过介质，作用者与被作

用者被联系起来经历同类性质（种相）的变化。“在

变化过程中，种相是被作用者变为作用者时中间

状态的名字”。（[15]，p.86）因此，虽然性质变化

千差万别，但都可以被统一的种相播殖含义所代

表。总之，种相播殖中，作用者将被作用者所具

有的，同作用者相似的潜在种相激活，共同成就

同类性质的变化。

三、培根“普遍科学”的基督教文化背景

种相播殖理论是培根在自然变化与基督教文

化之间建立联系所依赖的“科学”。培根看来，种

相播殖不仅能够解释世界内一切存在自然变化和

运动。甚至于，它还是理解救赎和基督教会改革

的基础。该理论以形式或性质转移的方式将所有

事物统一在一起，组成一个封闭的、相互关联的、

存在着高低等级秩序差别的世界整体。这个整体

发端于第一因（上帝）的创造，经由无形的理智（天

使）推动下的天球，借助于光的种相播殖，一直

抵达地球的中心。其间，星辰的位置和光辉能够

作用于包括人类灵魂在内的地界万物。灵魂因蒙

受了恩典，能够感应天界的讯息，纯化自身，认

识种相播殖的真谛。在天主教圣事中，通过祷告（种

相播殖力量），信徒在自身灵魂和上帝之间建立联

系，完成神和人的结合。（[15]，pp.25-29）这一

过程中，由于数学能够对光线的播殖路径做出精

确的几何描述，有助于类比地理解事物间的种相

作用，因而被培根称赞为经验科学的大门与钥匙，

并坚持认为不懂数学就不能理解世间万物。所以，

恰当地理解作为自然哲学基础原则的种相播殖理

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对于理解数学在培根思想中

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关键。

1. “种相播殖”作用的普遍性

在《种相播殖》第一部分第五章中，培根结

合种相播殖理论，详细描述了理智、天界、地界、

灵魂感知间的差别与联系，以及相互间作用的样

态。培根指出，天界、地界通过种相交互，被紧

密地统一在一起。这种统一是存在者高低差别的

整合。培根仔细分辨出高贵者与低微者之间种相

作用的三种方式。首先，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

培根认为低阶的事物受到高阶事物的作用和影响。

天界由于永恒和完满，能够当然地作用于地界；其

次，天界事物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种相作用。如月

亮受到了太阳的作用；最后，地界的事物在一定程

度上也能产生作用于天界的种相。如观看星辰时，

观看者的视觉种相可以抵达星辰。关于最后一点，

培根强调，这种种相作用非但不会引起天界事物

的完善性的降低，反而是“为了世界的福祉和更

大的统一”。因为视觉的产生是事物功用的成全和

实现，有利于造物的丰荣。

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培根在第六章里细致

地阐释了种相播殖在世界等级秩序构造过程中所

扮演的作用。培根写道：

它必须是一个球形，以便天的力量能从

这个球体的各个部分会聚到它的中心。中心

是生成变化的地方。这就是地球，一个混合

了生成和毁灭的地方。因此，依照世界的秩序，

高阶的天界事物是不变化和不朽坏的。这些

不生灭的事物不停地引发地界实体的生灭变

化。因为，既然生成与朽坏需要诸天的运动，

因为星辰是它的运动得以生成的本原。……

因此，必须存在一个连续的推动者来产生诸

天的运动。……这些运动一定是意愿性的，

因此，诸天的运动源自于一个具有意志和理

性的实体。理智就是这种实体。因此，天球

和星辰一定是被理智所推动的，因为任何一

个推动者都比被推动的事物高贵。这些推动

者定是不生不灭的。（[6]，pp.78-79）

引文中，培根清晰地描述了从推动天球运动

的理智实体，到有生灭变化的地界事物的层层等

级。高贵者通过种相作用对低微者产生影响，进

而发生同作用者定义和本质相似的变化和运动。

在《大著作》第四部分有关数学讨论的第一章中，

基督教文化中的种相播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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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更是明确地指出，所有的作用都是作用者自

身的力量和潜能的施展。如同太阳将光散播到整

个世界的每个角落。这种力量的散播被称为种相

的播殖。有形复合实体和无形的精神实体，甚至

偶性都能产生种相作用。除此以外，培根还特别

补充，包括天使在内的纯粹理智活动也不例外于

种相播殖作用。（[3]，p.111）

简言之，作为基础性因果理论，种相的播殖

是培根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是其思想系统中的

皇冠。大到天球运转、潮汐变换，小到种子发芽、

露水折射，甚至包括灵魂感知在内的一切自然变

化都能够借助于种相播殖解释。它允诺了天界、

地界内一切事物凭借其自身高低等级所引发的作

用与被作用。在用光的播殖例证这种普遍作用时，

培根沿袭了格罗斯泰斯特的思路。后者的光的形

而上学和对光线的数学表达都对培根有着重要的

影响。

2. 有关“种相播殖”的数学表达

《种相播殖》第二部分的全部篇幅都用来“按

照自然运作所依凭的各种线、角和图形，讨论源

自作用者和首要生成位置的种相播殖”。（[6]，pp. 

90-91）以光的播殖为例，培根指出一切播殖活动

都是以作用者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沿直线方向所

进行的辐射。不同的介质或阻碍物会使得播殖发

生偏折，从而形成不同的角，并因此构成各种“图

形”。

数学，特别是几何，被培根用来解释以光的

播殖为代表的种相播殖。如前所述，种相作用普

遍地显现于世界内的所有经验现象之中。培根运

用种相播殖的因果理论解释了一切自然变化和运

动。数学由于它能够较为准确和形象地描述种相

播殖作用的作用方式，因而获得了相对于其他经

验科学更为重要的地位。相应地，《大著作》有关

数学重要性的讨论也是在种相播殖的大背景中逐

步展开的。有关数学重要性讨论的四个区分中，

培根几乎将一半的篇幅都贡献于种相播殖理论的

介绍。可以说，“培根关于数学的讨论实际上是在

解释他的基础性因果理论”。（[15]，p.72）总之，

并非由于数学自身的普遍性而获得了重要地位，

反倒是数学借助了种相播殖理论所依凭的基督教

权威和普适性才得到了培根的赞颂。

还需进一步指出的是，不仅数学学科自身的

重要地位要依赖于它者，就连数学对象的存在也

需要结合可感外物的存在才能获得理解。关于这

一点，培根专门指出，“线”（linee）并不是一种

脱离了“光线”（radius）的独立实体。它依赖于

光线这种具有宽窄和长短的有形存在而“存在”。

对此，他强调说：

要注意的是，播殖发生所沿的线并不是

由两点延伸得到的长单独组成的，而应该像

光学之书的作者们所规定的那样：它们具有宽

和高。阿尔哈增在他的第四卷中证明，任何

光线都必须来自于具有宽和高的事物的一部

分。类似地，金迪也说一个印象与产生它的

事物是相似的。一个印入的事物具有“三个

维度”（tresdimensiones）。因此，光线具有相

同的有形属性。金迪还补充到，光线并不是

由两个间隔之间的直线构成的。播殖是连续

性的，因此它具有宽度。此外他还说，如果

事物缺少了宽、高、长，就不再能被视觉把

捉到。（[6]，pp.94-95）

培根援引了阿尔哈增和金迪的相关讨论，旨

在论证种相播殖所依凭的“直线”紧密地与“光线”

相捆绑。同时，光线具有长、宽、高三种可被度

量的方面，而且是可被感知的。培根还认为“没

有连续的量，理智单凭自身是不能运作的”，而量

是经由感知才能得的。（[3]，p.107）因此，培根

思想中，理智中的几何形状的可理解性要依赖于

感知觉所提供的几何量。也就是说，解释种相播

殖作用所使用的几何直线要建基于可感的光线之

上。具体的可感物是几何物的存在论依据。总而

言之，在培根这里并不存在一个能够摆脱了“具

体可感图形”的“一般图形”概念。

四、结　论

培根的确在其著作中多次为数学之于其他科

学的重要性摇旗呐喊。“数学是所有其他科学的大

门和钥匙”。“不懂数学者既不能理解其他科学，

也不能理解世间万物”。“离开数学，就不能理解

其他科学中最重要的东西”，等等。（[3]，pp.97-

108）但是，培根之所以推崇数学的理由与近代以

开普勒、伽利略、斯台文、笛卡尔为首的近代思

想家的理由存在着质的差别。他的数学并没有脱

离古代科学文化的基本架构，不仅强调数学的研

究对象是来自于感知觉所提供的“量”，而且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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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一般性”或“普遍性”建立在基督教文化

背景中种相播殖理论的普遍性解释之上。

更为关键的是，培根思想中缺少近代数学建

立所依赖的“符号性表征”理论。他的实在论立

场从根本上打消了将数学对象从感知觉的束缚中

挣脱出来的可能。相较之，“自然的数学化”需要

的则是一种作为“抽象的抽象”而存在的，具有

符号性代表功能的“第二意向”。[16]后者的出现与

成熟，主要依赖于基督教文化中唯名论者对培根

为代表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实在论立场，及种相抽

象理论的严厉批评，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完成了范

式转换，用“概念论”替代了“实在论”。简言之，

中世纪晚期那场旨在颠覆希腊科学范式的唯名论

革命为新科学基础概念的诞生提供了文化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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