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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传统西方哲学是以纯粹 理性为基石的主体 哲学 ,被当作 人的本质特性的理 性是脱

离身体的或与身体无关的。 20世纪后期的科学哲学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叛 ,特别是它的译不准论
题和观察 依赖理论的论题 ,与普遍理性 和方法的观 念是尖锐 对立的 ,并导致了 知识相对主 义和
文化相 对主义。 1970年代以来认 知科学的发现表明 ,理性和心灵 是涉身的 ,取 决于身体的 结构
和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人体的神经结构和人与世界相互 作用的方式决定了人必须以指称
个体的方 式来认识世界 ,因此与译不准 论题相反对 ;人观 察世界的方 式主要是 由人的神经 决定
的 ,而不是由理论概念决定的 ,因此与观察依赖理论的 论题相反对。 因此 ,现代认知科学 既是对
传统的理性哲学的挑战 ,也是对当代相对主义哲学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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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学的兴起使古代关于世界本原的哲学猜想成为真正的历史 ,人们不再企图把世
界的本原归于某种具体的物质形态 ,如水、气、土、火之类 ; 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也只是从
文化史的角度看还有意义。 近代物理学的产生使事物运动的神秘主义或神学说明失去了大
部分市场。 哥白尼革命和现代天文学绘制出一幅细致而有说服力的宇宙图画 ,祭司、星相术
士、国师交椅上现在坐着各个领域的专家。 面对现代时空科学 ,康德把时空看作先验感性形
式的洋洋大观的学说变成了枯燥乏味的思辨虚构。 但是 ,哲学还留下了一块特有领地 ,这就
是认识论: 关于人的心灵及其理性能力的理论。正如罗蒂所说: “我们以`内心过程’ 的理解为
依据的`认识论’ 概念来自于十七世纪 ,特别是洛克 ; 我们把`心灵’ 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 ,`过
程’ 在其中发生 ,这一概念来自于同一时期 ,特别是笛卡儿 ; 我们把哲学看作纯粹理性的法
庭 ,支持或否决其他文化领域的主张 ,这一概念来自于十八世纪 ,特别是康德。”

[1 ]( P. 3)

洛克、

笛卡儿、康德所开创的认识论传统并没有随着现代科学心理学的发展而衰落 ,反而以波澜迭
起、轰轰烈烈之势攻击前进 ,直至二十世纪后期。 自 1970年代以来 ,认知科学研究取得了一
系列重要的成就 ,透视认知科学成就的认识论意义 ,将会使我们对一些重要的认识论课题产
生新的见解。 本文将以认知科学的成就为依据 ,探讨英美科学哲学中的两个重要论题: 即观
察依附于理论的论题和译不准论题。

一、 认知科学
西方哲学 ,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 ,由心灵来定义人 ,又由理性来定义心灵。理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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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我们的逻辑推理的能力 ,也是我们进行研究、解决问题、评价、批评、决策、理解的能力。
理性概念是西方哲学的核心。 加利福尼亚大学语言学教授拉柯夫 ( Geoge Lakof f )和俄勒冈
大学哲学教授约翰逊 ( M ark Joh nso n )总结了三十年来的认知科学所取得的成就 ,对西方传
统哲学思想提出了全面的批评。 他们指出 ,认知科学最重要的三大发现是: 心灵本质上是涉
身的 ,思想大部分是无意识的 ,抽象概念大多是隐喻的。 由于这些发现 ,“两千多年的先验哲
学思辨完结了 ,哲学再也不会是以前的样子了” [2 ]( P. 3) 。
拉柯夫和约翰逊把认知科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早期的认知科学研究 ( 1950- 60年
代 )是脱离身体的 ( di sembobo died) ,基本上以传统英美哲学关于理性和心灵的概念为前提 ,
致力于符号运算的研究。 第二阶段的认知科学从 1970年代开始 ,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心灵哲
学。
认知科学研究表明 ,“理性并不是与身体无关的 ,而是产生于我们的大脑、身体和身体经
验的本性。 这不只是做一个无关痛痒的断定 ,我们需要有一个身体来进行推理 ;这是一个引
人注目的论断: 理性的结构本身来自于我们涉身其中的各个细节。同一种神经和认知机制使
我们进行感知和运动 ,也创造了我们的概念系统和推理方式。因此 ,要理解理性 ,我们就必须
理解我们的视觉系统、运动系统和基本的神经联接机制等方面的细节。 总之 ,理性决不是宇
宙或与身体无关的心灵的一个先验特征。 相反 ,它是由人的身体的特殊性质、由人脑的神经
结构的特殊细节、由我们在世界中的日常举止的特殊情况塑造的。”

[2 ]( P. 4)

认知科学的发现可以概括为一点: 我们的理性、心灵、概念、推理、思维等 ,都是涉身的 ,
即依赖于我们的身体的生理结构。这里我们谈认知科学的两个重要方面: 第一是关于无意识
的思维的发现 ,第二是关于基本范畴的发现。
所谓思想无意识 ,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 ,不是因为被抑制而成为无意识 ,而是本
来就无意识 ,是身体的特性决定了它的无意识性。无意识的思维活动在认知意识的层次下面
进行 ,它不受意识的操控。 有的思维进行得太快 ,意识无法掌握。 例如 ,在一次谈话中间 ,说
出一句话至少由十几个步骤组成。 这些步骤大多是自动的 ,超出自我意识或感觉的直接掌
握。
认知科学家认为 ,无意识的思维至少占整个思维的百分之九十五。而且 ,更重要的是 ,这
些处在意识层次之下的无意识的思维塑造和组建了有意识的思维。 如果没有无意识的思维
在意识层次之下起这种作用 ,就不存在有意识的思维。 认知无意识是一个精巧的大结构 ,它
不仅包括自动的认知活动 ,而且包括我们的隐性的知识。 “我们的无意识的概念系统像一只
`看不见的手’ 在起作用 ,它塑造了我们对经验的一切方面进行概念处理的方式。这只看不见
的 手塑 造那种 进入我 们的日 常系 统的形 而上 学。 它创 造那 些居 于认 知无 意之中 的事
物”

[2 ]( P. 3)

。

无意识思维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范畴化 ( ca tego ri zatio n)的方式。每一种生物都有范畴
化活动。阿米巴把它遇到的事物分成食物和非食物两个范畴。动物把事物分成食物、猎食者、
可能配偶、同种成员等范畴。 动物的分类范畴依赖于它们自身的感觉系统、它们的运动能力
和它们处理对象的能力。
范畴化是我们的生理结构的一个不可逃避的后果。 我们是有神经的存在物。 我们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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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有一千亿个神经元 ,一百万亿个突触联结。信息通常是通过相对较少的神经联结组从一个
浓密的神经元集群传达到另一个集群。在这个过程中 ,分布在第一个神经元集群上的激活模
式过于庞大 ,不能以一一对应的方式在联结组上再现。 这样 ,相对稀少的联结组在将输入模
式映射到输出群时 ,就必然要对输入模式进行归类。一个神经元群得到不同的输入却提供相
同的输出 ,就是范畴化 ,这种范畴化过程是由神经系统自动进行的。例如 ,人眼有一亿个感光
细胞 ,但只有一百万条神经纤维同大脑相联结。每一个输入像都必须被简化一百倍。这就是
说 ,每根纤维中的信息都构成一百个细胞的信息的范畴化。 这种神经范畴化贯穿整个大脑 ,
直至我们意识到的最高层的范畴。 当我们看见树时 ,我们看见的是树 ,而不是互相不同的个
体事物。 石头、房子、窗、门也是如此。
只有一小部分范畴是通过有意识的范畴化活动形成的 ,但多数范畴都是自动的、无意识
地形成的。虽然我们常常学到新范畴 ,但我们不能通过有意识的重新范畴化活动大规模地改
变我们的范畴系统。我们没有、也不能有意识地完全控制我们的范畴化的方式。即使我们认
为我们在有意地形成新的范畴 ,但我们的无意识范畴进入我们对可能的有意识范畴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不仅决定我们要做范畴化 ,而且决定我们有何种范畴 ,
它们的结构如何。 人体的性质影响着我们的概念系统的特殊性。 我们有眼、耳、胳膊、腿 ,它
们以确定的方式起作用。 我们有一个视觉系统 ,具有地形和方向感觉细胞 ,为我们概念化空
间关系的能力提供了结构。我们以一定的方式运动的能力和我们追踪其他事物运动的能力 ,
使运动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有肌肉并用它们以一定的方式施加力量 ,
导致我们的因果概念系统的结构。
我们形成的范畴是我们的经验的一部分。 这些结构把我们的经验的各个方面区分成可
鉴别的种类。因此 ,范畴化并不是纯理智的活动 ,不是在经验事实之后发生的。“我们不可能
`超出’ 我们的范畴之外 ,拥有一种没有范畴化的、没有概念化的纯经验。 神经系统不能得到
那种经验” [ 2] ( P. 19) 。
认知科学的另一成就是关于基本范畴的发现。我们所说的概念就是神经结构 ,使我们能
够在心里刻划我们的范畴并对它们进行推理。而在众多的范畴和相应的概念中 ,最基本的是
所谓的基本范畴 ( basic- lev el ca tego ri es): 例如椅子和轿车这两个范畴 ,它们处在范围等级
家具 - 椅子 - 摇椅和车 - 轿车 - 赛车的中层。在 1970年代中期 ,认知科学家发现 ,这样一些
中间层范畴在认知上是基本的 ,这就是说 ,与家具、车等“上层范畴”和摇椅、赛车等下层范畴
相比 ,它们具有认知上的优先性 [3 ], [4 ]。 基本范畴与上层和下层范畴的区分是由我们的身体、
大脑、心灵、心像、格式塔知觉、运动程式 ( mo to r prog rams)、知识结构等方面决定的。它有四
个基本特征: ( 1)它是可以由一个单一的心像表象整个范畴的最高层次 ; ( 2)它是范畴成员具
有相似的总体知觉形状的最高层次 ; ( 3)它是人用相似的运动行为同范畴成员打交道的最高
层次 ; ( 4)它是我们的多数知识组织起来的层次。 基本范畴与非基本范畴的区分有着重要的
哲学意义: 范畴的性质是以身体为中介的 ,而不是由独立于心灵的实在直接决定的 ,也不是
由文化直接决定的。
根据人的身体和大脑的本性以及他所处的环境的本性 ,基本层次是人与环境发生相互
作用的最佳层次。 那些导致基本范畴的性质是我们对物理世界中的事物的部分 - 整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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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格式塔知觉是总体的部分 - 整体结构。使用运动程式 ( mo to r scheme )与事物进行相
互作用显著地依赖于它们的部分 - 整体结构。事物的功能和我们的对它的认识 ,也依赖部分
- 整体结构。 因此 ,我们有基本范畴结构 ,我们与这些结构相关的活动是最佳的。
形而上学的实在论似乎首先是在基本层次上起作用。 关于范畴和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形
而上学讨论往往使用基本层次的例子 ,如“ The ca t i s on t he mat”、“ The boy hi t t he ball” 。
除了关于物体的基本范畴之外 ,还有关于行动的基本范畴 ,这些范畴是我们拥有习惯性的心
象和运动程式的行动 ,如游、走、握。 我们也有基本的社会概念 ,如家庭、俱乐部、垒球队。 我
们还有基本层次的社会活动 ,如辩论 ; 基本层次的情感 ,如快乐、愤怒、悲伤。
伯林、布里德罗夫、拉芬研究了车尔塔 ( Tzelt al,墨西哥一印第安部落 )人的植物分类方
式 ,胡恩 ( Eug ene Hunn )研究了车尔塔人的动物范畴。 他们发现 ,在基本层次上 ,车尔塔人
在辨认植物和动物方面相对于科学生物分类是非常精确的。在更下面的层次上 ,他们的准确
性大为降低 ,约为 50% 。 这表明 ,我们在基本层次上能更好地认识植物和动物。
我们的涉身的基层概念系统通过进化“适应”我们的身体与环境相配合的方式 ,这不仅
仅是为了生存。 但是 ,没有这样与环境相配的涉身的系统 ,我们就不能生存。 概念化的基本
层次是涉身的实在论的基石。 科学和技术正是在这个基本层次上进一步发展的。
认知科学的发展提出了对于当代科学哲学中的一些重要论题不利的证据。 其中一个是
译不准论题 ,另一个是观察依赖于理论的论题。

二、 译不准问题
科学实在论有两个最基本的论题: 第一 ,科学理论中的主要词语指称外部世界中的实在
物体 ;第二 ,成功的科学理论的主要陈述是真理或近似真理。许多科学哲学家认为 ,只有这样
才能说明科学的成功 ,即说明为什么成功的科学理论具有极大的说明力和预测力。面对劳丹
所谓的悲观的归纳: 科学史上有大量的理论是成功的 ,却是假的 [ 5] ( P. 121) ,实在论的科学哲学
家仍然试图从指称理论出发来解决问题。 在《科学的进步》一书中 ,基切尔 ( P. Kit cher )采取
了一系列语言分析手段 ,来论证成功而过时的科学理论中的操作性的对象设置 ( Wo rking
posi ts )是有指称的 ,而且相关的陈述是真的或近真的。 基切尔做出了好几种区分 ,如理论的
预 设性对象设置 ( presuppo sitio nal posi ts)与操作设置的区分 ,词语的记号 ( to kens)与类型
( ty pe)的区分 ,词语的命名用法、因果用法和摹状词用法的区分。 他希望这些手段能够重新
确立科学实在论的论题。科学实在论的困难不只是悲观的归纳和斯蒂奇等人所说的“向指称
飞跃的论证” ( the f light t o reference arg um ent )

[6 ]

,而重要、更根本的是蒯因的译不准论题和

更早的语言相对论论题。
蒯因论证 ,对象或个体的设置依赖于语言或在语言的深层起作用的形而上学。他在一系
列著作中详尽地论证了著名的“译不准原理”

[ 7] , [ 8] , [ 9]

。译不准原理不仅仅是一种关于意义和

翻译的理论 ,也有着深远的本体论含义。
蒯因指出 ,一个语言 (如一种印第安语 )中的语句与另一个语言 (如英语 )中的语句可以
互译的最可靠的根据是它们有相同的刺激条件。 以刺激条件为根据进行翻译只能在观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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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的层次上进行。两种语言中的语词的对应只是一种“分析的翻译假说” ,因为词语是不可分
辨的 ( i nscrutable)。假定词语不可分辨 ,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说异己科学的理论名词指称独
立于心灵的实在对象 ,因为所有的对象都是语言及其所隐含的形而上学的产物。
设想一位语言学家来到一个土著部落 ,在一位土人的协助下研究当地的语言。一只兔子
跑过 ,那个土人说: “ Gav agai。”通常的语言学方法是把“ Gavag ai” 与“兔子”当做同外延的词
语 ,即它们指称同一物体或对象: 兔子。但是 ,蒯因指出 ,也许这个词的应用对象不是兔子 ,而
是兔子的某个生长时段 ,或者是兔子的众多不可分离的局部。 当然 , Gavag ai 也可能指兔子。
不论指什么 ,它们都有相同的刺激意义。虽然我们可以确定 g av agai 与“兔子”的刺激意义相
同 ,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 a g av agai 就是一只完整的、持续存在的兔子。 “如果语言学家下这
个结论 ,那么他就悄悄地假定了土人像我们一样有一个概括性的词指称兔子 ,而没有概括性
的词指称兔子时段或兔子局部。” [9 ]( P. 76)
企图通过观察土人的行为把一个土语词与一个英语词等同起来做法 ,预设了一个形而
上学观念: 土人与说英语的人有相似的概念框架 ,他们同样把实在分割为多个可辨认、可识
别的物理事物 ,或者是兔子 ,或者是兔子局部 ,或者是兔子时段。 但是 ,土人的世界观可能与
我们世界观完全不同。 从土人的世界观看 ,“物体、抽象事物”之类的说法都是空话。 土人接
受刺激的通道可能与西方人完全不同 ,他们根本不谈什么这个、那个、相同、不同、一、二。 由
于没有这样一些我们熟悉的语言手段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土人设置物体或对象。可以设想
那个世界观里有质料 ,但没有事物 ,没有具体的事物 ,也没有抽象的事物。尽管本体论的态度
完全不同 ,但情景语句“ Gav agai” 与“那里有只兔子”仍然有相同的刺激意义。在我们这种设
置物体文化中 ,单词用于个体事物上 ,这只是附属于我们的语言的局部装置。
早在蒯因之前 ,就有一些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詹姆斯提出了“意识
流”的心理学概念 ,认为我们的意识状态是流动的、连续的。 但是 ,我们的经验世界却是由一
个一个的个体组成的。 由此自然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 ,我们的原始经验被分割、事物被个体
化 ,一定是由于主体的某种构造机制造成的。 在语言学中 ,霍夫 ( B. L. Who rf )提出了“语言
相对性”论题。 霍夫对多种印第安语言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考察和研究 ,对霍比语的语法和语
义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得出结论说: “这一切都说明语言是如何产生经验的组织的。我们
曾倾向于认为语言只不过是一种表达手段 ,而没有认识到语言首先是感觉经验流的分类和
安排 ,产生一定的世界秩序 ,一定的世界分割” [10 ]( P. 55) 。
语言相对性和译不准论题导致卡特尔 ( William R. Cart er)和巴德 ( Joh n E. Bahde) 所
说的“魔幻的反实在论” ( magical Anti realism )。 卡特尔和巴德虽然没有指明谁是魔幻的反
实在论者 ,却把这种观点当做一种有代表性的思路加以剖析和批评。 “据说我们把世界切割
成物体。 这个切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心灵过程或概念过程。 等待我们的概念去切割
的世界仅仅含有没有任何秩序的质料 ,这种论述方式意味着 ,处在我们的世界中的各种物体
—— 个体、殊相或实体—— 产生于我们的概念活动”

[11 ]( P. 305)

。

语言相对论和译不准论题蕴含着一个极端的哲学结论: 不同语言有完全不同的指称方
式 ,有的语言单位可能根本不指称物体或物体的类。 因此 ,不同的科学理论和不同的文化之
间的不可通约性是不可克服的。但是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语言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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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译不准论题是一种思辨的虚构。 问题的关键是 ,是否可能有一种语言 ,它没有个体化原则
( principle of indiv iduatio n) ,它的语言单位不指称任何个体或个体的类 ,而只指称蒯因所说
的“时空区域” ,因此 ,在那种语言和文化中 ,没有物体 ,没有一、二、三。认知科学的证据表明 ,
首先 ,范畴化活动 ,给事物进行分类 ,是一种无意识的活动 ,是由我们的身体的生理结构决定
的 ,并不是语言和文化的产物。 第二 ,只要人有一个身体 ,它就得用这个身体同环境相互作
用。语言和文化事实本身表明这种与环境的互相作用是合作性的 ,而不是单个人孤独地进行
的。 只要有合作 ,就要分配集体合作的成果 ,就必须有个体化原则 ,有物体 ;必须有单数和复
数 ,有多和少 ; 必须以某种方式谐调个人之间的行动 ,从而必须有时间概念。语言相对论者必
须证明使用不同语言、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具有不同的生理结构 ,才能论证他们的论题。 但
是 ,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大量事实证明 ,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自然属性。

三、 观察的理论依赖性问题
当然 ,不同文化中的语言单位都指称世界中的个体或个体的类 ,这一事实还不足以为不
同的科学理论和不同文化的自然观的比较和互译提供一个充分的基础。 我们还要面对库恩
的意义变化论题和多数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家都赞成的观察 (在一定程度上 )依赖于理论的
论题。 前一论题说 ,随着科学范式的变化 ,同一科学词语的指称变化了 ,因此意义变化了 ,因
此新旧范式逻辑上不相容: “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力学的转变清楚地表明 ,科学革命是科
学家用来观看世界的概念网络的更换”

[12 ]( P. 102)

。历史主义者还论证 ,观察是携带或渗透着理

论的 ( theory - ladenness o f observ atio n )。 汉森 ( N . Hanson )在科学哲学中首先提出了观察
渗透理论的论题 ,然后 ,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对这个论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发挥。 费耶阿本
德提出反归纳法来对抗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 ,而观察渗透理论的论题是库恩的不可通
约性论题的一个重要依据。 库恩认为 ,属于不同范式的科学家拥有不同的直接经验 ,没有独
立于范式之外的中立观察事实。 “范式同时决定着经验的大部分领域” [ 12] ( P. 129) 。 意义变化和
观察依赖于理论是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论题的两个重要依据。 后期库恩把不可通约性解释为
两个理论范式之间的语言翻译困难。 因此 ,这两个问题与译不准问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首先看观察依赖理论的问题。这个命题可以有三种解释。第一 ,观察总是同理论相
联系 ,理论决定观察的方向。这种解释是所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可以接受的。实验设计总
是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 ,以寻找某个理论的观察关联为目的。描述云雾室电子径迹的观察陈
述只有在现代物理学的背景下才能理解 ,只有掌握了一定的医学理论知识的人才能了解血
压计上的读数。 爱丁顿的天文观测组有明显的、以检验广义相对论为目的的意图: 观察日食
时背景恒星位移的量。第二 ,理论决定 ,至少部分地决定观察的结果。只有主张这种解释 ,才
能推论说 ,观察依赖于理论 ,观察结果不能决定理论的选择。这种解释显然是荒唐的: 理论决
定观察者要观察哪一类现象 ,要把注意力放在哪一类现象上 ,但不能决定观察的结果。 爱丁
顿会注意背景恒星的位移 ,但实测的位移量并不是由理论 (广义相对论 )决定的 ,否则 ,一切
观察都是多余的。第三 ,观察依赖于某种先天的结构 ,如我们的生理结构 ,我们的先天的感性
或知性的形式。康德主张观察依赖于心灵的直观形式—— 时间和空间。即使康德是对的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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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先天形式也对于所有的理论都是中立的。
认知科学的发现表明 ,观察的确依赖于主体的某种结构 ,但这不是某种理论 ,也不是感
性或知性的先天形式 ,而是我们的身体的结构。 即使没有任何理论 ,我们也可以有观察。 观
察和范畴化本身是一个自动的、无意识的过程 ,并不受任何理论或文化的支配。 由于思维绝
大部分是无意识的 ,所以 ,不论科学家持有什么样的理论观点 ,他们的观察基本上是一样的。
再看看意义变化问题。如果指称的轻微变化即意味着意义的改变 ,那么由此引伸出来的
结论是: 交流是不可能的。即使同一个人 ,由于知识的增加 ,他关于某个词的指称的掌握发生
了变化 ,因此 ,他变得不理解他自己的过去了。如果天文学家发现太阳系有第十颗行星 ,那么
“行星”一词的意义就变了。 而涵义似乎是一个比指称更易变的东西。 不论意义变化论题的
隐秘含义是什么 ,认知科学为不同范式的科学家的相互理解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个基
础就是认知科学所发现的基本范畴或概念。基本概念具有认知上的优先性: 它们是人体及其
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自动的产物 ,而不是理论或文化的产物 ,是所有的科学家所共有的。 伯
林等人对车尔塔人的植物分类方式的研究、胡恩对车尔塔人的动物范畴的研究表明 ,在基本
层次上 ,“野蛮的”墨西哥土著人与科学的西方人在植物和动物的分类上惊人地一致。只是在
上级和下级层次 ,他们之间才有较大的差别。基本概念的存在及其独立于文化传统的特性为
不同的文化和范式之下的科学家和常人的相互理解和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这个
基础之上 ,异己理论的语言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 ,认知科学的发现并不要求我们回到传统的形而上学或科学实在论。 相反 ,它同时
也是对传统哲学的严重挑战。 它所支持的是涉身的实在、涉身的理性等既反对传统哲学、也
反对科学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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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Science 's Challenge to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Z HU Zhi -fang
( Philosophy Depa rtment , W uhan U niv e rsity , W uha 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 raditi ona l Western philosophy is the phi loso phy of t he subject based o n the
concept of pure reason. The rati onali ty regarded as the basi c feat ure of t he man is detached f rom t he hum an body o r has no relati on w it h the human body . Philo sophy of science in lat e 20th cent ury is a rebel against m odern philo sophy. Its t hesis o f i ndet ermi nacy
o f radical t ranslatio n and that o f observa ti on dependence theo ry sta nd diam etrical ly opposi te to the idea o f universal reaso n and m ethod and lead to cog nitiv e and cult ural relativi sm . Di scov eri es i n cog ni tiv e science since 1970s sugg est that reaso n and mind are embodied and is shaped by the st ruct ure of huma n body and it s i nteracti on w it h t he envi ro nm ent. The neural st ruct ure of huma n body and the w ay it is adapted to the envi ronmental
w o rld hav e the impli cati on that human bei ng has to know the wo rld by m eans of i ts lang uag e ref erri ng i ndividua l object s in t he w o rld, so the thesi s o f indet ermi nacy o f radi cal
t ransla ti on i s questio ned; that t he nat ure of observ ati on i s m ai nly det ermi ned no t by theoretical co ncept s but by neural sy stem of human body , thus t he t hesi s of observ atio n dependence theory i s questioned . In short , cog nitiv e sci ence cha llenges both the tradi tional philo sophy o f reason and the recent philo sophical relativi sm.
Key Words: reaso n; cog ni tive science; indet ermi nacy of radical transla ti on; o bserv atio n
dependence theory

