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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科学史研究中，学者易将近代科学中的基本概念( 数学、实验等) 不加反思地套用于阐释古代科学家思

想，并从中发现近代科学的雏形。围绕罗吉尔·培根科学思想进行的百余年研究，就伴随着对上述辉格式进路的批

评与调整展开。在先前学者工作的基础上，通过激活古代科学基本概念的历史语境意义，一个真实的培根形象逐渐

清晰起来。

关键词: 罗吉尔·培根; 数学; 实验; 中世纪光学;《大著作》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罗吉尔·培根( Ｒoger Bacon，1214—1292) 是英

国经院哲学家、古典光学在中世纪的代表。科学史

传统叙事中，培根一直被塑造为由于坚持数学分析

与实验科学而领先自己时代的革新者。他不仅猛

烈抨击所处时代的教育体系和教学内容，而且在自

己研究中积极推行数学、实验方法。然而，如果把

他放回自己的时代，整体性地考察他的思想时，“科

学家”培根就会显现出另外一幅面向。

一、生平、著作及其曾经的形象

培根生于英国桑莫斯特郡的一个贵族家庭，早

年在牛津接受教育，1240 年获硕士学位后赴巴黎大

学执教近十年。他是最早一批在大学讲授亚里士

多德的学者，曾开设多门讲座讨论这位哲学家的著

作。1260 年代培根结识了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并建

立起书信联系。在获得上书陈情的机会后，他立即

着手写作改革大学教育、捍卫基督教世界的方案。
1266 至 1268 年间，培根向教廷呈送了约一千页左

右的作品，其中包括《大著作》、《小著作》、《论种相

播殖》以及占星术和炼金术的论文若干篇。这些文

献中，《大著作》是核心，其中“透视学”和“经验科

学”部分最受后世关注。然而正当培根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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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进一步施展拳脚时，教皇却在还没来得及阅读这

些著作的情况下忽然辞世。这对他来说是个沉重

的打击。接下来的 20 多年间，有关培根的文字记

录非常稀少。只知道他于 1278 年从巴黎返回牛津，

完成《秘密之秘密》一书的编辑并留下了名为《神学

研究纲要》的零散手稿。一般认为培根于 1292 年

辞世。
培根对同时代权威的批评态度，对大学教育改

革的呼唤，以及对数学、经验科学的强调让他备受

称颂。19 世纪学者休厄尔说，“培根著作包含的知

识远超他的时代。他对实验重要性的推崇，连同他

的思想都与那个时代的基调相异。很难想象这样

一位人物是如何存在于那个时代的。”〔1〕279 很长一

段时间里培根被偶像化为近代科学的先驱。直到

20 世纪培根的科学家形象才被逐渐打破。1960 年

前后他的光学、视觉理论渐受重视。学者们试图从

培根所述光学、视觉案例出发重新定位他的历史地

位，最具代表性的是克隆比与林德伯格。克隆比认

为，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量化模式开始于 13 世纪

的牛津与巴黎。培根正是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之

一。〔2〕1相类似，林德伯格则将培根解读为自然数学

化进程的重要推进者，在古典光学向近代光学演进

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3〕77 － 79

关于培根研究现状，特纳做过十分精当的总

结。他认为，培根之所以在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培根赞颂数学在运用于理解

自然时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他强调实践性经验对

获取知识具有重要作用。〔4〕19 然而问题是: 虽然“实

验科学”和“数学应用于自然”这两个主题不断出现

在有关培根科学的研究著作中，但被冠以这两个术

语的思想事实并未得到澄清，特别是培根本人并未

界定过 scientia experimentalis 的准确含义。因此，以

《大著作》为背景还原培根思想中数学与实验的真

实含义就成了评价其科学思想的关键。

二、《大著作》中的“数学知识”

培根在《大著作》开篇就明确了自己的写作目

的: 管理教会、统治信众、传教与圣战。〔5〕3 全书各部

分都紧密围绕该目的展开。第一部分指出由于种

相播殖作用的存在，人类的无知会招致疾病和灾

祸。① 第二部分讨论哲学与神学的关系，强调哲学

的功用在于矫正人类的无知。剩余部分则逐一考

察有形物、无形物如何被统一在一个由种相播殖作

用形成的，相互联系的世界之网当中。讨论语言的

第三部分认为声音和符号能够凭借种相播殖，对事

物的物理变化产生影响。第四部分致力于强调数

学对于一切经验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以透视学为

标题的第五部分用来考察人类获取经验知识的主

要途径———视知觉。第六部分详述经验科学。培

根看来，包括透视学、炼金术、占星术在内的经验科

学都在各自领域内把握着种相播殖的活动方式。

总体看来，培根认为自己的科学工作旨在探究支配

着经验现象的那种隐秘力量。种相播殖学说就是

关于这一隐秘力量的知识。该学说的掌握对捍卫

基督教世界有着重要意义。

1． 哲学、语言研究的功用

自经院哲学诞生之日，有关神学与哲学关系的

争论就没停息过。《大著作》第一部分就旨在澄清

哲学研究之于神学的重要性。那个时代的人们普

遍认为，人类因无知和愚蠢所犯的罪恶是疾病与灾

难的原因。培根则试图对这一观点做出合理解释。

他认为，自然灾害与邪恶观念之间存在着因果关

系。当某人犯错时，不正确的观点会改变自然的正

常运行。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这种因果关系，运用

知识去除错误的根源。与之相关，语言是灵魂的一

种能力。灵魂较之于有形的物理世界而言是高贵

的。高贵的事物具有改变低级事物的力量。因此

语言不仅是符号，更是能以种相播殖方式改变世界

的力量。人类可以通过学习宗教语言获得这种能

力。〔4〕33 － 59至于这种能力的理性依据及对它的“科学

描述”则是数学知识着重揭示的。

2． 数学研究的重要性

第四部分篇首培根写到: “数学是经验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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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ultiplicatio specierum”是培根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相应的英文翻译为“species multiplication”。拉丁文“multiplicatio”的原意是指

生物的“繁殖”和算术中的“乘积”。培根运用该术语旨在指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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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的方式对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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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动物繁殖在内的任何事物的变化和活动都是种相播殖的具体实例。因此，就该术语在培根相关行文中所表现出的“播散”和

“繁殖”的含义，本文将其统一翻译为“种相播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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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与钥匙”。随后，他依次列举了数学之于天文、
地理、音乐等研究的重要作用。然而，如果读者希

望在接下来的阅读中看到近代数学物理学的影子，

培根的写作也许会让您失望，因为剩余部分大都用

于解释自己的基础原因理论，即: 用几何学描述种

相播殖作用。〔4〕72除了光学语境中的一些几何论证，

这部分内容主要是关于数学实用价值的鼓吹，同数

学的实际联系非常地稀薄。〔1〕151

培根之所以强调数学主要是出于其能对种相

播殖作用给出形象刻画，辅助理解形式因的作用方

式。天界的事物( 如恒星) 可以通过光源的自身复

制，以形式播殖的方式作用于地上事物。“作用轨

迹”可以类比于光与视觉现象，故而可以借助几何

图形来描述。对培根而言，数学描述依旧隶属于四

因说，并未取代形式因成为关于事物运动的唯一

说明。
3． 数学的感知觉依赖性

除了以数学的描述对象来确立数学研究的优

先地位外，培根还特别强调数学知识与感知觉存在

着紧密联系。他认为，几何知识以感知觉为基础，

因为量 是 数 学 处 理 的 对 象，而 它 是 由 感 觉 给 出

的。〔5〕125 － 126与此不同，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数学家

要求一种脱离感知觉，仅凭理智建构的“对象性实

在”( objective reality) 。这种由理智把握的概念性

存在的获得必须以剥离几何对象的感知觉因素为

前提。
普遍数学之所以能作为一种普适方法，主要是

由于其高度的形式化和符号化。符号化表达均质

地代表了同类事物和它们的大小，使得理智具有一

种构建任何数、量的方法，具体体现为，先于且独立

于感觉事物的理智构图能力。〔6〕17 － 22 与这种数学形

态不同，培根数学不仅依赖感知觉，而且其普遍性

也需借助被描述对象的普遍性。

三、经验科学

培根并未在专门讨论 scientia experimentalis 的

第六部分给出其准确定义。在区分“推理”和“经

验”( experimentum) 两种获得知识的方式后，他列举

了经验科学的三个特质: 首先，经验科学能够借助

经验来检验其他科学得出的结论。其次，经验可以

帮助发现新的真理。例如，绘制星图的天文学技

艺、延长寿命的医学方法以及完善金属品质的炼金

术。最后，经验技艺可以产生多种技术奇迹，如: 长

明灯、不用身体接触就能制敌的机械技艺等。
在关于培根科学思想的传统研究中，该部分论

述被视为培根“实验科学”最为系统的一次表达。
克隆比认为，这种理论与经验结合的认识方式是近

代实验科学方法的主要来源。〔2〕81 － 90同样，林德伯格

认为，培根对术语 experimentum 的使用十分宽泛。
对他来说，存在多种类型的实验检验: 设计性的实

验、日常经验、观察者的报道、精神性体验以及“几

何性实验”。〔7〕lv所谓几何性实验是指用线段和图形

表示视线，再现光学、视觉活动本性的做法。总之，

在林德伯格眼中，较之近代实验科学，培根经验科

学只在适用范围上更加宽泛、执行标准的选择上不

那么严格而已。因此将它理解为近代实验科学，乃

至自然数学化的先声是有充分依据的。
情况果真如此么? 晚近科学史研究表明，17 世

纪波义耳实验哲学思想中关于事物特殊性质的操

作性定义与微粒论哲学思想密不可分。亚里士多

德主义的物质观和原因理论，很难孕育出新科学意

义上的探索性实验和符号性数学。〔8 － 9〕关于这一深

层原因将留在下节讨论，接下来先辨析培根所说的

“实验检验”究竟指什么?

如果撇开“归纳—演绎”的程序性要求，仅将实

验科学狭义地理解为通过经验来确证一种共同接

受的观点，培根的经验科学的确可以称的上是一种

实验科学。因为对于他而言，经验确实有着重要的

验证作用。他列举过例如“蛇的自愈”和“水结冰”
等验证的案例。〔5〕584，621但是详细分析案例内容后会

发现，他所说的“实验确证”都是针对某一流行意见

进行的。蛇的自愈、热水比冷水结冰要快都属于流

行意见。也就是说，始于希腊的意见与真理的传统

区分仍是培根式经验验证的默认预设。这种经验

验证的对象并不是通过枚举归纳得到的理论性假

设，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流言。费舍尔曾准确地指

出，“培根有关‘实验科学’的讨论并没有预设一种

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归纳’。培根好像并没有赋予

作为归纳工具的实验多少重要性。他基本上将实

验视为对早先( 之前接受) 观点的检测。”〔10〕376 － 377就

此而言，他的方法与密尔为近代科学所总结的“实

验探究的四种方法”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更遑

论其形而上学预设同近代实验科学的预设间更是

有着根本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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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根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纽曼与拉赫特曼的工作揭示出，确证性的经验

检测并不是“新实验运动”的要义，运用数学图表来

标识和理解自然现象也并不是“自然数学化”的真

谛。〔11〕因此培根是否与同时代的微粒炼金术家一

样，主张一种与亚里士多德传统“质形论”( Hylo-
morphism) 相敌的微粒论思想，或者如近代数学家一

样将数学对象理解为一种心灵构造的对象性实在

将是接下来讨论的核心。
1． 质形论

“培根是普遍质形论的支持者”，强调一切生

成、变化的事物都由形式与质料复合构成。万物由

上帝创造，整个被造链条最底层的是原初质料，最

高的是理性存在。被造物从高到低，形成一条存在

之链。〔12〕100 － 103自然哲学的主要探究对象就是这条

存在巨链上的各级形式因。那些让微粒聚合、分解

的作用因在培根处并没有获得重视，这让他与波义

耳等区分开来。尽管他们都强调经验研究，但是背

后的形上预设全然不同。对质形论和形式因说明

的坚持，让培根的经验科学依旧延续着“人工 /技
艺”截然区分的希腊式思维，即: 技艺在于模仿自

然，而非人为地创制事物的形式。简言之，培根经

验科学缺少近代实验科学的特征: “制约大自然，强

使自然在那种没有人的有力干预便不会出现的条

件下显示自己”。〔13〕39

2． 几何作图

《大著作》中，培根以《几何原本》第一卷命题 I
( 依给定线段为底边可作等边三角形) 中的经验作

图为例，讨论了经验之于命题、推理知识确立的重

要性。对此，哈克特谈到“培根好像认为，就数学实

例而言，单单合格的证明是不充分的。只有‘推理’
与‘经验’的结合，才能获得确证的知识”。这当然

没有问题，但是哈克特紧接着又说，培根并不像柏

拉图在《美诺》中坚持的那样，以一种纯粹分析或

“灵魂回忆”的方式来理解几何对象的先验特征，而

是追随亚里士多德的思路，认为获得新的知识，就

需要在证明活动中，经验被构建出的几何对象的存

在。〔1〕291

与该思路不同，拉赫特曼认为，希腊几何学思

想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得都共享着近

似的预设。近代那种以“概念性实在”身份出现的

几何实体是笛卡尔之后的产物。无论是对几何对

象存在论地位的理解，还是对几何作图作用的把

握，古代几何学与 17 世纪的几何学都有着根本不

同。由此，《后分析篇》中“可见几何图形的创制”
( 经验性作图) 与“不可见的几何形式”( 被理解的

东西) 间的联系，更近似于个体与本质的关系。在

亚里士多德那里，不存在一个摆脱了“是什么”，抽

象存在的个体。“X”( 个体) 总是作为“……”( 本

质) 而存在。所以数学对象都与各自的身份、形象

相关，只是在数学表述时被暂时忽略了这些可感性

质。简言之，数学存在物的存在性以个体存在和它

的可理解性为前提。因此，在希腊形而上学视域下

复原出的数学，是一门从意见出发，借助辩证法，通

过教授和学习把握“可教、可学东西”( mathemata)

的技艺。这种数学并不是一种独立于经验，演绎

性、构造性的技巧。几何作图也并不是在创造形式

或本性，而是让几何图形得到理解的本性真实地被

感觉到。〔8〕91 － 121 这完全有别于笛卡尔的普遍数学。
后者需要运用理智之光构建出一般性的对象性实

在，并用这种“单纯自然”来约束经验事实。相反，

古代数学并没有预设专属于自己的数学对象，因此

各种经验现象都可以被这种数学描述。
让我们回到林德伯格所说的几何性实验。以

往的科学史研究通常将培根关于炼金术、占星学的

讨论与光学研究分开处理，认为前者同近代实验科

学有类似之处，而后者是对自然数学化的推动。然

而，在拉赫特曼还原的古代几何学语境中，培根的

工作能够得到更为融贯的解释。几何学除了被用

于解释视觉外，还广泛运用于占星、炼金以及神秘

体验等领域的重要原因是: 古代数学的对象依赖着

所考察对象的身份，并非是一种由纯粹理智构建的

概念形式。

五、结 论

《大著作》中，培根在他所赋予的含义上不停地

强调数学和经验科学 ( 透视学、占星术、炼金术、机

械技艺) 的重要性，认为它们能够帮助人们在认识

隐秘力量的基础上，掌握自然运作的方式，制造出

相应的丹药和工具。然而，这类科学背后的思想气

质完全不同于新科学的思想风格。修士培根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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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竭力为知识辩护，主要是因为他看到了知识的护

教功用。阿多曾指出: “罗吉尔·培根希望使整个

世界更快地皈依基督教，敌基督的即将出现正在威

胁着世界。所有这些机械发明都是为了护教。在

不信教者眼中，这些发明就像真正的神迹，可以帮

助他们皈依。”〔14〕129

总之，培根思想中的“数学”与“实验”与它们初

看上去的面貌十分不同。主张连续论的科学史家

未加反思地以数学应用与经验确证来理解培根的

相关表述，让培根科学显现出本身并不具备的现代

含义。实在论立场上的古典数学，由于缺少对象性

实在的形上学支撑，从而缺少与近代数学最基本的

连贯性。培根的经验科学则根本不能被称之为实

验科学，它既缺少归纳法的支持，也在形上学预设

维度上不同于库恩所说的新实验运动。因此，将培

根视为古 典 科 学 的 末 代 大 成 者 更 符 合 他 的 思 想

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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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ace of Ｒoger Bacon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JIN Shi － xiang
( Ｒesearch Center for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scholars are accustomed to apply the basic concepts of modern science ( such as experiments，

math，etc． )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scientists’thought without further reflections，meanwhile to discover the archetype of modern science within

it． More than a century，the historical researches around Ｒoger Bacon’scientific thoughts had focused on the criticisms and adjustments of the Whig ap-

proach． Based on the former accomplishments，by activating the historical meanings and contextual senses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ancient science，real

Bacon’s figure will be depicted gradually．

Key words: Ｒoger Bacon; mathematics; experiment; medieval optics; Opus Maj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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