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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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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孝通先生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

文中直接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跛脚问题。他认为 ,在

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形势下 ,在“世界性的战国时

代” ,社会学过多地关注了学术或知识“工具性”的发

展 ,忽视了对社会学“人文性格”的关注 ,进而缺乏对

社会人文精神养成和发展的影响①。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 ,社会学如果缺乏了帮助社

会成员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缺乏

了对个体人格完善的影响 ,不仅与中国学术传统的

位育性格不合 ,而且失去了社会学本该存在的理由。

到目前为止的社会学之所以在追求工具性的道路上

离人文关怀越来越远 ,费孝通先生认为 ,根本的问题

在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片面地追随了西方“天人对

立”的本体论 ,忽视了中国学术传统“天人合一” (一

而二 ,二而一 )的本体论。因此 ,解决方案在于用中国

学术传统的方法改造社会学 ,使社会学不仅具有工

具性 ,更具有人文性 ,其入手点可以选在“理学”。他

指出 ,中国的理学“说穿了就是直接谈怎样和`人’交

往、如何对待`人’ 、如何治理`人’ 、如何塑造`人’的

道理 ,这些东西其实是直接决定着今天社会学所谓

的`机制’ 和`结构’ ,就是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

构”。不过 ,他没有说明“理学”与“科学”如何能兼容

并包 ,放弃“天人对立”的本体论是否意味着要放弃

整个西方学术传统 ,如果不是 ,怎样才能使社会学既

有工具性格 ,又有人文性格?

本文试图从方法论比较的视角讨论理学与社会

学之间的兼容 ,进而探讨运用中国学术传统发展社

会学方法论的可能途径。

一、自然哲学与现代科学

在《社会学是什么》的“作者的话”中 ,我曾经明

确表示“社会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②。 当把此观点

带到这个语境的时候 ,自然就提出了一个老问题 ,即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需要说明的是 ,我

们是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概念 ,而不

是在一般意义上甚至自然哲学的意义上谈科学。 经

验观察告诉我们 ,在讨论现代科学的时候 ,学者们的

观点是多元的。 尽管社会学的先驱者们试图使社会

学成为一门自然科学 ,但现在即使坚持社会学是一

门严肃科学的人 ,也承认社会科学 (如社会学 )与自

然科学的区别 ,现代科学已经不是传统的自然哲学

意义上的科学了。

讨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不是本文的目

标 ,但为讨论方便计 ,还是有必要简单说明两者的区

别。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 ,“科学”一词原指“自然哲

学”和“关于自然的哲学” ,并没有把社会纳入其中。

在自然哲学的发展史上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一

个例子区分了两个世界。 一个木匠的理想中有一个

桌子 ,但这个桌子却不是他能够做出来的。他真正做

56 　天津社会科学　 2005年第 2期

①

② 邱泽奇: 《社会学是什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费孝通: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 2003年第 3期。

DOI : 10. 16240 /j . cnki . 1002 -3976. 2005. 02. 011



出来的每一张桌子与他理想中的桌子或多或少都有

差异。这就是柏拉图区分的两个世界 ,一个是理想的

世界 (或者叫永恒世界 ) ,包含了自然的真实 ,具有永

恒的、不变的、不可感知的属性 ;一个是物质的世界 ,

包含了对理想世界的不完美复制 ,具有依赖于理想

世界的、短暂存在的、变化的属性 (或者叫变化世

界 )①。在这个基础上 ,柏拉图把观察到的和理想的

知识对立起来 ,形成了对后来科学影响至深的认识

论 ,即尽管木匠做出来的桌子是可以观察的 ,但这样

的观察不是把人类引向理想的桌子 ,而是限制了对

理想桌子的理解。 不过 ,他同时也提出 ,理想世界的

知识可以通过理性获得 ,运用理性最好的典范就是

观察变化的物质世界。在这里 ,理性显然不同于对具

体桌子的观察 ,而是对抽象桌子本质属性的观察。

受柏拉图认识论的影响 ,自然哲学以探索自然

世界的本质属性为己任 ,经过亚里士多德的综合 ,尤

其是对“变化世界”属性的改造 ,逐步发展出了一套

方法论和操作化的方法 ,譬如我们今天常见的实验

法。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假定 ,自然现象的本质属性是

不变的 ,通过对属性的分离与认识 ,就能够实现柏拉

图所说的通过观察变化的物质世界来接近不变的理

想世界。

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能够理解在西方自然哲

学的发展史上为什么人类与其被认识的物质世界始

终不在一个框架内。首先 ,自然外在于人类。人类要

认识的是自然 ,不是人类自身。 其次 ,自然为人类所

用。认识物质世界的目的不在于认识物质世界本身 ,

而在于接近对理想世界的认识。第三 ,自然是永恒

的。自然在本质上不是物质形态的自然 ,而是人类理

想世界的自然 ,人类的理想世界才是自然的主宰。正

因为如此 ,关于人类社会的研究 ,直到中世纪 ,因为

自然科学对神学的挑战 ,使得神学权威式微 ,才逐步

进入自然哲学的领域 ,也难怪社会学的鼻祖们试图

用“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生物学”来探索人类社会的

基本现象。

从西方知识传统的发展中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

到社会学的“科学”传统源于西方哲学在本体论上对

两个世界的划分 ,在认识论上对知识的规定和在方

法论上对物质世界的探索。同时 ,也是这些传统造就

了社会学发展今天面临的难题 ,其中一个最大的难

题就是 ,在方法论上如何能够认识关于人类社会的

理想世界。

人类与自然比较而言 ,根本的差异在于在本体

论上人类社会没有柏拉图意义上的理想世界。一个

真正的、知识意义上的桌子只能在人的心里 ,具有关

于桌子知识的人可以生产接近理想世界的桌子 ,可

是却不能生产接近理想世界的人或社会 ,因为根本

就不存在这样一个世界。不仅如此 ,桌子的属性是不

变的、可观察的 ,可人的属性却是变化的、位育的。因

此 ,我们可以在物质世界找到一张典型的桌子来比

拟理想世界的桌子 ,却无法找到一个典型的人或社

会来比拟理想世界的人或社会 ,孔德试图建构一个

获得社会的“理想世界”的方法 ,奎特耐特试图获得

一个“平均人”② ,后来发现这些只是一个空想。自然

哲学意义上的科学 ,在认识人类社会的时候遇到了

来自于他们的祖先所设定的难题。

19世纪中叶以后 ,自然哲学的方法论开始脱离

柏拉图的知识体系 ,走向多元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

是生物学的发展。神学曾试图证明人是上帝制造的 ,

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集前人和他本人研究之大

成 ,证明了人类是在与环境的关系中接受环境的选

择 ,不断进化成今天的样子的。此前林耐的植物分类

研究也证明 ,在生物世界里 ,几乎没有可能找到像万

有引力一样的“真理”式的知识。不过 ,生物学家们发

现 ,虽然找不到柏拉图式的本质属性 ,却在可观察的

属性中能够找到有规律的属性分布 ,孟德尔的遗传

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换句话说 ,运用分布

而不是一个值来表述自然现象规律的方法成为了另

一种探讨自然现象“理想世界”的科学。 分类方法和

统计方法在生物学中的应用 ,使自然哲学的知识得

到了扩展 ,从探索本质的、永恒的知识扩展到探索暂

时的、变化的知识 ,从关注典型的现象扩展到对现象

分布的关注。在社会学的先驱者 ,如孔德、斯宾塞专

注于把社会学变成社会物理学的时候 ,高尔顿把发

源于生物学的这种方法论用来关注变化的社会现象

之间的关系 ,提出了如相关和回归等具体的研究方

法③。 从 19世纪到 20世纪 ,自涂尔干以后 ,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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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们的努力已经使人类获得了不少关于社会的知识

积累 ,形成了复杂、多元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尽管如此 ,对变化世界的关注并没有摆脱柏拉

图两个世界划分所产生的认识论的影响 ,即社会现

象外在于理想世界 ,只不过不需要探讨它的理想世

界而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西方认识论中“天人对立

论”。这种认识论下的方法论的缺陷使得社会学在近

二百年的发展中 ,尤其 20世纪以后 ,虽然成为了社

会科学的重要部分、为人类知识的积累也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 ,但并没有为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这

使人们不得不开始怀疑社会科学本身 ,这正是社会

学今天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也是费孝通先生提出要

发掘社会学人文性格、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背景。

二、理学与科学

为进一步理解现代科学中社会学方法论的缺

陷 ,我们可以追问 ,为什么无论是追求理想世界知

识、还是观察物质世界知识的方法都无法帮助我们

获得美好社会的知识呢? 根本的原因要归结为在本

体论分野上产生的认识论的局限 ,即非历史的、非社

会的认识论。狄尔泰认为 ,社会现象如同传统认识论

中的“客体” ,具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客观性 ;并认为知

识是由与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等因素无关的“纯

粹理性”获得的 ;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克服自己与被

解释对象之间的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关系所造

成的知识有效性障碍①。这种认识论在本质上与柏

拉图的本体论一脉相承 ,尽管在方法论上大异其趣。

把社会现象与其所在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完全

区分开来的认识论 ,导致了社会学研究中模仿自然

科学实验方法的方法论取向 ,使社会学分析中的人

要么变成物质的符号、要么变成理性机器。产生于如

此方法论下的结论自然脱离了社会现实本身 ,使得

人非人、社会非社会 ,而进入到柏拉图“理想国”的领

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发掘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本

体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 ,中国学术传统的

本体论可以表述为“天人合一” ,儒、墨、道、法、佛皆

然。尽管人们出于不同的目的对“天人合一”做各自

的理解 ,如人与自然的和谐 ,天道与人道的一体 ,人

道对天道的效法 ,等等 ,即使有荀子强调天人相分 ,

但在强调“分”的同时荀子也强调要“法天”。这样 ,在

本体论的意义上 ,程颢的“天人本无二”具有更加普

遍的意义 ,即人类与自然之间原本就是一体的“一而

二、二而一”的关系。

在认识论的意义上 ,柏拉图理想世界的桌子是

遥不可及的 ;而中国学术传统认为天理和人性都有

可及的道理 ,天理虽在天 ,但人可法天 ,而获天理。按

程颐的说法 ,“理也 ,性也 ,命也 ,三者未尝有异 ;性即

理也 ,在心唤做性 ,在事唤做理” (《语录》 )。天理与人

性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原本就是一回事 ,只是在不同

的场景下有不同的表述而已。 这就是朱熹在张载学

说基础上阐发的“理一分殊”。在抽象层次上 ,朱熹认

为: “天地之间 ,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二

气交感 ,化生万物 ,则其大小之分 ,亲疏之等 ,至于十

百千万而不能齐 ,不有圣贤者出 ,孰能和其异而反其

同哉” (《西铭解》 ) ;在实践层次上 ,朱熹提出“盖以乾

为父 ,以坤为母 ,有生之类 ,无物不然 ,所谓理一也。

而人物之生 ,血脉之属 ,各亲其亲 ,各子其子 ,则其分

而安得而不殊哉! 一统而万殊 ,虽则天下一家 ,而不

流于兼爱之弊 ;万殊而一贯 ,则虽亲疏异情 ,贵贱异

等 ,而不梏于为我之私”②。

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把天理与人性统一起来的

影响就是在方法论上强调 ,既不能离开人性而看天

理 ,也不能离开天理而看人性。对此的集中展示就是

朱熹的致中和。

《中庸》之首云: “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

之谓教。 道也者 ,不可须臾离也 ,可离非道也。是故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 ,

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

中 ;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 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 ;和也

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要

达到“致中和” ,则需要“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

易 ,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 ,次言存养省察之要 ,终

言圣神功化之极。”③ 而要做到“存养省察之要” ,还

需要有一种方法 ,那就是“所谓致知在格物 ,言欲致

吾之知 ,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

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惟于理有未穷 ,故其知有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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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以《大学》始教 ,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

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 ,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

久 ,而一旦豁然贯通焉 ,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 ,

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 ,此谓知之至

也。”①

简而言之 ,在朱熹那里也有“天道” ,“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 ,但这个“天道”与柏拉图的理想世界不一

样的地方在于“道可教” ,对“天道”的了解可以“即物

而穷其理” ,致使“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做到“格物致

知”。不仅如此 ,由于“天道”与“人性”理一 ,则知“天

道” ,即明“事理”。这样 ,对自然世界理解本身就变成

了获得美好世界的工具。换句话说 ,对于人类社会而

言 ,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并不是终极目标 ,“天地位

焉 ,万物育焉”才是终极目标 ,而要达成这样的目标 ,

“致中和”才是有效的途径。

当我们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方法论来反观西方

科学方法论的时候 ,就会发现后者对自然世界的探

讨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 ,即“格物致知” ,对于“中和

位育” ,他们完全不讲。 这大概就是在社会学中我们

看不到社会现象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根本原因。换

句话说 ,理学之于科学更多地关注了人类社会自身

的发展 ,并且认为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息息相

关 ,对自然世界的道理 ,不是不知 ,而是为着“位育”

而知 ,且要“致知”。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能明白“为

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科学?”之类的问题是西方

中心主义的 ,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三、实践的社会学:方法论改造

由本体论差别所导致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差异

落实到社会学的发展上 ,就变成了方法论的改造问

题。以上的比较分析说明 ,社会学之于美好社会的关

系并不在于既有本体论、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错误 ,更

不在于具体研究方法的错误 ,而在于如何把科学的

方法论向“致中和”的方向推进。

根据李亦园先生的研究 ,他认为“中和”观念仅

仅存在于上层社会的说法是错误的 ,他指出 ,在民间

这一观念通过人们日常生活实践表达得更加普遍、

更加充分。这种表达不仅存在于人们对自然的认知 ,

更存在于对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譬如

针对“八字”、“风水”、个体有机性、人际关系以及人

神关系的认知与实践 ,几乎处处都展现了这样的观

念②。李亦园先生的研究证明 ,作为学术的知识积累

事实上成为了建设美好社会的价值观念 ,而能够做

到这一点的关键就在于理学的方法论: 把社会实践

作为科学知识积累、认识社会现象的起点和目标。

人类知识的积累已经无需在科学逻辑上去论证

实践之于理论的意义 ,因为 ,自然科学的发展 ,特别

是生物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发展已经说明 ,没有社会

实践的知识积累终将归于遗忘 ,在自然科学的发展

历史上 ,这样的例子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都不

胜枚举 ,只有那些在实践中获得应用的知识才进入

了“永恒世界”、获得了积累 ,社会学当然也不例外。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理学的方法论为社会学

的改造提供了已经被历史证明的可行路径 ,那就是

在方法论上把一个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放在认识问题

的框架中 ,并将研究的意义指向对现实问题的解决 ,

这才是使社会学进入“永恒世界”的正确方向 ,也是

使其区别于以往的社会学的根本所在。 如果一定要

给这样的社会学一个名字 ,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实

践的社会学” ,它的方法论基础与科学方法论并不抵

触 ,而是要改造科学方法论 ,使其迈向“致中和”。 这

也是费孝通先生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中一再重复

的“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 ,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才需

要科学。毋需隐瞒和掩盖我们这个实用的立场 ,问题

只是在为谁实用? 用来做什么? 我们认为:为了人民

的利益 ,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

安全和繁荣 ,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

生活的需求 ,科学才会在人类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

作用。”③ 这也是致中和的核心所在。

(本文作者:邱泽奇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

研究中心暨社会学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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