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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史

女性主义对传统科学史观的反思与挑战
章梅 芳

(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3)

摘 要: 20世纪 7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对传统科学史观提出了诸多反思和挑战。它一方

面批判了实证主义科学史所持有的客观主义、进步主义、普遍主义观念, 并从社会性别的视角重新解读和定

义了 客观!与 进步!的内涵;另一方面, 它又试图同社会建构论的科学史观保持一定的距离,试图避免相对

主义立场,并追求一种新的包含情境性、价值和道德评判的、多元的科学技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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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观是科学编史学纲领的根基,是区分各种不同科学史研究进路的关键。女性主义科学史作为

近几十年来西方科学史领域的一个分支,是女性主义学术思潮向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界延伸与拓展的产物。

它具有独特的关注视角和研究范式,特别关注为传统科学史所忽略的某些研究主题,同时也重新检视了传

统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得出了一些富有挑战性的结论和观点。在这些结论和观点中,蕴含着更深层次

的对传统科学史观的反思与挑战,恰恰是这些反思和挑战构成了女性主义科学史在西方科学史领域的特

殊地位。

一、对 客观主义!科学史观的解构

19世纪以来,由于史学研究的职业化趋势等因素, 兰克( L. V. Ranke)的 如实直书!思想与史料批判方
法在德国以外产生了基于误解的影响, 形成了客观主义史学。与此同时,自然科学迅猛发展所带来的 科
学!的 乐观主义!氛围促使了实证主义史学的产生。前者认为历史学家在史学研究中能摈弃主观性, 能不

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反映客观历史;后者则相信历史学可以实现 科学化!, 成为实证科学, 从而为历史学的

职业化打牢根基。仔细分析,这两种 科学!取向的史学研究共享了三个基本前提: 首先, 历史学的任务就

是描绘确实存在过的人和确实发生过的事;其次, 存在 不偏不倚!的科学研究方法, 能保证史学研究过程

的客观和价值中立;再次,基于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客观性, 历史学家能重建真实的过去,揭示历史发展的

客观规律。可以说,自兰克至 20世纪初,这些观念是西方史学界的思想主流。西方科学史研究自 20世纪

初开始建制化以来,便是在这样的史学背景中成长的,更因为自然科学被认为具有其他研究所无法比拟的

客观性, 科学的历史被看成是真理不断战胜谬误的过程, 是最具客观性的历史。这一点在萨顿( G. Sarton)

的编年史传统与柯瓦雷( A. Koyr )的思想史传统中都有鲜明体现。

女性主义之于传统科学史研究的反思和挑战,首先便体现在对史学客观性和科学客观性的双重解构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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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强调对传统史学 宏大叙事!、历史发展进步论、西方社会中心论等历史叙述框架和
叙述线索的反思。在它的影响下,传统史学的 科学性!、 客观性!被不同程度地否定, 历史研究的性质和

意义被重新规定, 历史研究的主题从宏观史转向微观史、从社会史转向文化史、从精英史转向其他群体的

历史。传统妇女史研究在此背景下经由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重新焕发生机,实现了方法论的突破, 从而为

作为边缘群体的妇女,以至性别史的研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正是在此意义上,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琼

斯科特( J. W. Scott)主张妇女史研究应该采用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论,用来建立一种与原来不同的认识

论和历史方法论。∀1#这种与原来不同的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将社会性别的视角和立场纳入到历史研究

中, 通过诸多的案例分析,结果发现看起来十分 客观!的传统历史实际上只是 男性精英!的历史, 传统历

史中女性之所以 集体失忆!源自于传统史学家潜意识里的统治意识和精英立场, 而并非女性真的没有对

历史做出过贡献。在女性主义史学家看来,那些多多少少有实证观点的人想报导过去确实发生了的事实,

但女性主义史学恰恰就是要纠正这些所谓 事实报导!中存在的男性中心主义观点及其对历史知识产生的
偏差;实际上, 历史的撰写不可能直接地重现历史, 而只能对过去做出种种想象。

∀2#
换言之, 历史不可能只

是简单地再现过去存在的人和事,而是对历史文本进行有立场、有意识、有角度的阐释。

实证主义科学观同样遭遇了女性主义的批判。在实证主义看来,存在一个与人类完全相分离的世界,

科学知识是对这个世界的表征和反映, 是关于客观事物本身的知识,是以力图脱离人类社会语境和主观因

素的方式获得的一种知识,它与主观性、情感和非理性等毫不相干, 是对客观实在的真理性表达。女性主

义首先对这种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观念进行了集中批判,并且展现出与其他科学批判思潮不同的

分析视角和立场: 以 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及其在%科学/社会性别& 问题上的体现!作为切入点, 将对

科学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观念的批判与对科学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批判结合起来。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

菲( E. Fee)注意到, 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男性认知世界的方式相吻合, 科学是冰冷的、坚硬的、公共化的、

客观的,它与温暖的、柔弱的、私人情感的、主观化的女性气质形成鲜明对比。
∀3#
显然, 女性气质被赋予了与

科学所需要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相反的性质。正是在此意义上,女性主义科学史家凯勒( E. F. Keller)

明确指出, 如果设想仅用 客观!一词来描述这些被看作是绝对观念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在我们的

科学史上,  客观的= 男性的!是一个有效的等式。∀4#相应地, 传统的科学史才被描绘成男性精英的历史, 而

这一历史却被想当然地认为具有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

女性主义科学史对传统科学史重要研究内容的重新检视,支持了它对史学和科学的上述批判。其中,

较具影响力的研究主题是西方近代 科学革命!。这是传统西方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 柯瓦雷的观

念论、默顿( R. K. Merton)的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都分别从不同的编史纲领出发, 对这段历史

进行了不同的解读。麦茜特( C. Merchant)、凯勒、哈丁( S. Harding)和哈拉威( D. Haraway)等一批女性主义

科学史学者和科学哲学家则对其进行了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结果发现近代科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父权

制根源, 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和性隐喻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并且, 在她们看来, 这种影响

是从最为根本的思维方式上进行的,它使得人们发现科学并非像其维护者所宣扬的那样客观和价值中立,

而是深深被渗透着各种意识形态,尤其是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5#可以说, 这些研究为人们提供了关

于科学革命的新理解,展现了新理论与新视角之于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还直接挑战了传统科学史

的编史观念,揭示出科学史的多样性与科学史研究过程的非价值中立性。值得提及的是,女性主义科学史

关于近代科学革命的研究往往是通过 隐喻分析方法!来展开的,尤为重视对历史文本中 性/性别隐喻!进
行分析和阐释,基于对隐喻科学认知功能的肯定, 这一研究方法和思路进一步表明, 女性主义科学史追求

的并非是对某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的简单再现, 而是对历史文本进行有立场、有意识的再解读与再阐

释, 这表达了对科学史客观性的深度质疑, 展现出后现代史学的文学转向。
∀6#

二、对 进步主义!科学史观的解构

如上文所言, 19世纪科学的迅猛发展与随之而来社会对科学所抱持的乐观情绪, 为实证主义史学尤其

是实证主义科学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在此土壤中成长的实证主义科学史不但将科学知识描绘成最具客

观性的知识,将科学事业描绘成最具价值中立性的事业, 还将科学的历史视为科学知识或科学思想不断发

展和进步的历史, 科学、科学事业、科学的历史成为社会进步的最佳表征。正如张广智所言:  在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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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确立时期, 科学一词的观念在本体上意味着客观, 在认识上意味着规律,在心理上意味着确定, 在价

值上意味着进步。实证主义史学得以确立并非由于它与自然科学的同构性, 而是借助于人们普遍对科学

本身认识的肤浅, 以及洋溢于社会中的对科学成就的盲目乐观。!∀7#

这种对科学与科学史所持的进步主义观念在萨顿关于科学的著名定义和推理中有明确的表达。 定
义: 科学是系统的、实证的知识, 或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所得到的、被认为是这样的东西。定理: 这些实证

知识的获得和系统化,是人类唯一真正具有积累性和进步性的活动。推论:科学史是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

的历史。事实上, 这种进步在其他任何领域都不如在科学领域那么确切、那么无可怀疑。!∀8#与萨顿的编年

史纲领不同,柯瓦雷强调科学史不是通过分析史实来撰写,而是通过在思想中思索过去或重演过去来获

得。然而, 尽管萨顿和柯瓦雷在具体编史方案上很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 他们都试图通过其

科学史来揭示科学之进步。∀9#只不过,柯瓦雷不是通过选择和比较史实, 而是通过截取不同时空条件下的

科学概念进行对比,并探讨它们在内涵及外延上的变化, 以此说明科学的 辉煌进步!。(∀9#, p. 83)不但如

此, 纵使在默顿的社会史研究纲领中,相关研究关注科学的发展及其速度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过程,

但科学仍然被认为是一种有条理的、客观合理的知识体系,具有客观性。在此科学观下, 科学的历史被认

为虽然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但科学知识内容的客观性决定了科学的历史仍是科学真理不断发展的过程, 是

不断进步的历史。正如克里斯蒂( J. R. R. Christie)所言,尽管以往以各种不同哲学(无论是实证主义、康德

哲学、黑格尔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科学编史学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 但它们都将科学描述

成为线性的、同一的发展过程,并具有其内在逻辑,朝着现今的方向连续不断地发展。∀10#

女性主义科学史关于科学革命的研究除揭示西方近代科学的父权制根源, 反思和批判科学客观性观

念之外,还对近代科学革命的进步性提出了挑战。例如, 传统的科学革命研究往往集中在哥白尼革命等方

面, 言说了近代科学的诞生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进步的历史, 麦茜特则从社会性别视角和生态视角出发, 以

隐喻分析作为主要方法, 解析了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在近代科学诞生中的影响, 表达了对科学革命的新理

解, 即就妇女和自然而言,  科学革命!并没有将他们从古代的假定中解放出来, 并没有带来精神启蒙和客

观性,相反却为对自然和女性的奴役与控制提供了新的科学理论依据和技术手段。
∀11#
正如刘兵、曹南燕所

言:  在麦茜特看来,对于那些近代科学奠基者们的贡献, 需要进行重新的评价。性别和与性别相联系的语

言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对世界图景的形成的影响, 在这样的历史研究中也是占有重要地位的。!∀12#如

果说,麦茜特从自然史的角度出发, 阐释了 养育的女性自然形象!被近代科学所抛弃的过程; 那么凯勒则

通过对培根的科学文本进行隐喻分析, 解释了近代科学在研究方法和原则方面排斥传统科学所内含的女

性原则与女性气质的过程。(∀4#, pp. 33- 42)这两项研究通过分析近代科学革命中自然形象的变迁及近

代科学研究方法的确立过程,反映出近代科学革命之于女性自然和女性原则而言的退步性。

除对科学革命的重新检视之外,一些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还补充关注了很多不为传统科学史重视的

领域,同样揭示了科学发展史中相对于女性和妇女科学事业的倒退性。例如, 希宾格尔( L. Schiebinger)对

自古希腊至 18世纪的身体观念史和解剖学史的研究表明,生物学的发展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性别观念是不

断相互适应与相互巩固的关系, 生物科学参与了对女性身体和女性性别身份的建构,参与了将妇女排斥在

科学事业之外的历史过程。∀13#这一研究从全新的社会性别视角增进了人们对生物学和社会性别观念相互

作用的理解,阐明了 18世纪及之前生物科学发展对于女性而言的变化, 但这一变化却并不如传统科学史

研究所认为的那般必然具有进步性。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 西方近代科学史的倒退性还不仅仅对于女性而言是如此,对于西方之外的其他国

家和地区而言,也是如此。哈丁通过对近代西方科学兴起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 表明

近代科学对于女性和其他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而言都是倒退性的。并且, 这一倒退的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就

是西方科学的父权制本质,它使得男性气质的社会性别身份同科学的统治意识形态在深层内涵上被紧密

结合在一起,并不断地相互强化。在此,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和这种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分类与规范也是

相互对应的,西方中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表达。在哈丁看来, 传统科学编史学的

缺陷恰恰在于它们没能去承认和分析这些过程,而是将近代科学的起源描绘成一个神话,它铭记着西方社

会男性英雄的创造力,而且这种创造力有其自身的发展原则; 同时它讲述着一种抽象理性的活动, 这一活

动客观、价值无涉,与任何的社会和政治关系语境毫无关系,且指向进步和发展。
∀14#
可以想见,在这层含义

上, 非西方科学史研究将与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一起,担负着解构西方科学史进步性观念的任务。

59



三、对 一元普遍主义!科学史观的解构

除坚持历史的客观性与进步性之外,  宏大叙事!是近代史学的另一重要特征。它表达了启蒙运动以
来人类对理性和普遍性的某种史学追求,存于宏大叙事背后的史学观念是对普遍理性的信仰。可以说, 它

的实质是认为人类社会将遵循一定的规律发展进步, 各个社会节奏有快有慢, 但都必须经历相似的历史发

展阶段,发展的结果也将大致趋同, 而且凭借理性,人类可以叙述这一历史过程。在这一 大写的历史!中,

地方性、个别性与特殊性都被忽略, 国家、民族、政治、外交成为史学的中心领域。这一点无论是在黑格尔

还是在兰克的史学中都有鲜明体现,他们都相信历史内在的 一致性!, 也即 大写历史!的存在。
就科学史而言,无论是在实证主义研究纲领还是在观念论研究纲领那里, 科学的历史都被认为具有内

在的发展逻辑和意义,科学的自治性与客观性在历史上除表现为进步性之外, 更表现为发展的规律性, 对

这一历史规律性的寻求既成为科学史研究的目的,同时更意味着这类科学史研究坚守了一种一元普遍主

义的科学史观。易言之, 世界不同国家与不同地区的科学都将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而这个方向往往由发

展领先的近代西方科学来表征。从编史学角度来看, 这一科学史观意味着,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科学史研究

往往必须以现今最为发达的西方科学为标准去追述过去,而这最终将陷入辉格解释和欧洲中心论的窠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者们认为后现代主义者要深入批判近代历史哲学, 即 大写的历史!, 就必须认真反
思普遍性以及以普遍性观念为根基的欧洲中心论,更应反对用产生于西方的概念描绘世界的历史。(∀1#,

p. 45)

无论是传统的女性主义科学史还是新时期的女性主义科学史都对这种一元普遍主义科学史观提出了

挑战。其中,早期女性主义科学史通过对被传统科学史所忽略的女性 他者!的关注,展现了西方科学史内

部的多样性。例如,哈丁曾注意到, 妇女的知识常常被描述为一种民间信仰,仅仅是地方性的知识, 或者是

原始民族的自然知识。∀15#金兹伯格( R. Ginzberg)在寻找和考察那些被正式定义为 科学!之外的妇女活动
时也发现, 以女性气质为核心的科学常常被称为 技艺!( art) ,例如助产术、烹饪技艺和家政技艺等, 而一旦

这些 技艺!成为男性从事的活动时, 它们便相应地被冠以 产科科学!、 食品科学!和 家庭社会科学!之

名。
∀16#
基于这些认识,女性主义科学史所要做的就是回到历史中去,寻找主流之外的科学知识实践活动,

为它们获取与主流科学类似的地位而论争。金兹伯格和希宾格尔等对西方助产术传统的研究便表明了对

这种被传统科学史边缘化的女性主义科学传统的追溯和承认,这些研究或明或暗地支持了科学的文化多

元性观念; 甚至都对传统科学史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即要求进一步拓展科学的范畴, 变革现有的科

学概念。

这一要求潜在地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人类学与科学实践哲学那里得到了某种回应。其核心思想是, 对

主流科学普遍性的消解和对科学知识地方性的强调, 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各种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平权主张。

例如,哈丁就曾明确指出,女性主义科学技术研究必须借鉴后殖民主义理论资源; 非西方文化中妇女生活

及妇女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现实地位的女性主义话语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科学技术研究的起点。( ∀15#, p.

113)在后殖民女性主义看来, 任何的知识系统,包括欧洲的近代科学都是地方性知识, 关于非西方科学知

识的历史研究不需要以现代西方科学为标准就可以得到解释和说明;如果说对科学史研究而言, 今天的科

学标准等同于西方现代科学的标准,批判和反思这一标准就意味着消解科学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

向。

这一新的理论导向与研究思路在新时期的女性主义科学史中得到了体现。伴随着社会性别理论自身

的发展以及对科学认识的深入, 新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日益关注女性身份的差异性和科学的多元化特

征, 其结果使得非西方的女性主义科学史成为新的研究领域,西方近代科学的普遍性不断被反思, 一元的、

具有普适性的 大写的科学史!进一步遭遇挑战。例如,希宾格尔在对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科学知识交

流与统治关系进行考察时,具体考证了 18世纪欧洲宗主国博物学家和科学家对西印度群岛 地方性知识!
的不同态度,结果发现由于深受欧洲社会性别文化观念的影响, 这些学者对西印度群岛 地方性知识!的吸
收和传播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与排他性, 从而导致了欧洲对这些地方性知识实体的系统无知。这项研究表

明, 欧洲科学并非具有普适性的唯一科学形式,并且它在某些方面的无知还反映出男性中心主义和欧洲中

心主义偏见的重叠关系。
∀17#
除此之外, 费侠莉( C. Furth)、白馥兰( F. Bray)和傅大为等人关于中国技术史

与医疗史的研究则更为直接地展现了非西方传统中性别与科学技术相互建构的历史。在费侠莉看来,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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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西方医学史展开研究,必须超越类似于李约瑟的 大公的!、 普适的! 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及其编史框
架, 给出更为宽泛的医学定义。

∀18#

可以说,传统女性主义科学史基于反辉格史的基本立场赋予边缘人群以科学史研究的独立性和合法

性, 意味着对历史多样性、科学多元化的某种承诺,它进一步瓦解了近代史学的 宏大叙事!和精英史传统。
尽管在女性主义内部,并非所有学者都强调这一点,但即使是在强调 补偿式研究!的弗里德曼( S. S. Fried

man)看来, 妇女史的研究也表明科学和历史都不是单一的、一致的,而是多元的、复杂的, 这从根本上取消

了 大写历史!的可能。∀19#实际上,一旦认识到由于性别不同而造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差异,人们就开始

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性原则产生怀疑。而关于非西方社会女性及女性气质科学传统的史学研究则进

一步对科学和历史的普遍性提出挑战。简而言之,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日益表明, her- story 与 theirs- tory

将取代单一的、大写的HISTORY,而这一大写的HISTORY实质上是欧洲的、男性的 his- tory。

四、坚持包含情境性的多元科学史观

或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 或通过直接的理论阐述, 女性主义对传统科学史观的客观主义、进步主义与

普遍主义观念提出了反思和挑战;并在批判的同时表达了对新的科学史观的展望和构建。概括而言, 女性

主义科学史试图建立的是一种以女性主义的立场和价值为指向的历史; 这一历史不标榜具有绝对的客观

性和进步性,相反它被认为是阐释性的、情境性的与多元化的。

众所周知,早期的女性主义科学史主要是通过不断地寻找和填补那些在科学上有建树的妇女, 以弥补

传统科学史的不足。但这种 补偿式!研究思路的缺陷很快就被女性主义者认识到,自 20世纪 80年代, 他

们开始将社会性别的视角和批判的立场纳入到科学史研究中,并表明正是这一批判性的分析视角使得女

性主义编史学在科学史领域中占据了一个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例如, 哈丁在强调女性主义科学史更多的

不是讨论 科学中的女性!问题, 而是分析 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时, 就明确指出, 女性主义的目标、策略

和价值观念必须被置于分析的首要位置,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的目标就是要从女性主义的立场提供关于

科学的哲学和编史学角度的批判。(∀14#, pp. 106- 108)麦茜特在关于近代科学起源的自然史研究中也首

先明言:  从一个女性主义视角来写历史就是要推翻这一切, 从底层看社会结构, 打翻主流价值。! (∀11#,
p. 3)显而易见,女性主义科学史从不讳言将女性主义的立场和价值目标纳入到对科学史的阐释中, 反而表

明这一点恰恰就是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基本特征, 在此,传统科学史所标榜的客观性成为被批判的对

象。相比之下,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主张与非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实践进一步表明,在女性主义

科学史的叙事框架中,西方科学与非西方科学、精英主流科学与边缘群体的智识传统都是 地方性知识!,
它们在科学史研究中具有同等的合法性与地位。女性主义科学史表明,无论是性别, 还是科学, 关于它们

的观念都是地方化、情境性的,不能按照统一的标准去分析和评价, 科学的历史是情境性与多元化的, 而非

一元与普适的。

然而, 需要说明的是,女性主义对传统科学史观的诸多反思或多或少与整个后现代科学批判思潮和史

学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科学史而言, 社会建构论的科学史研究也同样对客观主义、进步主义和一

元普遍主义科学史观提出了反思和批判。为此,需要在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女性主义科学史观的独

特性。

女性主义和社会建构论都批判了传统的科学编史学纲领,认为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必

须接受社会学的考察。在女性主义看来,将科学发展视为一项除自身之外没有任何因素影响的纯粹理性

的过程,这些历史叙事将产生一个悖论:科学一方面被描绘为一个探索事物本质原因的真正模式, 另一方

面它自身却免除了被探索。(∀14#, pp. 106- 108)然而,女性主义并不同于建构主义, 它的主要目的并非在

于说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 它所考察的范围也不如建构主义科学史所关注的那么广泛。甚至, 在哈丁

等女性主义学者看来,尽管传统科学编史学没能解释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对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 但那

种反过来过分强调这些因素的编史学又会遭遇其他的问题,社会建构论对科学客观性的完全抛弃会导致

认识论上的危机, 陷入相对主义。依据哈丁的 强客观性!主张, 她的批判编史学并非希望简单地抛弃科学

的理性和客观性标准,而是希望将这些标准置于更广阔的政治和道德话语中考察;且只有这样才能将科学

的客观性、理性标准与价值领域联系起来, 指定什么是善、公正、无剥削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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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可以认为, 一方面,女性主义对实证主义科学史所持有的客观主义、进步主义、普遍主义观念

进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它却又试图同社会建构论的科学史观保持一定的距离,试图避免相对主义立场, 追

求一种新的包含情境性、价值和道德评判的、多元化的科学技术史。女性主义这一科学史观体现了激进主

义和保守主义的有趣结合,激进的一面坚持应将女性主义的价值观置于核心位置作为分析和判断的基础,

保守的一面却坚持拒绝完全抛弃科学的客观性及其在历史上展现出的自治性。( ∀14#, p. 108)实际上, 这

一保守性既与女性主义科学史试图为作为群体的妇女确立科学史的集体叙事的目标直接相关; 也体现了

女性主义在科学认识论上面临的困境之一。正如后现代主义对这类女性主义学者所做的批判: 女性主义

经验论和立场论以描述更好、更真实的世界图景作为科学认识论追求的目标, 实际上正沿袭了启蒙认识论

传统所包含的普遍主义的 宏大叙事!。∀20#

但无论如何,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纲领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传统科学史观。这种新的科学史观

将会在科学史研究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尤其对于仍然以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科学编史学方法为主导的中

国科学技术研究来说,更是如此。正如吴国盛所言:  %中国科学史& 这个学科在创建的时候,秉承的就是一

套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编史方法论,因为只有实证主义才能提供一种普遍主义、进步主义的科学观, 而正

是这个科学观支持了%中国有科学& 、%中国的科学能够纳入人类的科学发展史之中& 等观念,才使得%中国
科学史& 作为一个学科成为可能,赋予这个学科以合法性!。∀21#显然, 女性主义在挑战客观主义、进步主义、

普遍主义科学观与科学史观的同时,其所侧重和强调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将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提供新

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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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Para- consistent Methodology ( p. 32)

WANG Xi- sheng

(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West Anhui University, Lu& an, Anhui)
Para- consistent logic is a new logical theory that accepts valid contradiction and tries to depict the contradiction. Para- consistent expert

system can be built by confining the contradiction which then can not spread to destroy the whole knowledge system at random, so para- con

sistent theory has effect in its suitable range. It has a methodological meaning that para- consistent logic& s method to treat contradiction by a

special process for us to understand and dig the value of scientific theory in paradoxical state.

Concept and Theory of the Knowledge Societies ( p. 38)

WU Yong- zhong

( Far East Institute of STS,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We are seeing the profound change that i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industry society to the Knowledge Societies. In English context there

are four expressions: the Knowledgeable Society, the Knowledge Society, the Knowledge Societies and the Knowledge- based Society. This

paper makes inquiries about main demarcation and compression of the Knowledge Societies. It is devoted to a rough review and preliminary

comment on the theories of the Knowledge Societies.

The Dissension between Pickering& s Constructivism Account and Scientists& Account

∃ ∃ ∃ A Debate on the History of HEP ( p. 43)

WANG Yan- feng1, LIU Bing2

(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Scienc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 Institute of STS,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In his Constructing Quarks , Andrew Pickering drew out his constructivism account about the history of HEP in 1960- 70. He wanted to

explicate scientists& judgment on the dispute of datum and theories, but his account leaded to some radical conclusion, which incurred critical

from the circle of physicists and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The dissension between Pickering& s account and scientists& was mainly that of ex

plaining model. It is meaningful to analyze the causation of this disputewhen we face the%Science War& and when we want to bridge between

scientific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Simulation of the Stimulating Mechanism of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to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 p. 49)

FAN Bo- nai, BAN Peng

(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ax rate, discount rate, depreciation rate and other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de

pendent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stimulating mechanism of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to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s a complex dynamic system, so the systemic analysis of the system should be bas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 a SD

model of the stimulating mechanism of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to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deep analysis

of the stimulating mechanism, and simulated using Vensim Software. Combining with the shortage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motive and inde

pendent innovation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advices for improving the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to stimulate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enterpris

es are proposed bas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Reflections on Traditional View of History of Science from Feminist Perspective ( p. 57)

ZHANG Mei- fang

(Research Center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As arising in the 1970s, feminist history of science has done so many case studies on gender and science. Through analyzing these stud

ies, we think that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feminist perspective is always the histor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gender and science. It criticizes the

positivists& view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redefines the  objectivity! and  progress! of history of science. However, it still keeps certain dis

tance to SSK and tries to avoid falling into relativism, and seeks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which is contextual, value- involved and multi- cul

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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