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9月17日是波普爾（Karl

Popper）逝世十周年的紀念日。在二十

世紀的思想家當中，波普爾的命運顯

得格外悖謬：幾乎沒有人像他那樣獲

得過如此顯赫的聲譽，卻又如此迅速

地被人淡忘。

波普爾擁有白金漢宮授予的「爵

士」（1965年）和「勳爵」（1982年）頭

銜，是英國皇家協會會員，英國學術

學院和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去世

前擁有二十所大學頒發的榮譽博士學

位，著作被翻譯成四十種語言。他在

學術界的社交名單幾乎是一本微型的

世界名人錄，也有政界的仰慕者前來

拜訪或邀請會面，其中包括德國前總

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捷克前

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和日本天

皇。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

更將波普爾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視為自己的「兩位老師」。波普

爾的弟子中不僅有傑出的學者如拉卡

托斯（Imre Lakatos）、費耶阿本德

（Paul Feyeraband）和阿格西（Joseph

A g a s s i）等，也有億萬富翁索羅斯

（George Soros，他為表達對導師的敬

意，創辦了「開放社會」基金會 [Open

Society Foundation]）。在波普爾去世

的時候，歐美的各種報紙發表了無數

充滿讚譽的悼念文章。毫無疑問，波

普爾生前獲得了一個學者所能想像的

最高的世俗榮譽。

不過，在他去世不過十年後的今

天，波普爾的影響力已經明顯衰落。

在歐美大學的哲學、政治理論和思想

史課程中，他的著作正在被教授們從

「必讀」轉到「參考閱讀」書單，甚至被

忽略。即使在科學方法論的領域，

「證偽主義」（falsificationism）的地位似

乎也慢慢被庫恩（Thomas Kuhn）的「範

式轉換」（Paradigm Shift）或者費耶阿

本德的「反對方法」（Against Method）所

取代。而既具諷刺意義又有象徵性的

事情是，在波普爾任教長達二十三年

的倫敦經濟學院，他曾用過的辦公室

並沒有被改建為「波普爾紀念館」，而

是變成了一個廁所。

對於容易興奮又容易疲倦的中國

知識界來說，波普爾似乎已經過時

很久了。中國大陸在80年代翻譯出版

了他的所有重要著作（除《開放社會

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之外），他的學說二十年前就

流行過了，已毫無誘人的鮮澤。在今

天應接不暇的思想盛宴中，波普爾這

道過氣的「涼菜」早已被撤下，讓位於

各種新鮮的「熱炒」。今天在科學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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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領域之外，沒有多少人再去認真

閱讀和研究波普爾。他的隻言片語雖

然仍被人談及，卻往往與「右翼政治」

甚至「科學至上論」相提並論。更有嚴

肅的學人公開鄙薄他的工作為「二流

貨色」。在我深為敬佩的兩位學長

中，一位曾在行文中使用「波普爾之

流」這樣的蔑稱；另一位在其論著中

轉述了施特勞斯（Leo Strauss）對波普

爾極端的鄙視——「不學無術而欺世

盜名的典型」。如此看來，波普爾不

過是學界的一名流行歌手，曾經當紅

而受一時追捧，然後被迅速拋棄。

那麼，我們應當如何來紀念波普

爾？這位「速朽的明星」真的有所謂

「思想遺產」值得我們探討和紀念嗎？

這篇文字無意對其學說作全面的回顧

和評判，而是力圖表達一己之見：波

普爾是一位卓越而獨特的思想家，也

許，恰恰是他的卓越與獨特，才造就

了他在思想史上悖謬性的命運。

一　波普爾的生平

波普爾的一生是一個化絢爛於平

淡的故事。這位猶太裔思想家於1902年

出生於維也納，十歲時就開始接觸馬

克思主義和達爾文進化論，十七歲時

曾為弗洛伊德的弟子、精神分析學家

阿德勒（Alfred Adler）工作過。早年崇

拜的這些思想大師後來都成為波普爾

懷疑與批判的對象，唯有愛因斯坦是一

個例外。1919年愛因斯坦在維也納的演

講對他的一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波普爾1928年在維也納大學獲得

博士學位，後來與著名的「維也納小

組」成員接觸。1932年完成《知識理論

的兩個基本問題》（Two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手稿在維也納小組中傳閱。1934年

在石里克（Paul Arthur Schlick）的推

薦下，手稿的壓縮版《研究的邏輯》

（Logik der Forschung）以德文出版。其

後兩年中，波普爾訪學英國，結識了

哈耶克、羅素（Bertrand Russell）和伯

林（Isaiah Berlin）等學者，又到哥本哈

根會見了物理學家玻爾（Neils Bohr）。

在反猶太主義浪潮的壓力下，波普爾

計劃離開奧地利。1936年末，他向英

國學術資助委員會提出申請，希望在

英聯邦地區的學術機構獲得工作。他

的推薦人當中包括愛因斯坦、玻爾、

李約瑟（Joseph Needham）、羅素、卡

爾納普（Rudolf Carnap）和摩爾（G. E.

Moore）。委員會批准了他的申請，在

劍橋大學為他安排了一個臨時教職，

但波普爾同時獲得了新西蘭坎特伯雷

大學的一個永久職位。1938年他到新

西蘭任教，開始寫作《歷史決定論的

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和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前者在1944年

哈耶克主編的《經濟學》（Economic

Journal）上發表，後者1945年在英國

出版，使他獲得了國際聲譽。

在哈耶克的幫助下，倫敦大學經

濟學院授予波普爾高級講師的職務。

他1946年初抵達英國就職，教授「邏

輯與科學方法」。1950年應邀訪問美

國，在哈佛和普林斯頓大學演講，期

間與愛因斯坦等科學家會面討論。

1959年出版英文版《科學發現的邏輯》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這是其二十五年前德文版著作的擴充。

1963年出版《猜想與反駁》（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1969年波普爾放棄

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全職工作，專注於

研究和寫作。1972年發表《客觀的知

識》（Objective Knowledge）。1974年，

由謝爾普（Paul Arthur Schilpp）主編的

「在世哲學家文庫」（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發表兩卷本的《波普爾

及其思想》（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上卷為自傳，後來以《無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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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Unended Quest]為題單獨出

版）。1977年與艾克里斯（John Eccles）

合作出版《自我及其大腦》（The Self and

Its Brain）。80年代出版的主要著作

包括《實在論與科學的目的》（Realism

and the Aim of Science），《開放的宇宙》

（The Open Universe）和《量子理論與物

理學的分裂》（Quantum Theory and the

Schism in Physics）。

二　作為思想家的風格
與意義　　　

在學術界，沒有一個希臘哲學和

現象學的外行敢於奢談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沒有一個不曾潛

心研讀柏拉圖、馬基雅維里（Niccolò

Machiavelli）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

的學者敢於評論施特勞斯。但是，一

個對愛因斯坦相對論、對當代科學基

本無知的人卻可以完全自信地評判波

普爾的學術工作而毫無輕率的感覺。

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

波普爾的主要思想建築於他的知

識論之上，而他在知識論方面的批評

性創見則源自他對當代科學發展的深

刻洞察和闡釋。在二十世紀的著名思

想家中，沒有人像波普爾那樣熟悉以

至於介入當代科學內部的重要辯論，

並與科學家共同體之間保持如此長期

和密切的聯繫。他自己曾經坦言，他

許多工作實際上只是對愛因斯坦思想

的一種哲學表達。那麼，為甚麼一個

人文學者在理解和評價波普爾思想

時，似乎不需要基本的現代科學知識

而不感到困難？

在我看來，這多少是波普爾的「咎

由自取」。正是他獨特的學術風格——

以罕見的清晰表述深奧而複雜的思

想，使其著作具有「難以閱讀但容易

概括」和「論證複雜但結論明確」的特

徵。因此，人們不需要研讀他的著

作，就能夠方便地將其學說概括為一

些簡單的論點。這使他變得「通俗易

懂」而得以流行，但同時也在流行中

被簡單化、通俗化進而被曲解。在這

個意義上，麥吉（Bryan Magee）的評論

頗有見地，他說波普爾的清晰性「甚

至掩蓋了他的深度」。波普爾的學說

在獲得廣泛的傳播和影響過程中，流

失了其複雜與深刻的部分，其重要意

義被低估、被忽視以至被淡忘，而他

自己也最終為世俗的聲譽付出了世俗

的代價。

當然，「清晰」本身至多是一種優

異的學術風格，絕不是所謂「一流工

作」的充分條件，甚至不是其必要的

條件。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在思想

和學術上的價值究竟何在？這仍然需

要進一步辨析。

從對絕對真理（以及各種決定論）

的普遍至信，到對其根本性的質疑和

警惕，這是二十世紀人類思想史上一

個最為重大的事件。波普爾的學說，

特別是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著

作中闡發的觀點，對這一歷史性的轉

折做出了無可替代的重要貢獻。對於

只注重波普爾某些結論要點的人來

說，這個判斷當然是無稽之談。在挑

戰決定論的陣營中，波普爾絕不是第

一個甚至也不是最激烈的鬥士。西方

思想史從前蘇格拉底開始就有ï悠久

的懷疑主義和不可知論的傳統，也從

來沒有停止過對絕對真理觀和決定論

的攻擊。波普爾所謂「無可替代的重

要貢獻」何從談起？我的觀點主要依

據以下三個理由。

首先，在波普爾之前，反決定論

的批判聲音幾乎被科學洪流所吞沒，

完全無力抵禦由「現代科學奇ÿ」所創

造的真理神話。這主要是由於人文思

想家難以進入現代科學的內部知識結

構，無法對科學真理觀做出知識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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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深奧而複雜的思

想，使其著作具有

「難以閱讀但容易概

括」和「論證複雜但結

論明確」的特徵。這

使他變得「通俗易懂」

而得以流行，但同時

也在流行中被簡單

化、通俗化進而被曲

解。麥吉說波普爾的

清晰性「甚至掩蓋了

他的深度」，這一評

論頗有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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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力反駁，而只能從外圍發出邊緣

性的異議，且主要針對的不是「科學

真理」本身，而是科學與技術導致的

文化與社會的「負面後果」。在公共思

想界，科學奇ÿ造就的絕對真理觀絲

毫沒有被抑制，反而不斷走向強盛，

成為支配性的意識形態。而波普爾的

批判恰恰是從現代科學內部開始，甚

至是從其「硬核」（hard core）——現代

物理學——進入，由中心顛覆「科學

定律」的絕對確證性和可靠性，然後

向外拓展到歷史的、社會的和政治的

種種「科學」，對各種形式的絕對主義

與決定論予以清算。

其次，以往對科學真理的攻擊，

主要來自非理性主義的思想傳統，無

論具有怎樣的顛覆性，也仍然無法解

釋科學知識的發展與科學奇ÿ的「鐵的

事實」。而波普爾以「猜想—反駁」的

試錯機制對此提出了新的另類解釋，

在肯定知識成長的有效性的同時，瓦

解其絕對真理性。這是啟蒙傳統內部

對絕對真理觀的一次真正的「解構」批

判。在思想史的意義上，是審慎的理

性對「理性的自負」的一次勝出。

最後，尤為重要的是，證偽主義

學說遠不只是一個天才性的邏輯洞

見。如果波普爾不具備進入複雜而

深奧的科學內部知識討論的能力，那

麼「科學陳述不能被證實而只可能被

證偽」之類的論述只會被看作痴人說

夢，成為一個笑柄，根本無力對思想

史發生任何影響。波普爾反潮流的新

科學觀念贏得許多自然科學家的支持

和肯定。愛因斯坦早在1935年讀到德

文版的《研究的邏輯》就寫信予以熱情

的支持，1950年再度予以高度肯定。

波普爾理論最堅定的支持者中包括了

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如梅達華（Peter

Medawar，他稱波普爾是「無與倫比

的最偉大的科學哲學家」）、薛定鄂

（Erwin Schrödinger）、玻爾、莫納德

（Jacques Monod）和艾克里斯，以及其

他著名的自然科學家如邁爾（Erns t

Mayr）、哈迪（Alister Hardy）、洛倫茨

（Konrad  Lorenz）、蘭德（Alf red

Lande）、玻姆（David Bohm）、維吉耶

（Jean-Pierre Vigier）、貝爾（John

Bell）、邦迪（Herman Bondi）、布里奇

曼（Percy Bridgman）和加博爾（Dennis

Gabor）。可以想像，如果沒有來自科

學家共同體的支持，對絕對真理觀的

顛覆以及對決定論的批判至多是哲學

圈子內部的議論或牢騷，而不可能成

為思想史的一次轉折。

在學術界，我們習慣於敬畏晦澀

的學說，但我們常常忘記：正是通過

極為卓越的工作，一些原本複雜的思

想謎團才變得清澈起來，一些被許多

晦澀的文本反覆討論的問題才獲得了

可能的解決出路。波普爾正是這樣一

類卓越的思想家。一個世紀前，對絕

對真理與決定論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

還是一個異端，而波普爾以他獨特的

風格（以及近乎偏執狂一般的雄辯熱

情），推動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轉折，

使這種異端學說在今天甚至成為了常

識。但這絕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常

識，而是改寫了人們的科學觀、歷史

觀與社會演進觀的意義重大的常識。

在這個意義上，波普爾可以當之無愧

地躋身於一流思想家的行列。

三　作為哲學家的成就

波普爾作為思想家的意義也許還

比較容易澄清，但對他在哲學上的貢

獻則有非常多的爭議。雖然波普爾本

人傾向於將自己看作哲學家，但在專

業哲學領域中他的聲譽是相當可疑

的。許多人輕視他的工作，也有人根

本不承認他的哲學家資格。造成這種

狀況的原因很複雜。我以下的分析將

一個世紀前，對絕對

真理與決定論的批判

在公共思想界還是一

個異端，而波普爾以

他獨特的風格，推動

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轉

折，使這種異端學說

在今天甚至成為了常

識。但這絕不是一個

無關緊要的常識，對

於科學、歷史與社會

這是意義重大的常

識。在這個意義上，

波普爾可以當之無愧

地躋身於一流思想家

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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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重指出，對波普爾哲學成就的評價

是困難的，這與他的研究領域和個人

風格的獨特性有關。

波普爾的學術生涯開始於對歸納

問題的批評性研究，這屬於典型的知

識論領域。他的證偽主義學說來自於

對歸納方法作為知識成長邏輯基礎的

質疑，但這並不是一個原創性的發

現。休謨（David Hume）早在二百年前

就提出「歸納問題」，羅素也曾以詼諧

的方式重提（一隻每天被主人照常餵

養的雞，怎麼也「歸納」不出終有一天

自己會被主人擰斷脖子）。維特根斯

坦（Ludwig Wittgenstein）（這位波普爾

一生都耿耿於懷的論敵）在1921年出

版的文體獨特的《邏輯哲學論》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中清

晰地重述了這一點1：

歸納過程在於此：即我們採取能與

我們的經驗相協調的最簡單的規律

（6.363）。可是這個過程沒有邏輯基

礎，而只有心理學的基礎（6.3631）。

所以，就歸納問題的發現而言，前有休

謨提出，後有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等人的

再論，波普爾對此毫無原創性可言。

波普爾的哲學貢獻在於對歸納問

題提出了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與維也

納學派的基本思路相反，波普爾的證

偽主義以經驗檢測的「可證偽性」，而

不是「可證實性」作為科學與非科學陳

述的劃界標準，並以「問題—猜想—

反駁」的「試錯機制」代替「觀察—歸納—

證實」的「實證機制」，為科學知識的成

長提出新的解釋。波普爾早在30年代

初就明確提出了這個想法，無疑是具

有原創性的。但如何在哲學上評價這

一創見是可以商榷的。也許，可資對

比參照的是維也納學派的工作。

以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為精神領袖

的維也納學派，聚集了許多極為優秀

的哲學家和數學家。他們曾在長達一

年的時間內，逐字逐句地閱讀和討論

了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不是一

遍，而是兩遍！），當然早就充分意識

到歸納問題的困難所在。也就是說，

他們和波普爾面對的是同樣的難題。

但邏輯實證主義學派的主要成員仍然

堅持在實證的方向上予以解決。其中，

卡爾納普以概率詮釋來拯救歸納方法

的路徑起初看來頗有希望，但後來遭

遇到許多（包括波普爾在內）有力的反

駁，看不到更有希望的進展前景而放

棄，卡爾納普本人最終轉向語義學研

究。維也納學派也因為多種原因（特別

是石里克被刺身亡）而終於解體。

波普爾在其思想自傳《無窮的探

索》中聲稱，正是他「扼殺了邏輯實證

主義」，雖然他不是有意的，但還是要

對當時這個重要哲學流派的破產「負有

責任」。這雖然有自誇之嫌，但以下

結論還是可以成立的：對於科學知識

論中的歸納難題，沒有人（包括維也納

小組的成員在內）完成了足以與波普爾

證偽主義相競爭的可能的解決路徑。

這在哲學上是一個重要的貢獻，雖然

可能難以稱作「第一流的成就」。

波普爾人格傾向中的偏執與固

執，可能多少影響到哲學家對他的評

價。比如，他堅定的聲稱自己已經完

全解決了二百年來困擾ï哲學家的休

謨難題，這個被布勞德（C. D. Broad）

稱作「哲學的家醜」的問題。但這個自

信的論斷受到許多哲學家和一些科學

家質疑。特別是波普爾難以解釋為甚

麼人們在日常經驗中仍然依賴歸納方

法的問題（在艾耶爾[Alfred J. Ayer]看

來，這才是休謨難題的關鍵所在）。波

普爾為此作了大量的自我辯護，包括

對科學發現的心理過程與邏輯基礎做

出區分。許多辯論的確帶來了理論的

完善，但如果波普爾能夠更為謙遜，

或許會獲得更多的肯定。

波普爾的哲學貢獻在

於提出了用證偽主

義，以經驗檢測的

「可證偽性」，而不是

「可證實性」，作為科

學與非科學陳述的劃

界標準，並以「問題

—猜想—反駁」的「試

錯機制」代替「觀察—

歸納—證實」的「實證

機制」，為科學知識

的成長提出新的解

釋。而波普爾人格傾

向中的偏執與固執，

可能多少影響到哲學

家對他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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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猜想—反駁」機制的實踐有效

性問題上也是如此。拉卡托斯後來發

展出的精緻證偽主義或「科學研究綱

領方法論」對此做出了更好的解釋，

雖然這更多的是技術性的修正和補

充，而不是在哲學上另闢蹊徑，但波

普爾不能容忍學生對自己的批評性繼

承，最終導致他們友誼的破裂。對專

業哲學家來說，或許最難以接受的是

波普爾對維特根斯坦的攻擊。他傲慢

地宣稱，維特根斯坦後期的研究，以

及由此發展出的語言哲學完全是誤入

歧途。無論如何，波普爾的人格中有

ï與他自己倡導的開放與寬容精神十

分矛盾的獨斷特徵，以至於有人戲謔

波普爾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波普爾對柏拉圖的公然冒犯可能

是他失去哲學家青睞的另一個原因。

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上卷中對

柏拉圖的闡釋，從希臘文的翻譯細

節，到具體文本段落的理解，到對柏

拉圖意圖的整體把握，都受到了許多

激烈的批評。希臘哲學專家萊文森

（Ronald B. Levinson）特別發表專著

《保ç柏拉圖》（In Defense of Plato），

全面抨擊波普爾，而波普爾在第四版

中特別加了一個附錄對此予以反

駁。當然，也有哲學家支持波普爾

對柏拉圖的解釋。牛津大學著名分析

哲學教授賴爾（Gilbert Ryle），自己曾

發表研究柏拉圖的專著，他在《心》

（Mind）雜誌上發表書評指出，波普爾

「對希臘史和希臘思想的研究顯然是

深刻而賦有原創性的。從此對柏拉圖

的解釋不再會是老生常談了」。而羅

素也說，波普爾「對柏拉圖的攻擊雖

然有悖於正統，但在我看來完全是成

立的」。要對這樣的爭論做出恰當的

評判，沒有對柏拉圖和希臘哲學深入

的專門研究是不可能的。況且，懷特

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有句名

言：「整個西方哲學都是對柏拉圖的

註腳」。不同註腳之間的爭論也很難

有明確的結論。但有一點事實幾乎是

可以肯定的：在專業哲學的研究中，

波普爾對柏拉圖以及黑格爾的闡釋

不會被當作一種重要的觀點予以認真

討論。

總的來說，波普爾在人文學術界

最熱衷的讚賞者（如哈耶克和伯林），

多半是「思想家」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專

業哲學家。波普爾在一次訪談中曾指

出，哲學的任務是反省我們不自覺的

偏見，並明確反對哲學在專業化的問

題上「仿照現代科學的模式」。在現代

的學科建制中，波普爾的專業身份是

頗為曖昧甚至尷尬的。這也對評價波

普爾的學術成就造成了一定的困難。

他在倫敦經濟學院開設的「邏輯和科

學方法」方面的課程甚至不設教授席

位。這在當年使這位「國際知名」的高

級講師晉升教授的問題都頗費周折。

直到1948年（《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

書出版三年之後），在哈耶克的動議

下，校方同意為波普爾專門設立一個

「邏輯與科學方法教授」席位，才最終

解決了他的「職稱問題」。

波普爾的研究主題大多處於專業

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尤其反映在他

那些不太著名的專門性研究中。例

如，在1958年威尼斯國際哲學大會

上，波普爾提交的一篇論文，分析了

萊布尼茲（Gottfried Wihelm Leibniz）對

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批判如何影

響了物理學從原子論到「法拉第—麥

克斯維爾場論」的發展。這篇論文在

極小的圈子,獲得盛讚，但大多數哲

學家幾乎不知所云。他與艾克里斯合

作的《自我及其大腦》一書也有類似的

命運。波普爾更像是萊布尼茲時代的

學者，在自然科學與哲學之間的地帶

展開工作。在這個意義上，他在當代

是沒有多少同行的，也難以在專業哲

學界獲得承認。

波普爾曾指出，哲學

的任務是反省我們不

自覺的偏見，並明確

反對哲學在專業化的

問題上「仿照現代科

學的模式」。但他卻

不能容忍學生對自己

的批評性繼承，這與

他自己倡導的開放與

寬容精神十分矛盾，

以至於有人戲謔波普

爾才是「開放社會的

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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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波普爾的思想有兩個流行的誤

解，似乎有必要予以澄清。由於波普

爾對科學與偽科學的劃界標準做了大

量而細緻的解釋，有人認為他是「科

學至上論」或「唯科學主義」的鼓吹

者。這是一種非常初級的誤解。

在波普爾看來，科學與非科學的

區別在於經驗上的可證偽性，但他堅

決否認這是區分「有意義」和「無意義」

的劃界標準。在這個問題上，波普爾

與邏輯實證主義者有ï尖銳的衝突，

後者認為，只有邏輯命題和科學（經

驗可檢驗的）命題才是「有意義」的。

波普爾則堅持，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

劃界標準絕不是「意義」的劃界標準。

相反，他認為宗教、神話和形而上學

等命題，雖然不是科學陳述，但它們

有自身豐富的意義和價值，有些可以

成為科學猜想的源頭。他甚至認為許

多被他稱作「偽科學」的理論，如弗洛

伊德心理學，本身可能有深刻的洞察

力，而且他們的學說有可能是正確

的，只是不具有可證偽性，無法在經

驗上予以檢測。

在波普爾的詞典,，「科學」不是

「有意義」或「有價值」的同義詞，更不

是「正確」或「真理」的同義詞。科學知

識也不是人類唯一有意義的至聖事

業。他強調，科學理論都只是暫時

的、尚未被證偽的假設，更是否定了

將科學等同於真理的迷信。所以，與

那種流行的誤解恰恰相反，波普爾實

際上是科學至上論和唯科學主義的最

強烈的批判者。

另一個對波普爾政治立場的誤解

值得更為認真的討論。哈耶克被普遍

看作「右傾」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他與

波普爾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親密關係

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在給波普爾的

書信中提及「我們的哲學」。另一位自

由主義思想家伯林也曾對波普爾予以

盛讚。伯林在他的《馬克思傳》（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1963年

版的序言中，稱波普爾的《開放社會

及其敵人》是「一部具有罕見創造性和

強有力的著作」，並認為在所有在世

的學者中，波普爾對馬克思主義哲學

和歷史學說做出了「最謹慎、也是最

攝人的批判」。波普爾本人也的確自

稱是自由主義者。這些因素都會使人

們很自然地推斷，他會在政治上持

「右翼立場」。這種觀點雖然不是空穴

來風，但仍然有嚴重的偏差。實際

上，波普爾在政治立場上與他的自由

主義同伴具有相當的距離。

首先有必要指出，波普爾對馬克

思主義雖然懷有偏見，但並沒有進行

意識形態化的攻擊。《開放社會及其

敵人》一書是從批判理性主義的角

度，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做出

的分析性批判。波普爾對馬克思本人

懷有很深的敬意，認為馬克思是天才

哲學家，也敏銳地意識到，馬克思將

自己的理論與「空想社會主義」區別開

來是正當的，而且他的理論在當時的

確是科學的，因為提出了大量可以被

經驗事實檢測的預言。只是在波普爾

看來，其中許多重要的預言已經被歷

史證偽了。但他主要批判的對象是他

所謂的「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

不管社會實踐中出現了多少與理論相

悖的事實，仍然要堅持理論的教條並

為此不懈地辯解。這種教條主義的自

圓其說恰恰違背了科學的一個基本品

質，那就是理論要勇敢地面對實踐的

檢驗。這種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不

再具有科學的品格。同時，波普爾也

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歷史決定論，

這將導致對社會實踐做出整體的和長

遠的計劃安排。雖然當時波普爾並沒

有觸及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的弊端，

對波普爾的思想有兩

個流行的誤解。首

先，有人認為他是

「科學至上論」或「唯科

學主義」的鼓吹者，但

實際上他強調科學理

論都只是暫時的、尚

未被證偽的假設，更

否定了將科學等同於

真理的迷信。另一個

是對波普爾政治立場

的誤解，人們推斷他

在政治上持「右翼立

場」。實際上，波普

爾在政治立場上與他

的自由主義同伴具有

相當的距離，至少稱

得上是「自由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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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所倡導的「漸進社會工程」理念，

主張一種在不斷嘗試中修正錯誤的社

會演進模式，對今天的社會主義實踐

並不是沒有啟示意義的。

少年時期的波普爾曾是共產主義

者，雖然他後來放棄了這一信念，但

此後許多年仍然信奉社會主義，而至

今仍然對馬克思關於人類平等與自由

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認同。他在

《無窮的探索》中寫道2：

如果社會主義有可能與個人自由相結

合，那麼我仍然是社會主義者。因為沒

有甚麼比在一個平等的社會中過f一

種樸素、簡單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

他後來意識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

為力求實現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

不自由的人們中間是不會擁有平等

的。在這個意義上，波普爾的確強調

自由對平等的優先性，但是並不能由

此推斷他持有右翼的政治立場。恰恰

相反，他在很多重要問題上的觀點似

乎更具有「左翼」的政治傾向。

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二卷

中，波普爾明確反對極端自由主義，

特別是經濟放任自由主義；激烈批判

市場原教旨主義論，認為這將使富有

者無限度地剝削窮人，結果將使窮人

喪失自由。因此，他強烈支持國家的

經濟干涉主義3：

我們必須建立保護經濟上的弱者不受強

者侵犯的制度，並且通過國家權力對此

加以鞏固⋯⋯，這就意味f必須放棄國

家不干預的原則和經濟體制不受約束的

原則，如果我們希望自由得到維護，那

麼我必須要求國家用有計劃的經濟干預

取代不受限制的經濟自由政策，我們必

須要求經濟干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

這段引言自身是極為明確的，如果說

波普爾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那麼一個

要求取代經濟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者，

在我們這,至少稱得上是「自由左派」。

五　結 語

一個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個

徘徊在科學與哲學之間的學者，一個

反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者，一個以偏

執的風格竭力宣揚審慎與開放的雄辯

者，一個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倍受誤

解的知識份子，這就是卓越而獨特的

波普爾。他一生無窮的探索，最終將

蘇格拉底「我一無所知」的箴言作為自

己思想的墓志銘。他以最有力的方式

告誡人們知識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

自負的危險。對於二十世紀人類歷經

的災難與恐怖來說，波普爾是診斷思

想瘟疫的醫生。如果他的告誡已經成

為今天的常識，那麼他被淡忘也正是

他傑出的成就。倘若有一天，類似的

瘟疫再度流行，人們才會重新想起

他，並記起他的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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